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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国人，他们曾经被中共

的“伟光正”迷惑，也曾经是共

产党组织中的一员，但当他们明

白了今天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各种

事实真相，自然环境被强力破

坏，传统道德丧失殆尽，贪污腐

败盛行，黑社会、吸毒、卖淫充

斥社会，人民的合法权利、言论

自由被剥夺，信仰遭受迫害，甚

至活体摘取人体器官…… 

他们如梦方醒，发觉自己受

骗了，他们为加入中共组织而感

到羞愧和后悔。 

2021 年 3 月 20 日，来自广

东的 Bang.Z.Yu 在退党网站上

说：“我在大陆从小受到中共的

洗脑教育，总感觉加入共青团、

共产党是光荣的。大学时因不会

翻墙信息来源有限而入党，妄想

往共产党里掺点清水。 

“毕业后，党籍调到我所在

的村，看到中共真面目。所谓选

举，根本就是自己内定。所谓差

额选举，六个选五个，第六个一

点介绍都没有。村里选村长不是

多票的当选，选举只是选出被党

任命的人而已。村里卖地，党书

记大手一挥，村民每人几千元分

红就可以不发了。 

“共产党大言不惭说接受人

民监督，人民一监督就是寻衅滋

事了。最近中共逼着我们表明态

度，这‘党员之家’的牌子都发

到我家了。我声明‘三退’（退

出中国党团队），不是为了出国

方便，是因为我爱中国。中共就

是马列邪教寄生在中华大地的害

虫。”◇ 

【明慧网】二零零一年一月二

十三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天安

门自焚”是骗局，这种说法有间接

证据与直接证据的。 

间接证据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日前后，我

当时还在学校教书，这时所有的期

末改卷、有关放假事宜已经接近尾

声，下午，校长突然找我说“局长

要见我”。我就和校长一块到教育

局，局长开门见山说：到了年跟前

了，你们炼法轮功的不要到天安门

去，刚才公安局的人过来说，你们

炼法轮功的有人要到天安门自焚升

天，你可不要参与……我当时一

愣：不管这事是真是假，如果谁去

天安门自焚，怎么会让公安先知道

呢？公安要是提前知道，一定会阻

止，这不是胡来吗？从来没有听说

有自焚升天之说。 

正月初四的晚上七点半，中央

电视台播出“焦点访谈”，播放的

就是那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天安

门自焚”的事，当时我看到后就想

到了局长的谈话，这不是故意的

吗？公安纵容的吗？ 

直接证据 

二零零二年一月北美中文电视

台新唐人制作了纪录片《伪火》，

通过对中共公开播放的天安门自焚

事件的过程，通过慢镜头分析，可

以很明显的看出很多破绽。 

主角王进东自焚事件喊的口

号，很明显不是法轮功里面的内

容，他的盘腿姿势是中共军人的坐

姿，身上都着火了，两腿间的雪碧

瓶（装了半瓶汽油）却完好无损，

头发也没事；旁边的一个警察拿着

灭火毯晃晃悠悠，等着他喊完口

号，才匆忙的往他身上盖。参与报

道自焚事件的“央视记者”李玉

强，二零零二年初在河北省会法制

教育培训中心采访时，公开承认：

王进东两腿间的塑料雪碧瓶是他们

放进去的，镜头是“补拍”的。 

还有很多疑点：自焚一发生，

一下子出来那么多灭火器；气管切

开能唱歌等。处处都显现出是一场

在警察和武警合谋下的谋杀，中共

在自焚前是有剧本的。 

天安门自焚伪案的制片人陈

虻，曾在海外的一次公开场合说：

“谁给我钱，我给谁干。”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四日，国际

教育发展组织（IED）代表发言

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

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

到了一份该事件的录像片，并从中

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

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

在场的中共代表无言，没有辩辞。 

老百姓为什么不能识破这个骗

局？ 

七十多年来，中共的流氓逻辑

与共产党文化思维已深入到了中国

人的生活方式中，判断标准已经不

是传统文化中的礼义廉耻等，而是

“听党话，跟党走”，与中共保持

一致。还有一点是中共的暴力威

慑，把人整怕了。所以老百姓还是

难于分辨。 

中共制造“天安门自焚”的罪

恶目的是毁灭中国人 

大纪元相继推出的《九评共产

党》与《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两

本书已经揭露了中共的狼子野心，

中共迫害法轮功，制造“天安门自

焚”，诋毁真、善、忍，挑起人们

对法轮功的仇视，就是企图要挟世

人远离救人的法轮功，诱导人们不

分善恶地参与到迫害中来，从而得

不到法轮功的救度。 

明白真相，不被中共的谎言牵

着鼻子走，才能有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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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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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以简单优
美的五套功法。 

法轮功一经传出，短短几年传
遍神州大地，一亿人身心受益，道
德升华，身体健康。法轮大法福益
社会，深得世界各族裔人民的爱戴
和尊敬。 

迄今，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
界褒奖、支持议案和支持信函超过
5700 项 。 法 轮 大 法 的 主 要 著 作
《转法轮》被翻译成 40 余种文
字，在全球传播，并可从法轮大法
网站（www.falundafa.org）免费
下载。《转法轮》是迄今为止翻译
成外文最多的中文书籍。 

《转法轮》阐述了“真、善、

忍”的道理，讲明了宇宙的来源
和人生的目的，并从本质上说明
了疾病的起因，并给修炼者指出
了解决之道。《转法轮》语言浅
白、通俗易懂，内涵博大精深。 

《转法轮》是上亿人读过而
且仍在读的书。“未读《转法
轮》，做人有遗憾。”这是无数
阅读过《转法轮》的人发出的感
佩之言。 

【明慧网】湖北孝感市孝昌县

绿林源农庄洗脑班，位于孝昌小河

镇，与孝感市大悟县相邻，是孝感

市政法委、610 拨款 60 万元专门

关押迫害孝昌县及孝南区的法轮功

学员的邪恶黑窝。 

从二零二二年四月份至今，已

经关押过孝昌白沙卫生院法轮功学

员李幼林和孝昌县城区黄辞英、罗

桂兰、孝昌周巷镇一位 76 的老年

男学员，孝南区城区法轮功学员严

珍香，以及现在仍然非法关押着的

孝昌县保险公司一位法轮功学员和

另一位法轮功学员。 

孝昌绿林源农庄洗脑班主要负

责人是孝昌县 610 头目、政法委副

书记何文彬。何文彬每天向孝昌县

政法委书记洪鵬汇报洗脑班的情

况。里面是从外面招聘的所谓协

警，都是 90 后、二十多岁的年轻

人。政法委，610 欺骗这些年轻人

要绝对服从上级命令，迫害这些做

好人的修炼人，不听真相，成为邪

恶打人的棍子和工具。对坚定修炼

法轮功的学员，他们用电棍电，不

准睡觉，不准上厕所……还欺骗、

威胁法轮功学员的家人或亲戚朋友

到洗脑班去配合做转化，给法轮功

学员软硬兼施，不择手段将好人转

化成坏人。 

孝感市今年大规模的办邪恶的

洗脑班迫害了几十位法轮功修炼

人，比省城武汉更甚，非常邪恶，

有些县市还按指标抓人。难道这些

人不知道会把自己及所有参与迫害

者拖向恶报的深渊吗？可以去了解

一下周永康、薄熙来、孙立军、傅

政华这些人都是迫害法轮功遭到恶

报的。迫害修炼人是罪恶滔天的，

不仅自己遭恶报，还会连累自己的

亲人及子孙后代。 

这次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

孝感市新上任的政法委书记隋春龙

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每个县市洗

脑班的主要责任人都是政法委书记

在幕后指挥，孝感市政法委、610

拨款，而且每个 610 主任都兼任政

法委书记或者副书记之职，中共邪

党首先要把这些参与迫害者变成

鬼。如果这些人想以迫害法轮功捞

到好处，搞点政绩往上爬，那就大

错特错了。迫害法轮功不仅不会升

官发财，而是恶报连连，只是报应

或早或迟。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时候一到，全都遭报，一个也跑不

掉。 

所以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

人，立即停止迫害，了解法轮功

真相才能得救。 

 

相关责任人信息： 

洪鹏，孝昌县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男，汉族，湖北黄梅

人，一九八二年十月出生。 

隋春龙，男，汉族，内蒙古

赤峰人，一九七零年九月生，现

任孝感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正厅级）。 

孝 昌 610 头 目 何 文 彬 ：

13995879811 

孝昌白沙镇政法委书记雷望

明：13871850811 

孝昌白沙镇镇委书记黄克

英：13476549988 

孝昌白沙镇派出所所长肖进

田：18995706898 

孝昌白沙镇派出所前所长万

力：137971979039（万力曾经迫

害过法轮功学员，现在已经身患

绝症病退回家） 

孝昌王店镇派出所所长张

亮：13971967110 

孝感市政法委电话：0712—

2280411 或 0712---2823652 

孝昌县政法委电话：0712-

4761832 

孝感市孝南区航天社区主

任：15586255550（绑架严珍香的

责任人） 

孝感市高新区城东派出所电

话：0712—282427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