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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临 沂 版 | 第 4 5 0 期 
2 0 2 2 年 9 月 2 6 日 

【明慧网】现实 

生活中，骗子设局是

为了骗人、为了财色等，但是用不

了多久很容易被人识破。俗话说：

吃一堑，长一智。人们就容易吸取

教训。但是发生在二零零一年一月

二十三日的“天安门自焚”却直到

今天还在欺骗着中国人。作为执政

党，老百姓才是它存在的基础，那

么中共为什么要自编自导自演一个

世纪骗局欺骗中国人呢？它的目的

何在呢？ 

说“天安门自焚”是骗局，不

是随随便便下定义，而是有现实依

据的。 

■间接证据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日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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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开门见山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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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为什么不阻止，反而纵容发生呢？ 

年后开学，有个教英语的女教

师，丈夫是个有名的律师，她知道

中共的很多内幕。因为赶上月考，

同堂监考，她对我说：“一看电视

就知道自焚是假的，按照中共的层

层严格的审查制度，象这种突发事

件怎么可能两个小时后就通过新华

社播报全世界，只能是有内幕。”

她劝我不要有思想包袱，这是中共

的一贯手段。 

■直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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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很多破绽。 

主角王进东自焚时喊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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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称装了半瓶汽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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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是他们“补拍”的。 

参与自焚的刘春玲不是自焚死

的，而是被打死的。通过慢镜头分

析，可以看到：刘春玲身上的火焰

已基本熄灭，突然，一重物抡到了

她的头部，她随之倒地，一“条状

物”瞬间弹起。画面上走过来的武

警挡住了倒地的刘春玲，画面的右

边，一名穿军大衣的男子，正好站

在出手击打的方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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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很多疑点：自焚一发生，

一下子出来那么多灭火器；烧伤是

不敢包扎的，而中共播出的画面确实

全身包扎；气管切开了还唱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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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

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

53 届会议上，天安门自焚案被当

场 揭 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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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门自焚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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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备有这个录像片

的拷贝，以供派发……”面对确凿

证据，在场的中共代表哑口无言，没

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你知道吗 

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

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

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

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

联网上免费下载。然而中共在迫害

伊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

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

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

都设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

真相。因为中共的谎言与思维先入

为主，很容易欺骗了中国人，很容

易煽动起世人对法轮功的仇恨心

理。◇ 

▲中共构陷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伪
案画面: “自焚者”王进东的衣
服、面部都被烧坏，而两腿间装有
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最
易燃烧的头发也还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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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刘艳。 

八月份，刘艳电话告诉潘玉秀

家人，让她去一趟。潘玉秀告诉刘

艳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刘艳被 

“天安门自焚”的谎言迷惑，逼迫

潘玉秀在一摞文件上签字。随后刘

艳告诉潘玉秀，案子已转到临沭县

法院，跟自己没有关系了。 

潘玉秀丈夫与儿子被临沭县法

院定为所谓“证人”，被告知不准

参加庭审。 

■给警察送真相 山东莒南农

妇庞立芝遭非法拘留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城南派出

所警察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闯

到法轮功学员庞立芝女士家中，将

她绑架到莒南县拘留所非法拘留。

这是她第五次被关押迫害。 

庞立芝现年约六十六岁，莒南

县十字路镇大埠南村农民。二零二

二年八月十九日，她去南派出所给

警察送法轮功真相信。她认为，目

前的大瘟疫是神对败坏了的人类的

惩罚，是天灭中共的一环，是冲着

不信神、追随中共、参与迫害修炼

者的人来的。她希望能够通过讲真

相、明白真相、退出邪党组织的方

式，救度那些被中共谎言毒害的警

察。然而城南派出所警察却将善良

的庞立芝绑架、非法拘留十天。  

庞立芝女士之前曾四次被关押

迫害。 

庞立芝的丈夫（不修炼）历经

妻子多次被中共邪党摧残迫害中，

在巨大的精神摧残与压力中，于二

零二二年三月二日（正月三十）离

世。善良的庞立芝放下失去至亲的

悲痛，走出来传递真相，救度瘟疫

大劫难中的世人，是勇敢、慈悲之

举。 

城南派出所警察绑架好人的行

为，必将为自己埋下祸根。想以迫

害法轮功捞取政治资本，不过是个

黄粱之梦，持续参与迫害，必将招

致天谴，给自己及家人带来灾难。

希望城南派出所警察不要执迷不

悟。◇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大法

弟子许彦三被骚扰 

二零二二年九月七号 11 点左

右，莒南县大店镇许家岭村支部

书记许宾三带着莒南县 610 三个

人，把大法弟子许彦三家门骗

开，抢走几本大法书和两个播放

器。胁迫许彦三在几张纸上签

字。 

■山东沂南县公丕荣被非法

关押近两月 一度被送医院 

山东省沂南县法轮功学员公

丕荣女士七月份被警察绑架，被

非法关押在临沂看守所。警察禁

止家人探视，据悉，公丕荣被迫

害致身体出现异常，一度被送医

院。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早

上九点左右，公丕荣在做核酸检

测的时候，突然遭到当地派出所

110 警察的绑架。同时，公丕荣家

的两套楼房内的许多财物、物资

被 110 警察非法抄走。公丕荣被

非法关押在临沂看守所。警察不

让公丕荣的家人探视，连她家人

送去的衣服也不让收。 

八月有消息传出，公丕荣在

看守所出现高血糖状态，被送临

沂市河东区人民医院东边的监管

医疗区关押。公丕荣的家人还被

警察勒索了所谓查体费 600 元人

民币。家人非常担心她的安全及

身体状况。公丕荣九十八岁的老

母亲天天以泪洗面，盼望小女儿

回家。 

公丕荣一九七零年六月四日

出生，现年五十二岁，家住沂南

县花苑怡景。她于一九九九年开

始修炼法轮大法，仅仅十几天，

她的身体就发生巨大的变化，一

身的病症都消失了。 

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公丕荣

曾被劫持到看守所、洗脑班非法

关押： 

二零零零年十月份，公丕荣

进京上访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

话。途径天津市时遭到当地中共

人员的截访，身上的钱物被掠去，

人被劫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之后

她被转到沂南县看守所关押，期间

她被迫做奴工，最后她家人被勒索

近八千元现金，她才被放回家。 

二零零一年春天，公丕荣遭村

干部诬告，被沂南县岸堤镇派出所

警察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在洗脑班

期间，她遭到恶徒的拳打脚踢，最

后被勒索 300 元现金。 

二零零二年，蒙阴县公安局及

沂南县岸堤镇派出所警察，突然闯

入公丕荣的家，四处搜查，甚至连

房梁都搜遍，什么也没有搜到。结

果警察又去了公丕荣女儿的学校，

逼问小女孩，使女儿受到惊吓。 

■山东临沂市潘玉秀面临非

法庭审 

山东省临沂市法轮功学员潘玉

秀二零二一年十月被警察绑架、勒

索后“取保候审”，二零二二年七

月份被构陷到临沭县检察院，现在

她被构陷到临沭县法院，面临非法

庭审。 

九月中旬，潘玉秀给临沭县法

院承办法官胡某打电话，被告知过

几天将对潘玉秀非法开庭，并要求

她撤掉律师委托书，由法院指定中

共御用律师为她做有罪辩护。 

潘玉秀现年五十六岁，曾多次

遭中共人员绑架、关押、酷刑逼

供。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晚上

七点钟，潘玉秀被市公安局经济开

发区分局十多个警察非法入侵家中

非法搜查抢劫绑架，非法关押四十

八小时候，被勒索两万元“取保候

审”回家。 

二零二二年七月份，河东区国

保不法警察告知潘玉秀家人，已将

她构陷到临沭县检察院，承办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