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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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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如今的中国，“造

假”泛滥，“假新闻”更席卷中

国，其中荼毒世人最严重者，莫过

于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炮制的

“天安门自焚事件”，意图诬蔑陷

害法轮功，以所谓的五人“自焚”

谎言欺骗海内外民众。 

如果把二十年前的中央电视台

“天安门自焚事件”录像画面进行

慢镜头分析，便会暴露出很多疑

点，说明这场“自焚”事件完全是

一场精心布局的预谋与骗局。 

一、在“自焚”事件中被大面

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影气管被切开

后四天就能接受采访并能唱歌。 

二、《焦点访谈》录像证实，

刘春玲没被火烧死，却被警察用重

物击打头部倒下。 

三、天安门巡逻的警察几分钟

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二十多个灭火

器和灭火毯应付这起“自焚”突发

事件。 

四、王进东在自焚时衣服已被

烧焦，但是最易燃烧的头发还在头

上，他腿间的盛满汽油的雪碧瓶却

完好无损（如上图）。在他喊出那

句似是而非的口号之前，警察手中

的灭火毯却在他头上悠闲地摇晃很

久，没有丝毫灭火的急迫。 

不仅上述造假的凿痕太过明

显，《华盛顿邮报》在二零零一年

二月四日头版头条发表了调查报告

《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

─当自焚的动机乃加强对法轮功的

斗争》。邮报记者菲力浦•潘亲自

到自焚身亡的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

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

过刘春玲练法轮功。 

令中共极度难堪的是，二零零

三年十一月八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

作、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

录片《伪火》，从各国参赛的六百

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第五十

一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

奖。该奖项在记录片领域享有盛

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

《伪火》影片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

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自焚”

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整个事件

是中共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伪案。 

造假积习难返，黑心固然是首

因；中共炮制自焚伪案，却是出于

栽赃构陷，妄图蒙蔽世人。自焚伪

案二十年，造假贻害全中国。衷心

祝愿中国人回归传统价值，实事求

是，唾弃造假，存真心，说真话，

办真事，提升正气，返回善良，重

现华夏真诚古风。◇ 

 

原 来 天 安 门 自 焚 是 演 戏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

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

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

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

动作舒缓的功法。 

教人向善 法轮大法要求修

炼者按“真、善、忍”标准提升

道德水准。修炼法轮大法能使人

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 

使人健康 1998 年，北京、

武汉、大连及广东省的医学界专

家进行了五次医学调查，结果显

示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有效率达

98%。 

福益社会 1998 年下半年，

乔石与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

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

“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

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央政

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弘传世界 法轮大法已弘传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

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

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

出的杰出贡献，获各国政府褒

奖、支持议案和信函 5400 多

项。《转法轮》已有 40 多种文

字版本，并可在法轮大法网站

（falundafa.org)免费下载。◇ 

▲1992 年和 1993 年的北京东方
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被誉为
“明星功派”，获得“边缘科学
进步奖”，李洪志先生荣获“受
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 



 

  

 

湖北省麻城市原退休小学校长
易家海被绑架 

易家海，男，约 70 岁，退休

前是原麻城市乘马岗乡万义小学退

休校长， 2021 年 11 月 6 日，麻

城黄土岗派出所几个警察闯进法轮

功学员易家海家中，非法抄家，真

相纸币几千元被抢走。易家海被绑

架关押在麻城看守所。此次绑架行

动的相关责任人电话： 

黄土崗派出所所长：丁高峰 

07132703088 、 18986755788 、

18986758796、18986758786 

    麻城拘留所所长：王正傑 

18986758228 

退休小学校长易家海，曾因信

仰大法多次被迫害。 

2013 年 10 月 15 日，易家海在

家午休，被公安局国保大队丁鹏程

等伙同王福店派出所几个警察私自

翻墙入户抄家，抢走两台电脑、打

印机等家用财物。易家海被绑架到

乘马岗派出所，十六日被转至麻城

市拘留所。行恶的直接黑手是麻城

市公安局副政委曹光银、国保大

队，龙池、南湖、白果派出所，龙

池办事处及西畈社区人员、南湖办

事处及万家堰村居委会等。 

易家海非法关押在麻城拘留所

和看守所一年多后，于 2014 年 10

月 23 日，被麻城邪党法院枉判四

年，2014 年 12 月被绑架到沙洋范

家台监狱迫害。邪恶且狡诈的

610、公检法不法人员利用易家海

家属希望放人的心理，套他老伴

（老年农村妇女）的话伪造证据，

罗织罪名，信口开河，扬言要判他

十几年。他的儿女上当受骗，被敲

诈勒索大笔钱财后，易家海仍被非

法判四年。当时参与迫害易家海的

责任人有：610（国安办）0713-

2950082 

麻城 610 主任刘俊 13581278088 

610 副主任董家鹏 13995905839 

法院院长程兵 13971709160 

法院副院长陈明辉 13907250795 

法院院长助理许光 13635838007 

法院副院长王勤 13329942808 

检察院检察长彭正元 18986569189 

副检察长金立章  13907250989 

公安局政委曹光银 18986758299 

麻城看守所长杨浩淼 13317506685 

麻城拘所所长王正杰 18986758228 

拘留所副所长满平 18986758526 

拘留所副所长汤耀 18986758519 

国保大队金志和 18986758131 

国保大队丁鹏程 18986758129 

乘马岗镇派出所副所长訚晓东

13339966077 

湖北省麻城市法轮功学员郑翠
玉、严英中被绑架补充 

2021 年 11 月 16 日，湖北麻

城市国安绑架了法轮功学员郑翠

玉，据悉，她已被送往湖北省黄冈

市黄州非法关押。郑翠玉曾经多次

受到迫害。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

日，郑翠玉和刘继青、汪晓丽、汤

世星、陈平芳、訚爱梅、董友才和

范姓女学员等八位法轮功学员被麻

城警察绑架。她们在麻城市木子店

镇讲真相时，遭木子店镇派出所警

察绑架。郑翠玉被非法关押十五天

后被放出。2017 年 11 月 20 日麻

城市法轮功学员毛仁荣、郑翠玉、

陈桂英到麻城木子店镇讲真相时遭

绑架， 他们三人被关押到麻城市

拘留所。 

2021 年 11 月 6 日，以黄土岗

派出所警察为首的一伙七、八个

人，两次闯进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

大法学员严英中家中，抢走了打印

机等私人物品。大法弟子严英中的

老伴被强行架到派出所非法盘问，

6 号下午才被放回家，而严英中则

被绑架至麻城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

押。严英中是黄土岗镇严家畈村纯

朴的农民，修心向善，却多次被中

共打压迫害，以前曾被镇政府罚款

3000 元，抢走彩电。 

善恶到头终有报 

自 1999 年 7 月以来，麻城市

公安局一直追随江泽民流氓集团残

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麻城警方迫

害法轮功学员的暴行令人发指：

如，法轮功学员王华君遭警方毒打

后，拖到麻城“金桥广场”被警察

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法轮功学员罗

开军被警察高高举起再狠狠往地上

摔，后致其死亡；麻城警察还发明

了用摩托车在地上拖法轮功学员的

酷刑。麻城市已经查明的有李学

春、黄建勇、李长茂、何行宗、李

继菊等 9 名学员被迫害致死；至于

罚款、抄家、劳教、送洗脑班、判

刑等则不计其数。略举以下三例。 

1）二零一一年十月，麻城市邪

党党委、政法委、六一零、公安局

协同在麻城市拘留所办了一个强制

“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绑

架陶腊槐、刘继青、吴双喜、梁凤

梅、刘年花、朱长奎、彭卫香、吴

小兰等八名学员，对他们进行封闭

式灭绝人性的迫害。随后，陶腊

槐、刘继青、吴双喜三人又被绑架

到湖北省板桥洗脑班加重迫害。残

酷迫害导致朱长奎身体恶化，他于

二零一二年底不幸含冤离世。 

2）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日，

刘继青、郑翠玉、汪晓丽、汤世

星、陈平芳、訚爱梅、董友才和范

姓女学员等八位法轮功学员被麻城

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十五天后，汤

世星和訚爱梅被送到武汉洗脑班强

制洗脑，汪晓丽和董友才被关押到

麻城市五脑山风景区的“清远山

庄”洗脑班继续迫害。 

3）2020 年 2 月疫情期间，麻

城警方仍大肆迫害法轮功学员，绑

架了法轮功学员王爱华、郑泽秀等

人，骚扰叶妮慧、徐玉兰、张荷花

等人，还非法抄家多人。 

因参与迫害法轮功，麻城市公

安局遭恶报的特别多，仅死亡的就

有罗学健、涂青松、邓祖胜、彭宏

辉、程涛、殷波等人，善恶到头终

有报”，是至理名言。每个人都在

这场大是大非面前检验着自己的良

知底线，也将见证将来的结局。而

且人间的报应只是为了警醒世人，

地狱的报应那才是偿还恶业的过

程，还会殃及子子孙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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