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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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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警察就拿出来那么多的灭火

器；刘思影的气管切开了还能唱

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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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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甘

肃报道）二零二二年八月至九月，

平凉市庄浪县政府人员、各派出所

警察、国保警察频繁骚扰法轮功学

员，要求非法照相、录像等。法轮

功学员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

人，拒绝警察的骚扰迫害。下面是

部份邪党人员骚扰迫害的事实。 

法轮功学员白新喜、岳爱玲夫
妻屡遭骚扰 

八月二十七日，庄浪县南湖镇

邪党罗姓副书记和南湖镇政府樊姓

工作人员（电话：13830340672）

来到南湖镇寺门村法轮功学员白新

喜、岳爱玲夫妻在县城的鞋店，说

上面来人“回访”，要见面，要岳

爱玲配合去南湖镇政府，遭到白新

喜夫妻拒绝。 

九月七日，庄浪县国保大队警

察淡继勇打电话给白新喜，要来鞋

店见见面，白新喜说要听真相就

来，否则别来。 

九月九日上午，淡继勇与一张

姓国保警察再次来到白新喜的鞋

店，便拿出相机要照像，被白新喜

拒绝。在白新喜没注意时，张姓警

察拍了张像，说是为了交差。 

九月二十三日，自称是南湖镇

派出所警察给白新喜打电话说：叫

岳爱玲来南湖派出所填个表。白新

喜拒绝。 

九月二十四日，一个自称是南

湖派出所小杜的打电话（号码：

13679331010）给白新喜，说：我

们要来回访，给岳爱玲照两张像。

白新喜说：不要来，来了也不配合

你们。 

法轮功学员关红平两遭骚扰 

八月二十一日，庄浪县朱店镇

派出所警察给朱店镇毛柳村法轮功

学员关红平打电话，关红平没接。 

九月十九日，警察又给关红平

打电话，说要来关红平家里，被关

红平拒绝。 

法轮功学员杨文渊两遭骚扰 
九月七日，庄浪县国保大队警

察淡继勇，给庄浪县朱店镇政府退

休干部杨文渊打电话，说要来杨文

渊家，被杨文渊拒绝。 

九月八日，淡继勇又给杨文渊

打电话，与一张姓国保警察来到杨

文渊居住的小区，给杨文渊照像，

还要谈话录像，被杨文渊拒绝。 

法轮功学员关清义两遭骚扰 
二零二二年九月九日，庄浪县

岳堡镇派出所两个警察来到庄浪县

岳堡镇崔家村关清义家，说看关清

义在不在家。 

九月十七日，岳堡派出所、岳

堡镇政府、崔家村人员五人，在公

路上找到关清义，说：到你家给你

照个像，被关清义拒绝。 

其他被骚扰的法轮功学员 

◎ 庄浪县赵墩乡法轮功学员

程江红夫妇在外地谋生。二零二二

年六月下旬，程江红夫妇回到庄浪

县南湖镇寺门村婆家。寺门村社、

南湖镇、赵墩乡、庄浪县有关单位

人员，先后四次来到她婆家，强迫

程江红放弃修炼法轮功，程江红没

有妥协。 

◎ 九月九日，庄浪县郑河乡

派出所两个警察来到郑河中学，在

郑河中学教师法轮功学员柳永红的

宿舍周围的几个教师宿舍转了转。

最后，来到柳永红的宿舍，在宿舍

内照了像，说什么是检查安全。 

◎ 庄浪县南湖镇高房村邪党

支 书 王 彦 军 （ 电 话 号 码 ：

13689461836）带着南湖镇政府两

人，来到高房村法轮功学员王玉桂

家，要王玉桂配合上面来人“回

访”，还问王玉桂看什么书？王玉

桂拒绝回答。◇ 

▲漫画：中共警察闯入民宅绑
架法轮功学员 

中共为诋毁法轮功而开动国家机
器，在媒体宣传方面投入巨资，炮
制 了 大 量 假 新 闻 ， 号 称 “ 1400
例”，用来煽动民众仇恨。这些假
新闻怎么出笼的？以下仅举几例。 

 

院认为...... 
婚后精神病多

次复发......

曾因精神病发

作杀害自己的

父亲。”而法

轮功要求，精

神病人及有精

神病史的人不

■利用精神病人构陷 

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

安收因精神病复发，杀死其父母一

事件被中共谎称为王因“练法轮

功”所为。而在王与尹彦菊离婚的

判决书（右图）上写得明白:“本

■记者许诺：药费减半 

张海青，辽宁盘锦市刻字社业

主，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

病，当时挂号的人很多。这时来了

一个央视记者说：谁想上电视说法

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

费减半。张海青着急看病，就胡说

自己炼法轮功炼成罗锅，并按记者

写好的台词说了。结果是先挂了

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青

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骗人。张海青

没炼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

道。这就是中共媒体炮制的“罗锅

事件”。◇ 

能修炼法轮功。这 个案例却被中

共江泽民集团收入1400例，栽赃到

法轮功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