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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怀着悲愤的心情，悼念我们的校友。2001年

11月9日，一位同我们一样曾身披学士服、骄傲地走出清华

校门的年轻小伙子──年仅29岁的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

生袁江，因坚修法轮大法，被江泽民政府迫害致死。 

  心头的悲痛无法用言语形容。一个才华横溢的学子，

一个正直优秀的青年，一个善良敦厚的好人，仅仅因为不

愿放弃对“真、善、

忍”宇宙真理的信

仰，就被邪恶之徒们

夺去了29岁的年轻生

命。  

  在此，我们不愿

再次描述那血腥的迫害，因为对于一个还有良知和正义感

的人来说，江泽民爪牙的行径禽兽不如，为人类所不齿。  

  亲爱的学长、老同学，自从1999年4月25日江泽民政府

开始逐步升级迫害法轮功至今，赵金华、陈子秀、左志刚

等一个又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只为说一句真话，唤醒世人

的善念，就被邪恶之徒迫害致死。他们的生命因善良而美

丽，因坚持真理而辉煌，他们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壮歌。即

使你还不修炼，也一定会被他们的浩然正气所折服。  

  如果您觉得这些平凡人的故事距离您太遥远，那么今

天，我们送走的是一个年仅29岁的灿烂的生命。他，一位

身材高大、善良宽厚、青春勃发、才华横溢的优秀青年，

与我们如此亲近，可能曾在校园中不经意地与你、我擦肩

而过。江泽民政府扼杀的是什么？扼杀的是如此美好的生

命，他要扼杀的还有人们心中的善念和对高尚道德的弘

扬。它们要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美好的心灵空间，对“真

善忍”的信仰。如果它们真的做到了，这世界该是多么恐

怖，人类该会变得多么丑陋！  

  法轮大法自传世以来，无数人走入修炼之门，大法净

化了人们的心灵，挽救了无数生命，使社会道德回升。在

清华，一大批师生走上了修炼之路，他们都是品学兼优的

学生，或德高望重的教师，几年来在各自的岗位上有口皆

碑。  

  教授们，本来他们可以和您一样，在科技领域有所建

树，为中国的发展尽自己的力量；学子们，本来他们可以

和您一样，用自己横溢的才华迎来美好的前程。可是他走

了，走得突然，

走得悲壮，用自

己不屈的意志和

生命书写了坚持

真理的壮歌。  

  众多的杰出

的清华人，为了抵制江泽民政府的邪恶迫害，被迫背井离

乡，流离失所，与自己的亲朋好友生离死别 。 

  江泽民政府的暴行之下，他们当中会不会出现第二个

袁江？不能让罪恶在光天化日下继续了！所发生的这一

切，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清华大学名校的声誉，几十

位优秀师生的命运，泱泱大国几千年的道德传统靠我们的

努力去争取、去维护。不能再漠视这一切了。纵容邪恶无

异于对善良的迫害，无异于同魔鬼作交易，结果可想而

知。今天，离开我们的是曾经朝夕共处的校友，明天我们

怎么保证自己的妻儿老小不受恶人欺凌？社会的道德规范

靠我们每个人去维护，生命应该在高尚的环境中生长。  

  二战纳粹大屠杀的生存者丽莎.拉菲尔在声援法轮功的

演说词中这样写道：  

                “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我们不能自欺欺人，认为在这

个世界别的地方发生的事情与我们无关。我强烈要求你们

每一个人尽你们最大的努力抗议中国 (江泽民) 政府对法轮

功修炼者的迫害。每一个声音都是有力的。所有的声音合每一个声音都是有力的。所有的声音合每一个声音都是有力的。所有的声音合每一个声音都是有力的。所有的声音合

在一起就能够扭转局面。在一起就能够扭转局面。在一起就能够扭转局面。在一起就能够扭转局面。”  

风华正茂的清华人被迫害致死经过风华正茂的清华人被迫害致死经过风华正茂的清华人被迫害致死经过风华正茂的清华人被迫害致死经过    

    29岁的袁江于199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1993年有

缘得法并成为一名坚定的法轮大法修炼者。 

  袁江善良敦厚、才华横溢。他曾在兰州市电信局所属的信

息技术工程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因不愿放弃修炼法轮功被解

职，改任技术总监。是市电信局公认的任劳任怨、一心奉献的

技术骨干和中层干部。 

  袁江于2001年1月被迫出走，并于8月30日不幸在

甘肃敦煌附近被捕。 

  由于在看守所刑讯逼供不方便，他被甘肃省公安

厅邪恶之徒关押在省邮电管理局提供的在兰州市白塔

山后山的绿化基地。打手们迅速麇集，光刑具就拉了

两车。  

  在那个魔窟里，袁江被酷刑折磨了近两个月。但

他依然坚修法轮大法，深信真善忍。 

  10月末，一个奇迹般的机会使他逃离了魔窟。后

因体力不支进了一个山洞，在西北十月末的这个山洞

里，他昏迷了整整四天。而山外面，两千军警，地毯式地将兰

州市翻了个过。  

  听得警笛声渐渐稀疏，袁江几乎是爬出山的。他摸黑进了

一同修家，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然而他的伤势很重，高烧昏

清华大学海外学子清华大学海外学子清华大学海外学子清华大学海外学子致致致致校友校友校友校友：：：： 
请援救遭受迫害的清华学子 

迷，他坚强地挺着，直到11月9日，终因多处内伤发

作，不治逝去。  

  袁江去世后，公安为了销毁证据，抢走了尸

体。并开始了大搜捕，许多参与过掩护、救助袁江

的同修被捕。他的父母亲也遭严密监控（父亲是西

北师范大学教授、系主任；母亲是某校高级教

师）。  

  就这样，29岁的青春年华被甘肃的邪恶势力虐

杀了。消息传开，震动了甘、青、宁、新四省

（区）千千万万善良人的心。一对老夫妇，悲痛得

无法自持，整整哭了一天。残暴的虐杀换来的不是

畏缩和消沉，而是擦干眼泪后更积极的奋起。据

说，袁江去世后，上述四省（区）的真相传单需求量

扩大了一倍──这恐怕是杀人的刽子手们始料不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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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明赵明赵明赵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88级学生。曾任清华大学紫

光集团计算机网络中心项目经理。后在爱尔兰三一大学深

造。1999年底回国为法轮大法上访遭迫害。2000年5月被

捕，被关押于臭名昭著

的北京团河劳教所，受

尽酷刑折磨，现被非法

延期10个月；  

    于金梅于金梅于金梅于金梅，女，清华

大学化学工程系97级硕

士研究生。为人纯朴、

善良，曾任女生宿舍楼

“新斋”楼长，热心为

同学服务。1999年10月

因坚持信仰被休学，被

学校强行送“洗脑班”

洗脑两周，因在图书馆

复印大法资料被拘留，后被非法判劳教一年； 

  李春艳李春艳李春艳李春艳，女，22岁，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本科生。

1999年9月因拒绝写不炼功的保证，校方不予注册。99年10

月因参加修炼心得交流会被校派出所扣留、审问至凌晨，

期间被体罚。因其早晨在校内公开炼功，多次被清华派出

所迫害，由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警察审讯。被勒令休学，

但是清华大学不同意开书面的休学证明，理由是怕她对外

公布真相。2000年11月，在珠海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

非法逮捕，现下落不明；  

  马艳马艳马艳马艳，女，26岁，94级本科生，建筑学学士，清华人

文学院传播学第二学位。1998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2000年4月25日去天安门和平表达心声“法轮大法是正

法”，被刑事拘留一个月，被拘数天都无人通知其父母，

令其家人承受了极大的精神折磨。随后校方通知其退学，

被其拒绝后，校方又通知其被“除名”。2000年11月，在

珠海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非法逮捕，现下落不明；  

  黄奎黄奎黄奎黄奎，男，26岁，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99级博士生。

曾获郑格如奖学金、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并获清华大学

优秀毕业生称号。曾担任班长、系科协副主席等职务。本

科毕业后免试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1999年10月，学校强

迫其休学3个月。2000年6月因在校内炼功，被派出所警察

在校园内当众殴打，后被清华大学勒令退学。曾被国家安

全部人员非法绑架。2000年11月，在珠海以“颠覆国家政

权罪”被非法逮捕，现下落不明；  

  林洋林洋林洋林洋，男，25岁，清华大学水利水电系94级学生。曾

获校“优秀一等”奖学金，校“挑战杯”科展三等奖，校

科技活动“优秀个人”称号。因品学兼优被推荐免试攻读

硕士学位。1999年9月初开学时，因未写对法轮功的揭批材

料与不炼功的保证，校方不予注册，不给办理一切入学手

续。（受到同样不公对待的新入学研究生共有7名）1999年

10月27日与同学二人去找人大代表反映情况，被强加以

“非法聚集，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处以刑事拘留。2000

年6月初因上访要求释放无罪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而再次被

拘禁。获释后被清华大学勒令退学。2000年11月，在珠海

以“颠覆国家政权罪”

被非法逮捕，现下落不

明；  

    蒋玉霞蒋玉霞蒋玉霞蒋玉霞，女， 2 5

岁，水利水电系95级学

生。1999年10月，去信

访办反映自己对法轮功

的看法。清华大学以其

毕业设计答辩不通过为

由以肄业处理。2000年

国庆节到天安门游览，

又无故被强行拘捕关押3

日。2000年11月，在珠

海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非法逮捕，现下落不明；  

  李艳芳李艳芳李艳芳李艳芳，女，27岁，反应堆工程与安全专业硕士研究

生。1999年9月因在学校内公开炼功被清华大学派出所强行

带走，讯问至次日凌晨。10月下旬，因参加心得交流会再

次被校派出所扣押，并被强行没收携带的法轮功书籍，因

抗议被施以“背铐”刑罚。2000年6月去天安门和平表达心

愿，被北京市公安局行政拘留9天，8月份开学后校方口头

通知其休学，后又口头要求退学。两次休学给家在农村的

亲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和经济损失；其身患癌症的外

婆在此期间病情加重，于同年7月去世。2000年11月，在珠

海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非法逮捕，现下落不明；  

   孟军孟军孟军孟军，男，29岁，电子工程系助教，清华大学电子系

硕士。1999年9月、10月两次被派出所和北京市公安局扣

留，因为坚持信仰而在单位实行岗位聘用制时被迫失业。

后因2000年6月去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和平请愿被拘留，

2000年12月31日午夜，在贴真象资料时被中关村派出所匪

警抓走，遭到酷刑折磨。后关押于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

所，现下落不明；  

   姚悦姚悦姚悦姚悦，女，29岁。微电子学研究所96级硕士研究生，

党员，本科毕业时曾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毕业生。1999年9月

3日因在学校内公开炼功被清华大学派出所强行带走，审问

至第二天凌晨。被开除党籍、学籍，档案被校方强行转

走。2001年1月1日凌晨，被中关村派出所匪警破门而入抓

走。后关押于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现下落不明 。 

  陈志祥陈志祥陈志祥陈志祥，男，26岁，清华大学水利系硕士研究生。

1999年7月25日向政府反映有关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被北京

市公安局扣留，后因公开炼功被校派出所扣留，清华大学

不允许其入学注册。1999年10月底，因去天安门和平请愿

被刑事拘留。2001年1月1日凌晨，被中关村派出所匪警破

门而入抓走。后关押于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现下落

不明；  

清华永远的骄傲清华永远的骄傲清华永远的骄傲清华永远的骄傲    
    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而遭受迫害的清华人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而遭受迫害的清华人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而遭受迫害的清华人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而遭受迫害的清华人    

他们都来自名校清华大学，没有一个不是
出类拔萃，然而只因为修炼法轮大法，不
愿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他们就被剥夺了
上学和教书的权力，被拘留，被劳教，被
判刑，被高压强迫转化，被暴打，被包括
上背铐、电击等等酷刑折磨，甚至被迫害
致死……然而他们的信仰却并未被摧毁，
他们是清华永远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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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义翔李义翔李义翔李义翔，男，27岁，清华大学电机系95级博士生，曾

因为坚持信仰在网上发表退党声明，多次和平请愿而被学

校视为“骨干分子”，1999年10月参加修炼心得交流会，

被北京市公安

局七处刑事拘

留一个月，七

处处长亲自审

问、逼 供，李

义翔被绑在柱

子上昼夜不停的刑讯逼供，并遭到殴打、强灌浓盐水迫

害。获释后被学校领回，隔离软禁在200号（清华核研院设

在一个偏僻山村的实验基地）办“洗脑班”。李义翔被领

回学校后，学校经过调查得知：李义翔是受师生赞誉的好

学生，找不到任何污点，学校对其处理很为难。江泽民闻

讯下令：抓住典型，不许判刑，一定要转化过来。于是，

李岚清亲自坐阵清华督办，转化不好，清华大学校领导要

摘掉乌纱帽，转化不过来有关人员要下岗。在如此重压

下，由清华大学校党委副书记牵头，组成了公安、宗教、

科学、教授专家等方面二十多人的帮教队，并让李义翔的

母亲陪住，防止逼迫过紧发生意外。 

    二十几个人整月的昼夜不停地走马灯似地谈话、威

胁，不断加

重 精 神 压

力。采取疲

劳战术，轮

番轰炸、威

胁利诱、严

密的与外界隔离，用特务所惯用的攻心术，对一个善良的

正义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优秀学生进行封闭性的长时间精

神摧残。在二十几人对他身心折磨的巨大压力下，胁迫李

义翔违心地谈认识，写检查，非法逼供。即便如此，李义

翔所写的“认识”，并不符合江泽民的要求。但是江泽民

的笔杆子可以按照江泽民的意思篡改加工，任意编造谎

言。“一个博士生与法轮功的决裂“就是这样出台的。它

是典型的假材料，是一个迫害青年学生的实证，是一个正

义青年在精神摧残下的血泪记录。 

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一个博士生与法轮功的决裂一个博士生与法轮功的决裂一个博士生与法轮功的决裂一个博士生与法轮功的决裂””””    

                                                                是如何出笼的是如何出笼的是如何出笼的是如何出笼的？？？？    

  刘文宇刘文宇刘文宇刘文宇，男，29岁，姚悦的丈夫，热能系97

级硕士研究生。曾任热研7班班长，获清华大学优

良学生奖学金。1999年5月因成绩优异提前攻读博

士学位。2000年1月15日到30日，被清华非法软禁

在200号核试验基地，强迫其改变信仰。2000年6

月到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和平请愿，以“涉嫌非

法聚集”之名被非法刑事拘留一个月，被清华勒

令退学。2001年1月1日凌晨，被中关村派出所匪

警破门而入抓走。后关押于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

守所，现下落不明；  

    秦鹏秦鹏秦鹏秦鹏，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99级MBA。大学

期间多次获得“优秀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

部”等称号。1999年MBA入学考试第8名，入学后

被选为班长。因工作努力、待人热情受到同学好

评。1999年10月因参加修炼心得交流会被抓，后被学校强

迫休学。2000年3月被迫写了违心的“认识”后返校。2000

年6月因公开炼功被抓，后被清华大学强迫休学。2001年1

月1日凌晨，被中关村派出所匪警破门而入抓走。同时被抓

的还有他的妻子王雯（法轮大法修炼者）和不满一岁尚未

断奶的儿子，后关押于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现下落

不明；  

  柳志梅柳志梅柳志梅柳志梅，女，22岁，化学工程系97级学生，1999年9月

校方不予注册入学。10月因参加修炼心得交流会被校派出

所扣留、审问至凌晨。2000年7月去天安门和平表达心愿，

被非法拘留20多天，期间一直绝食。2000年8月被清华大学

强令休学并且不出示任何书面证明。2001年5月被非法抓

捕，其间辗转了几个看守所，后关押于北京市公安局七处

看守所。受到酷刑折磨，头被打变形，胸部被打坏，多个

指甲被摧残掉，被扣上十几项罪名，现下落不明；  

    俞俞俞俞平平平平，男，30岁，热能系95级硕士研究生，1997年3月

因成绩优异提前攻读博士学位 ，曾获清华大学“1.29”

奖学金，“西门子”奖学金。曾任系研究生会主席，研究

生工作小组副组长。1999年6月初学位论文答辩时评委一致

通过（承担国家863计划航天领域高科技项目），被评为优

秀毕业论文，但因6月20日到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和平请

愿，学位被清华大学搁置不授予，以博士肄业处理。已获

俄亥俄州立大学全额奖学金，因此失去深造机会。后被判

刑四年。  

  王欣王欣王欣王欣，男，25岁，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99级

博士生，曾获“校优秀干部”、“优秀学生二等奖”、

“好来西校友”、“细越育英”奖学金，并担任过班长、

系科协副主席等职务。本科毕业后免试直接攻读博士学

位。1999年10月被清华大学强令回家休学，并被告知“不

从思想上脱离就不能回校”。2001年4月被抓，后关押于北

京市公安局七处，现下落不明；  

   褚彤褚彤褚彤褚彤，女，31岁，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硕士，讲

师。1999年10月因江泽民在法国擅自污蔑法轮功为XX，于

10月27日去天安门城楼上为法轮功请愿，向政府表达心

声，遭到警察的野蛮殴打。被捕后被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

七处，被判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在狱中受尽摧残，出

狱后因刊登“严正声明”表示继续坚修大法，而被迫流离

失所，现下落不明；  

   虞佳虞佳虞佳虞佳，女，35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2000

年春节因为法轮功问题去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被刑事拘

留一个月，其间被上“背铐”五天半，禁止饮食睡眠，手

腕严重损伤；后清华大学每月只发给微薄生活费。其后因

在清华校园里公开炼功，多次被派出所扣留，并几次被派

出所警察当众殴打致伤，后来被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再次

拘留。2000年11月27日，被警察非法逮捕，被秘密判刑三

年半；  

  更多迫害实例，因篇幅有限，无法详述。清华硕士生

王志强王志强王志强王志强；本科生郭小南郭小南郭小南郭小南；清华教工：赫奕赫奕赫奕赫奕，何端炼何端炼何端炼何端炼，徐才徐才徐才徐才

路路路路，贾小梅贾小梅贾小梅贾小梅，贾小青贾小青贾小青贾小青，邱淑琴邱淑琴邱淑琴邱淑琴等均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遭

到非法拘留至劳教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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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雨雾  
    两年多来，中国大陆媒体不断刊载所谓的

原法轮功习练者“被教育转化”的事例。其实

这种“转化”，或者说是“思想改造”，在中

国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断绝过，我们可以从巴

金的《随想录》中窥测一斑。 

    巴金在他这本“讲真话”的书中痛苦地回

忆道：在那人人“向井口投掷石块”的时代，

在“党的光辉教导下”，经过批判学习和“人

民群众的耐心帮助”，自己从思想上彻底地否

定了原来的自己，为自己过去写的“大毒草”

腐蚀了革命群众而深深后悔，渴望着“重新做

人的机会”，弥补自己的罪过；而在这一切结

束之后才发现是一场骗局。他沉痛地写道：

“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

对自己的表演，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连

我们的邓小平同志在文革时的检讨中也将自己

思想中的错误批得一无是处，那气势仿佛是要

痛下决心，和旧的我决裂，彻底脱胎换骨，好

跟上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大潮。现在回顾这篇检

讨，给我们的是什么感觉？讽刺？悲剧？还是悲哀？ 

    “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人最崇高的欢乐就在于

思想”，不管这些“思想改造”的结果是“不得已而为

之”；还是真正的“觉悟”，从行为上说，都是对人性的

摧残。如果是前者，一个人在外界的强大精神压力下，承

受着身心的剧痛，违心地批判自己曾捍卫过的真理；那

么，这种来自外来的压力，是不是思想迫害？是不是摧残

人性？是不是反人类的行为？如果是后者，我倒要问一个

问题──谁有资格、有权利要求别人的脑袋里应该相信什

么，不该相信什么？即便你的理是对的，也没有剥夺别人

思考的权力！这种“转化”的出发点就是如果有人和我的

意见不同，我就要“转化”你，让你回到“正确的道路”

上来（往往这种道路最后会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不管

这种“转化”是“春风化雨”，还是“循循善诱”，都是

在外界的作用下发生的，潜台词中，后果已经存在你面

前，不接受“挽救”，面临的是经济，精神，肉体上的迫

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

身”。所以“还是为你好”，你还是老老实实地接受思想

改造，做思想上的奴隶，精神上的贱民吧！ 

   看那些“前习练者”的例子吧，当初他们炼功时，一

定不会有人拿枪在后面逼着吧？不会不去炼功就要失业失

学了吧？不会是把人关在旅馆里，一大群人围着你，跟你

分析这个形势，那个道理，而你不参加炼功就不让回家

吧？ 

   再来看看在中国江泽民集团的“教育转化”吧，电

视、广播、报纸铺天盖地的报导；在家里亲人“晓之以

情”；在单位领导“晓之以理”；街道、派出所时不时地

“上门慰问”；再不行，国家还专门安排时间和地点组织

一群人来给你“指点迷津”；还不行，还有看守所、教养

院的“春风化雨”以及精神病院和劳改营的“家一般的温

暖”。你还不“转化”，不是要“充当国际反华势力的走

狗”，企图“颠覆人民政权”，走“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吗，那就只有从“肉体上摧毁，精神上消灭”了。讽刺

啊！悲哀啊！ 

   对人思想的强行“转化”，无论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理

由，都是压迫！都是摧残人性！ 

   但愿巴金的《随想录》不要在未来被列为禁书。 

        张昆仑教授曾任山东艺术大学雕塑系主任和蒙特利尔

McGill大学客座教授。1996年回国任山东艺术大学雕塑研

究所主任。曾获数项雕塑奖，包括世界著名中国艺术家证

书和世界名人证书。他的名字被《世界名人录》等十几种

名人录收录。因修炼法轮功被拘留三次并遭酷刑折磨，后

被判劳教三年，被多次洗脑和精神摧残，于2001年1月10日

在国际社会的多方援助下获释。 

    下面是张教授接受休斯顿媒体采访片段： 

    支持人：张教授，记得前一段时期中国中央电视4台播

放了您的一个所谓被“转化”了的纪录片，您也写了所谓

的“悔过书”这是真的吗？ 

    张教授：这都是它们在做戏，中国政府的流氓手段真

是耍到家了……人们应该相信一个人在自由状态下说的

话，在中国监狱里被操纵被愚弄被欺骗下是完全可以编造

出假材料的。 

  举一个例子：我从劳教所出来后看到了中央电视台关

于我的片子，我在里面能绘画，看下象棋等等。实际上都

是在做戏！当时有个政委说有个教绘画的老师，希望我能

指导一下。我说：我是搞雕塑的，画画是业余的，不能做

指导。他就死拉活拽，后来把纸笔墨都拿来了，硬要我指

导。我不知是圈套，实在没办法，只好说：那我给你画两

下吧。这一下就录了像。还有下象棋，中国的劳教所制度

是非常严厉的，录像那天，他们拿来了象棋，扑克，让大

家一起来玩。也叫我一起玩，我说我不懂下象棋。他们

说：你不懂就看看，我说：不懂，看不明白也看不出门

道。他们说：哎呀，你就在这里坐坐吧，边说就边硬把我

按在椅子上，一坐下就录了像。完全都是骗局！ 

   主持人：听了张教授的亲身经历，我们相信中央电视

台播的张教授欢快狱中生活及如何接受“转化”的报道的

确是一场滑稽可耻的骗局。试问如果让中央电视台推出的

又一部接受“转化”的杰作的主人公滕春燕女士来美国现

身说法，我们是否会听到同样的故事呢。从对张教授的采

访中我们是否能认识到这点：那些在恐怖胁迫中生存的

人，他们的话是否要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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