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问世的史实材料揭示出

法轮功“4.25 事件”并非突发事

件，也非当权者渲染的那种有组

织地包围政府要地的政治性示威

举动。 

 从1996年 6月《光明日报》

事件之前就开始的舆论攻击到

1999年 4月在天津动用警察使用

暴力，中共内部少数人迫害法轮

功的发展和升级经历了三、四年

的过程。 

 1999 年 4 月 25 日，逾万名

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依法来到

北京市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办集

体上访，请求当局释放被天津市

公安抓捕的法轮功学员。经国务

院总理朱镕基亲自出面和开明处

理，事件合理地达成了政府和上

访群众共同期望的结果。 

 然而“4.25”即后，江泽民

以中共内部传达两封密件的形

式，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

莫须有的罪名做出了镇压法轮功

的决策。 

 为使读者对这一影响深远的

“4.25 事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

了解，本文将对此事件按时间顺

序作一简述。其中有许多是第一

次公布于众的对“4.25 事件”当

事人的采访记录(包括朱镕基总

理同上访群众对话的回忆录)，还

有最近据一些中共高级官员透露

的江泽民做出镇压法轮功决策的

两封密件中的关键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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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 年 5 月13 日，李洪志

先生在长春开办第一期法轮功学

习班，正式传出了一套全新的有

着柔和缓慢动作、打坐及深奥修

炼原理的功法。随后法轮功得到中国气功科学研

究会的肯定，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向李洪志先生

颁发了气功师证书，作为中国法轮功创始人和掌

门气功师的工作证件。 

 

1992年12月，李洪志先生和他的几个学生来到北京参

加东方健康博览会。在博览会上，李先生和他的学员们用修

炼法轮功获得的能力治愈了许多参加博览会的人的疾病，在

参观的人群中造成了轰动。博览会总指挥李如松先生说：“在

博览会上收到的第一封信便是赞扬法轮功的，收到表扬最多

的也是法轮功。”博览会总顾问姜学贵教授说：“我亲眼看到

李洪志老师为这次博览会创造了很多奇迹。法轮功不愧为这

次博览会中的明星功派。我作为博览会的总顾问，负责任地

向大家推荐法轮功。” 李洪志先生成为该届博览会上荣获奖

励最多的气功师。  

 1993年 8月 31 日，中国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

会致信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感谢李洪志先生为全国第三届

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代表免费提供康复治疗；公安部

主办的《人民公安报》于 1993年 9月 21 日为此亦作了专题

报道。12 月 27 日同基金会授予李洪志先生荣誉证书。 

 从1992年 5 月到1994 年12月，由各地官方气功科学

研究会主办，李洪志先生两年半内在中国共举办了 54 个法

轮功传授班，有数万人参加了李洪志先生亲自传授的学习

班。 

 1995 年 1 月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由中国广播电

视出版社出版发行。1月4日在北京公安大学礼堂举行了《转

法轮》首发式，李洪志先生在此会上宣布法轮功在国内传法

办班全部结束。自《转法轮》出版后，供不应求，1996 年

度被《北京青年报》列入北京市十大畅销书。 

 

 至 99年初，据中国官方调查结果，全国至少有 7 千万

以上各阶层人士习炼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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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法轮功的迫害早在“4.25事件”的前几年就已

经开始…… 

 1996年 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

批判法轮功。1996年 7 月 24 日，中国新闻出版署向

全国各地发出通知，全面禁止法轮功出版物的发行。 

 1997年初，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搜集罪证欲

定法轮功为“邪教”。全国各地公安局经充分调查后

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调查就此停止。 

 1998年 5月底，何祚庥在北京电视台的采访中批

判法轮功如何有害，之后北京电视台在播放对法轮功

一炼功点的采访时点名法轮功是“封建迷信”。节目

播出后，很多了解节目中何氏所提及的当事人的学员

立即向何氏和北京电视台指出：节目内容违背事实，

因为该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以后几日中，一些学

员依据中央关于气功的“三不政策”（不打棍子、不

争论、不报导），写信或直接访问电视台，用亲身经

历说明实际情况。事后电视台领导说，这是建台有史

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失误，并很快播放了一个表现法轮

功学员清晨在公园里祥和地炼功，还有其他人士一同

晨练的正面节目作为更正。 

 1998年 7 月 21 日公安部一局发出《关于对法轮

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中认定李洪志先生“传

播谣言邪说及一些骨干利用法轮功进行违法犯罪活

动”，但《通知》中紧接着又提出：要掌握活动内幕

情况，发现其利用法轮功违法犯罪的证据，各地公安

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这样，《通知》先定罪、

后调查。引发了全国许多地区基层公安部门在无任何

证据的情况下非法取缔法轮功炼功点、强行驱散炼功

群众、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

行动。 

 98 年下半年，以乔石同志为首的部份全国人大离

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

轮功炼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详细调

查和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在此之前，国家体育总局也于 1998 年 5 月对法

轮功进行了全面调查了解。9 月由医学专家组成的小

组为配合此次调查，对广东 12553 名法轮功学员进行

表格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 97.9%。

10月 20日国家体总派到长春和哈尔滨的调研组组长

发表讲话说：“我们认为法轮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错，

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效果是很显著

的，这个要充份肯定的。”其间，大连、北京等地对

法轮功功效的民间调查也得出了一致的结果。 

 一次又一次的调查所得到的结论均为法轮功没

问题，是好功法。但对法轮功的迫害却并未停止。相

反由舆论攻击升级到了 1999 年 4 月在天津动用警察

使用暴力的“天津事件”。 

 1999年 4 月11 日，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

少年博览》杂志发表了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炼气功》

的文章。何在文章中不顾事实，再次引述了 1998 年

在北京电视台用过的已被证明为不实的例子批判法

轮功。。由于该例子在北京电视台事件中已被澄清，

何的这篇文章也已受到北京市宣传系统的严格抵制，

此次天津发表该文章，天津的一些法轮功学员认为有

必要向天津有关方面澄清事实真相，并期望通过与杂

志编辑部的交涉来消除该文章的恶劣影响。因此，4

月18 日至 24 日，一些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它

相关机构反映实情。 

 4月 23、24 两日，天津市公安局动用防暴警察殴

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学员流血受伤，并抓

捕 45 人。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在天津市政府

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如果没有北京的授

权，被逮捕的法轮功群众不会得到释放。天津的公安

亦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

解决问题。” 

 从利用舆论攻击发展到此次在天津动用公安警

察使用暴力，迫害的严重升级使“天津事件”的消息

在全国法轮功学员中迅速传开。 

 

绝非“包围中南海”，绝非“包围中南海”，绝非“包围中南海”，绝非“包围中南海”，

万名学员上访国务院万名学员上访国务院万名学员上访国务院万名学员上访国务院

信访办信访办信访办信访办    
 

 随着天津的功友被打被抓以及放人需要北京授

权的消息在全国传开，从 4 月 24 日晚开始，各地法

轮功学员纷纷自发赶到北京去向国务院信访办反映

情况。法轮功学员们本着对中央政府的高度信任，怀

着善良的愿望，希望“天津事件”能尽快得到公正解

决。 

 需要说明的是，法轮功的传播基本上是一人学炼

受益后，再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所以他们中很多原



本就是亲戚朋友。另外，许多人喜欢早晨到公园参加

集体炼功。这样，透过人际网络和现在非常便利的通

讯设施，任何事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有很多人知

道。这次去信访办反映情况也是如此，大多数人是通

过电话或者在集体练功和读书时知道的。想去的就去

了，到 4 月 25 日，上访学员去了上万人。乍一听，

上万人，似乎数字很大。实际上，炼法轮功的人非常

多，这表面看来很多的上访者其实只占法轮功修炼者

的极小一部分。 

 请听当天去上访的法轮功学员的亲身经历： 

 法轮功学员 M先生回忆说：“4月 24日下午一位

北京的朋友(法轮功学员)打电话告诉了我天津发生

的事，并说他第二天想去府右街国务院信访办反映情

况，我说我也想去。” 

 C 女士家住北京海淀区。“24 日晚 7 点左右我去

公园炼功，”C 回忆说，“有几个学员跟我讲了天津学

员被打被抓的事情经过。他们说有的学员想去国务院

反映情况，个人愿意去的可以去。”C和炼功点的四、

五个人都想去，于是他们乘车于当晚 8 点左右一同来

到了国务院。 

 Z女士是北京朝阳区的居民。24日晚她在炼功点

读书交流时得知天津学员在向杂志社反映情况时遭

警方殴打，并有四十多人被拘捕的情况。炼功点的负

责人告诉大家第二天有的学员想去府右街国务院信

访办上访，如果有人自愿想去的也可以去。“我和一

些学员想去，也有一些不想去的。”Z 回忆说。 

 于是，从 24 日晚上开始，学员陆续来到了府右

街。早到的而且熟悉地理位置的学员直接去了位于中

南海西门的国务院信访办。不熟悉信访办的学员和晚

来的已经无法接近信访办的学员则到了府右街附近。 

   25日一早 6点半，Z女士和她炼功点上的几个

学员一同来到了府右街北口。这时已有数百名来自各

地的学员到了。“开始的时候有几个警察在(府右街)

北口阻拦学员进入，不久便放行了。他们好象是接到

了(放行)命令。”府右街南口的情况也类似。 

 大约 7 点左右，Z女士沿府右街来到了距离国务

院西北门不到二十米的地方。“我开始时站在(府右街)

东边，也就是贴着国务院的墙站着。”Z说，“这时(府

右街)南北都在进人，街道的东西也都站着学员。当

时在场的学员已经很多了。” 

 “过了一会儿，警察指示在东边的学员都站到街

对面去。”Z说。自始至终，上访学员队伍的排列位置

都是由警察控制着的。 

 大约 7点多，家住北京朝阳区的 P 夫妇随着人流

经过西单灵境胡同来到了距国务院正(西)门以南几

十米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马路另一侧国务院的(西)

门，”P夫妇回忆说，街对面没有人，(府右)街西边人

都满了。年轻的学员在最前边站成一排，让出了人行

道和盲人道，最前排学员的后边一直到墙角都坐满了

学员。大家都非常安静。交通没有受到阻碍。以后来

的法轮功学员在府右街站不下，就在警察的指示下沿

着府右街北边的(东西向)西安门大街和文津街的路

北站开，也有的在与府右街相通的一些胡同里站着。 

 在这里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学员们要去的是国务

院信访办，虽事有凑巧，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正好在中

南海附近，但是他们的目的地绝不是政府要地中南

海。而最终的围聚中南海的情势实为公安部门诱导调

度所至。因为学员队形的形成完全在警察的控制之

中。一位目击者事后回忆了如下惊人一幕：法轮功学

员在武警的引领下，从中南海外边形成两行队伍，向

中南海齐集，在中南海正门汇集成一圈。忠厚单纯的

法轮功学员当时并未察觉事有蹊跷，为尽量避免对他

人和社会秩序的干扰，他们始终努力配合武警和警察

的调度指挥。 

 “4·25”事件数月之后，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将

这个普通炼功百姓根本就没要去中南海而只是去信

访办上访的事件歪曲为“中南海政治示威”，暗示事

件是矛头指向中央政府的，混淆视听，欺骗不了解情

况的广大民众，为江泽民日后毫无依据的对法轮功的

全面镇压制造借口，用心极其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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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是 8 点半左右，我们突然听到掌声。”P

夫妇回忆道，“顺眼望去，见有几个人从国务院正门

出来走过马路来到学员面前。随即听说是朱镕基总理

出来接见学员。过了一会儿，又有人鼓掌，见一群人

过马路走入了国务院。听说是朱总理让学员代表进去

谈谈。” 

 家住海淀区的 J女士站在国务院正门的正对面，

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大概是 8点 15分，一行五、六

人从国务院正门过马路向我们走过来，大家鼓起了

掌，我看到朱镕基总理在其中。” 

 “朱总理站在我们前面的马路沿儿下，问：‘你

们干什么来了？谁叫你们来的？’有(许多)学员说：

‘我们来反映法轮功的问题，没有人组织。’朱总理

又问：‘为什么不写信上访？怎么这么多人都在这



儿？’很多学员都在回答，我听到有学员说：‘信都

写的成麻袋了，还没得到回应。’朱总理说，‘我对你

们的问题有批复。’学员说：‘我们没有收到。’朱总

理让选几个代表进去进一步说明情况。大家纷纷举

手，总理在举手的人中随机指了几个人进入国务院。” 

 据一位随朱总理进入国务院的法轮功学员回忆

说：总理指派国务院信访处的副处长、总理的副秘书

长负责接待了学员。10点左右又有第二批学员代表进

去会谈。 

 中午时分左右，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李昌、王治文

和其他三位北京学员作为法轮功代表进入国务院同

政府官员会谈，申诉了法轮功学员的三点要求： 

 1）释放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  

 2）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  

 3）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 

 政府官员轮流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信访办的负

责人，北京市的负责人，还有天津市的负责人。会谈

一直进行到当日晚间。 

 晚间 6 点左右，有人传天津放人了。“我身边的

天津学员用手机打电话回去，说是还有一人没放。”M

回忆说，“又过了几十分钟再打电话时，证实已经都

放了。” 

 大约 9点，法轮功的五人代表返回。天津已经按

照中央指示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学员，关于其他两个

要求，说是以后再进一步沟通。 

 “有人传法轮功代表回来了，大家都回家了。”P

夫妇回忆说。陆陆续续法轮功学员安心地离去。 

   事情在法轮功学员和政府领导人的共同努力

下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世人赞誉这一事件为中国百姓

对自身宪法权益和义务的觉醒和中国政府对现代民

主与法制的尊重。朱镕基总理的开明之举令全世界对

中国刮目相看。 

 令善良的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成为一

场浩劫的开始。出于对个人权力的贪恋和偏执导致对

一切民间运动产生恐惧，江泽民竟将自己凌架于宪法

之上，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执意镇压法轮功。 

 4月 25 日当夜，江泽民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给

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关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

江泽民称“4.25 上访事件”有“幕后”高手在“策划

指挥”。 

 6 月 7 日，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声

称“法轮功问题有很深的政治社会背景乃至复杂的国

际背景。”“是 1989 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一

次事件。”该文件于 6月13 日在中共内部秘密传达。 

 据一些中共高级官员透露，在上述两份密件中，

江已明确提出 4.25 上访事件“究竟同海外、同西方

有无联系，幕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等流露出一

种对个人权力的过度保护心态，并在拿不出真凭实据

的情况下做出了镇压的错误决策。 

 自 1999 年 5 月下旬开始，全国许多地区法轮功

学员的日常炼功活动受到城管、公安部门的驱散。一

些地区公安用高压水龙头驱赶炼功人群，并用高音喇

叭干扰炼功。各地法轮功辅导站负责人被单位和公安

找去谈话、盘查，受到监视、跟踪和电话监听，并被

规定不得离开当地。 

 7月19 日，江泽民在高层会议中正式宣布定案，

全面取缔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的系统性残酷迫害从

此在中国大陆全面展开。 

 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 7 月至 2001 年 4月，

法轮功在中国已有193人被折磨致死，数百人被判刑，

其中最长为18 年的监禁徒刑，至少10 万多人被关押

在拘留所、劳教所和精神病院等场所。无数善良人因

不愿放弃修炼法轮功，而被迫流离失所、下岗、退学，

家人、亲友被株连，生活从此失去了安宁。 

   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执意镇压，使中国在国际社

会上正在遭到越来越多的人权和道德谴责。 

 这场世纪冤案的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双手沾满

无辜百姓鲜血的江泽民及其帮凶也逃脱不了历史的

最公正的审判。 

 

部份法轮大法修炼者整理发表 

于“4.25 事件”两周年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