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安门自焚天安门自焚天安门自焚天安门自焚”疑案疑案疑案疑案 
疑点之一：疑点之一：疑点之一：疑点之一：自杀还是他杀？自杀还是他杀？自杀还是他杀？自杀还是他杀？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节目慢境头分析节目慢境头分析节目慢境头分析节目慢境头分析))))    

 

自焚

遇难

的刘

春玲

女士  

警察

准备

灭

火. 

 

刘春玲是面

朝 灭 火 器

的,注意观

察. 

 这时,一

只 手 从

刘 春 玲

的 后 脑

部 位 伸

了出来. 

 突 然 , 那

只手的胳

膊抡了起

来 , 击 向

刘春玲的

头部. 

 

 

刘 春 玲

被 打 得

转 过 身

来 背 朝

灭 火 器

了. 

 

 

在灭火剂浓

雾 的 掩 蔽

下，那只打

人的手正抽

身离去,刘春

玲则向后倒

下. 

 

 

快看,一

个 条 状

的 东 西

从 刘 春

玲 的 头

部 飞 起

来了. 

只

见那条东西不是顺著强

大的灭火剂气流方向 

飞出,而是逆向飞行,

朝拿著灭火器的警察

飞去. 说明这物件不

是灭火器冲下来的，

而且它是从背向灭火

器的一侧弹出的，显

见是重物击打所致. 

 

 

那条飞起来

的东西是刘

春玲的衣

物？她头上

的发辫？抑

或是打人的

凶器？ 

 

 

刘春玲跌坐到

地上, 本来身

上就没有火,

警察为什么还

要一个劲儿的

喷呢？要让人

窒息吗? 还是

掩护凶手撤

退？ 

 

 

那条东西最

后落到了拿

灭火器的警

察一边，这

时境头出现

一位全副武

装的警察. 

       

    

一位身穿军大

衣的警察正好

站在出手打击

的方位，事完

后他正转身离

去. 

 



 

 

“天安门自焚天安门自焚天安门自焚天安门自焚”疑案疑案疑案疑案 
 

疑点之二：疑点之二：疑点之二：疑点之二：是灭火还是灭火还是灭火还是灭火还是演戏？是演戏？是演戏？是演戏？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节目慢境头分析节目慢境头分析节目慢境头分析节目慢境头分析))))    
    

哪来的灭火器哪来的灭火器哪来的灭火器哪来的灭火器从镜头上看，第一个警察开始灭火时，其

他两个警察并不是从别处狂奔过来，而是已经在自焚者旁边

站好了.难道警察先到位，然后自焚者才开始点火?新华社报

导，"王进东首先点燃火焰","4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
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 在天安门自焚，史无前

例，广场上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不 
会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 4 个人立即拿出数个灭火器.说
明警察事先做好了

准备.  
    

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

居然完好无损居然完好无损居然完好无损居然完好无损在王进东的两腿中间还

放着一个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

居然完好无损，如果不是玻璃钢制作的，

就是摆放在那作为一个道具。 

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是在演戏吗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是在演戏吗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是在演戏吗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是在演戏吗????    王进

东右边拿着灭火毯的警察象是为了拍照而摆好的

姿势，没有紧急扑火的运动感，显得很悠闲。这

样的镜头场面发生在整个突发事件的一两分钟以

内，说明摄影记者和警察事先准备好，是在演戏. 

 

为什么不让为什么不让为什么不让为什么不让CNNCNNCNNCNN记者拍摄自焚的记者拍摄自焚的记者拍摄自焚的记者拍摄自焚的“铁的铁的铁的铁的

证据证据证据证据”？怕看穿什么吗？？怕看穿什么吗？？怕看穿什么吗？？怕看穿什么吗？        

如果是法轮功学员自焚，中共要以此「揭批法轮功」，那么有境外媒体拍

照，正可以由外人提供更加客观的确凿证据。可是为甚么当CNN记者在那拍

摄时，中共的公安要拆掉他们的录影带，并扣压他们九十分钟？是不是怕他

们拍到证明这些自焚者不是法轮功学员的证据，才使他们那样紧张？ 

 



 

 

“天安门自焚天安门自焚天安门自焚天安门自焚”疑案疑案疑案疑案 
疑点之三：真假王进东？疑点之三：真假王进东？疑点之三：真假王进东？疑点之三：真假王进东？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节目慢境头分析节目慢境头分析节目慢境头分析节目慢境头分析))))    
    

  

官方提供王进东自焚前自焚前自焚前自焚前的

照片,脸颊消瘦、小骨架脸颊消瘦、小骨架脸颊消瘦、小骨架脸颊消瘦、小骨架.... 

自焚的自焚的自焚的自焚的“王进东”却是大大大大

脸盘、大骨架脸盘、大骨架脸盘、大骨架脸盘、大骨架，齐刷刷的

头发边缘，比例失调的面

部象是带了假发或面具，

难道有真假两个王进东？难道有真假两个王进东？难道有真假两个王进东？难道有真假两个王进东？
 
 

 

“王进东”坐在广场，火已经灭了，但却声如洪

钟地大喊：”宇宙大法是人人必经的大法”，这

根本不是法轮大法里的内容,对法轮功学员来

说，是很可笑的。因为佛家讲，佛度有缘人，

法轮功认为这个法不是人人都能得的。 

由外观看其面部和衣着均未有多大焚毁，并且

还能在镜头前声嘶力竭喊口号和有力地挥掉灭

火毯，且能稳坐散盘、“结印”，这一切说明他

并未严重烧伤，但报导中却说“4人大面积烧

伤”、都做了“气管切割手术”、且经过“奋力抢

救”“度过了休克期”，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答案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答案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答案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答案

可能只有一个：一切都是在演戏。可能只有一个：一切都是在演戏。可能只有一个：一切都是在演戏。可能只有一个：一切都是在演戏。 
 
 

 

“王进东”的打坐姿势似是而非,法轮功要求的是

双盘，至少也得是单盘。而“王进东”做的是散

盘。作为“这次事件的组织者”,“王进东”算是

一个所谓“痴迷者”，可修炼几年了，至今连散

盘都把腿翘得高高的，完全是一个门外汉.由事

实看其伤势最轻，又是组织者，为何不对其进

行采访，甚至面都没露，而且就他被单独送进

公安医院,也没有对其治疗情况的详细追踪报

导，却毫无人性地对“伤势很重”的小女孩纠缠

不休。他们在回避什么？怕假的露陷了吗？真他们在回避什么？怕假的露陷了吗？真他们在回避什么？怕假的露陷了吗？真他们在回避什么？怕假的露陷了吗？真

的王进东又在哪里呢的王进东又在哪里呢的王进东又在哪里呢的王进东又在哪里呢???? 

 



 

 

“天安门自焚天安门自焚天安门自焚天安门自焚”疑案疑案疑案疑案 
  

疑点之四疑点之四疑点之四疑点之四：受害者术后唱歌，违反医学常识：受害者术后唱歌，违反医学常识：受害者术后唱歌，违反医学常识：受害者术后唱歌，违反医学常识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节目分析节目分析节目分析节目分析))))    

  

 

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付主任李迟说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付主任李迟说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付主任李迟说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付主任李迟说，“我们在这个抢救大

面积烧伤同时，最主要的一条，我们马上要做气管切开。”

气管切开，还能破喉而歌？气管切开，还能破喉而歌？气管切开，还能破喉而歌？气管切开，还能破喉而歌？儿外科医生儿外科医生儿外科医生儿外科医生::::气管切开

插管（见图）是为了保证呼吸通畅。儿童多因呼吸道异物而

行此手术。而思影多半是因为烧伤累及呼吸道，呼吸道水肿

至呼吸困难而行此术的。伤势可见是非常严重的。即使插了

管也需要术后护理，因为水肿的呼吸道会产生很多分泌物需

要护士用吸引器清除，因为病人是很难自己清除。思影只有

１２岁，又是严重烧伤，更需要特别护理。在这样的状况下

去采访，不仅仅是不人道，几乎是不可能的。气管切开插管

的切口通常在第三和第四气管环之间，在声带（发音器管）

的下方。插管的目的是避开水肿的喉头。一个健康的成人因

故行此术也需要几天才能习惯用插管呼吸。头几天，连发声

都困难。如果插管能让一些气通过到达声带，也许病人可以

试着在用一个指头堵着插管时才能说些话.一个１２岁的孩一个１２岁的孩一个１２岁的孩一个１２岁的孩

子，烧伤严重到要植皮，喉头因水肿要气管切开，竟然在子，烧伤严重到要植皮，喉头因水肿要气管切开，竟然在子，烧伤严重到要植皮，喉头因水肿要气管切开，竟然在子，烧伤严重到要植皮，喉头因水肿要气管切开，竟然在

伤后四天能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底气十足地接受采访，还伤后四天能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底气十足地接受采访，还伤后四天能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底气十足地接受采访，还伤后四天能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底气十足地接受采访，还

能唱歌能唱歌能唱歌能唱歌,,,,令医学专家感到费解。实在是令人不可令医学专家感到费解。实在是令人不可令医学专家感到费解。实在是令人不可令医学专家感到费解。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思议。思议。思议。所

以，说话的声音究竟是不是躺在病床上的人发出的？自焚者

的病情是否严重到真的做了气管切开术？ 
     

为什么不让亲属探望为什么不让亲属探望为什么不让亲属探望为什么不让亲属探望当全国同胞都希望“救

救 12岁的孩子刘思影”的时候，对于一个失去了

母亲，又严重受伤的孩子来说，亲情无疑是最重

要的，可为什么有关部门却不允许包括小思影在

内的所有自焚者的亲属探望，甚至威胁思影的老

祖母不可以接受采访？这背后到底想掩盖着什么

样的事实真象？ 

小思影在联合国人权会议的前一天因心脏病心脏病心脏病心脏病发作

不幸去世，好一个巧合，怕联合国去调查吗？ 
 



 

 

“天安门自焚天安门自焚天安门自焚天安门自焚”疑案疑案疑案疑案 
疑点之五疑点之五疑点之五疑点之五：：：：新華社与中央电视台新華社与中央电视台新華社与中央电视台新華社与中央电视台的的的的反常行为反常行为反常行为反常行为    
    

天安门广场法轮功抗议不断，新天安门广场法轮功抗议不断，新天安门广场法轮功抗议不断，新天安门广场法轮功抗议不断，新

华社从不报道，避之不及华社从不报道，避之不及华社从不报道，避之不及华社从不报道，避之不及 

    
 

法轮功在天安门请愿抗议持续不断，有

时规模达上千人，横幅此起彼伏，口号落绎

不绝，还不算大新闻？有见到新华社新华社新华社新华社和中央中央中央中央

电视台电视台电视台电视台奔赴天安门抓镜头的吗？与法轮功抗

议有关的，躲还来不及呢！天安门自焚，人

们的第一感觉绝对是抗争升级，以死来抗议

政府，新华社新华社新华社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更得要回避了，

火还没扑灭，中央电视台就知道他们自焚不

是抗议，而是要圆满升天，有政治利用价

值？难道自焚者或知情的公安部门预先通知

了新华社新华社新华社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 

新华社在自焚事件上新华社在自焚事件上新华社在自焚事件上新华社在自焚事件上

却反过来却反过来却反过来却反过来,,,,对于这件对于这件对于这件对于这件

明显明显明显明显“损害中国的国损害中国的国损害中国的国损害中国的国

际形像际形像际形像际形像”的事件的事件的事件的事件,,,,绕开绕开绕开绕开

周密的司法调查周密的司法调查周密的司法调查周密的司法调查,,,,匆匆匆匆

匆做出结匆做出结匆做出结匆做出结论论论论,,,,太反常太反常太反常太反常 
 

 
 
中中中中央电视台央电视台央电视台央电视台::::自焚人数自焚人数自焚人数自焚人数

由由由由 5555 个变个变个变个变 7777 个，多出来个，多出来个，多出来个，多出来

的正好是的正好是的正好是的正好是“未遂者未遂者未遂者未遂者”，正，正，正，正

好好好好“醒悟醒悟醒悟醒悟”，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揭批揭批揭批揭批” 

 

新华社以第一时间报导除夕下午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

门广场自焚的消息。一向慢半拍、一拍，甚至封锁自杀消息

的中共喉舌，突然之间转性，反而使人感到可疑.在自焚几小

时后,还未进行司法调查，还未进行司法调查，还未进行司法调查，还未进行司法调查，新华社就发布消息说他们是来者河

南开封的法轮功学员，来历都弄清了，可居然漏掉了另外两

个一同自焚的人，其中一个后来坦白还是组织者之一。真是

不可思义。 

一周以后，中央电视台播出自焚节目时，自焚一周以后，中央电视台播出自焚节目时，自焚一周以后，中央电视台播出自焚节目时，自焚一周以后，中央电视台播出自焚节目时，自焚

人数由人数由人数由人数由5555人变成人变成人变成人变成了了了了7777人人人人,多了两个连火都未点起来的

一男一女.巧得很，这多出来的“痴谜者” 刘葆荣马

上就醒悟,(这还叫什么“痴谜者”)，正好用活口来深

入揭批法轮功。 

电视台记者简直太幸运了电视台记者简直太幸运了电视台记者简直太幸运了电视台记者简直太幸运了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

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

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一、两分钟，拍了个正

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是不是导演好的假戏真唱? 

自焚案的拍摄者“恰巧”在广场，“恰巧”离自焚者不到20米，

“恰巧”摄影机处在待机状态（不然从点火到灭火几秒钟的时

间，摄影师根本没有时间调整摄像机）。 
 

 



 

 

“天安门自焚天安门自焚天安门自焚天安门自焚”疑案疑案疑案疑案 
疑点之六：是法轮功学员吗疑点之六：是法轮功学员吗疑点之六：是法轮功学员吗疑点之六：是法轮功学员吗????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节目分析节目分析节目分析节目分析))))    
 
刘葆荣最大的破绽出刘葆荣最大的破绽出刘葆荣最大的破绽出刘葆荣最大的破绽出

自她为自己自她为自己自她为自己自她为自己“自焚未自焚未自焚未自焚未

遂遂遂遂”的辩解的辩解的辩解的辩解::::”白色物白色物白色物白色物

质燃烧冒白烟，黑色质燃烧冒白烟，黑色质燃烧冒白烟，黑色质燃烧冒白烟，黑色

物质燃烧冒黑烟。物质燃烧冒黑烟。物质燃烧冒黑烟。物质燃烧冒黑烟。” 
 
 
 

 
 

她本不在新华社当天发布的自焚者中，是中央电视台在经

过一周的策划后公布出来的“自焚未遂者”，原本很“痴谜”，但

自焚时马上“醒悟”，紧接著就投入到中央电视台的“深入揭批”
的活动中，很象是电视台找来的很象是电视台找来的很象是电视台找来的很象是电视台找来的“托儿托儿托儿托儿”，伤员都在医院(组织

者“王进东”伤势虽较轻，但人家特别地被送进公安医院了，公

安的“托儿”？)，不能总到医院去采访，要没有一个“未遂者”
这“揭批”的戏还真没法演下去。 

刘葆荣最大的破绽出自她为自己“自焚未遂”的辩解。她说

看别人先点着了，冒黑烟，而她觉得“德”燃烧应该冒白烟，因

为“德”是白色物质，“业”燃烧才应该冒黑烟，因为“业”是黑

色物质。法轮功从来没有把“德”和燃烧联系起来过。这简直是

可笑的逻辑。而按一般的常理也没有这种逻辑：白色物质燃烧

冒白烟，黑色物质燃烧冒黑烟。就算人修好了，德多，德冒白

烟，可人穿的衣服呢？不是衣服先烧起来吗？该冒什么烟？这

位老大妈竟然因为这个可笑的，在法轮功和常理中都不成立的

逻辑，否定了在几秒钟之前还要为之付出生命的坚定的信仰！ 

老学员老学员老学员老学员“王进东王进东王进东王进东”不会打坐姿势不会打坐姿势不会打坐姿势不会打坐姿势    

      

 

王进东的盘腿方式只能叫散盘，散盘

根本不算是法轮功的打坐方式。法轮功要

求的是双盘(见漫画图)，至少也得是单

盘。对初学者，这种散盘已是勉强，这个

自焚后再不露面的“王进东”会不会是个冒

牌的“托儿”？ 

当地人从未见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当地人从未见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当地人从未见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当地人从未见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

 

刘春玲在自焚中死去，她是一名法轮

功修炼者吗？这个问题出现了疑点。著名

的华盛邮报的菲力蒲.潘(Phillip Pan)追

踪到她的家乡开封，当地人说从来没有看

见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是从外地到河南

的、无依无靠的在酒吧打工的女子。 

 



 

 

“天安门自焚天安门自焚天安门自焚天安门自焚”疑案疑案疑案疑案 
疑点之七：自焚动机疑点之七：自焚动机疑点之七：自焚动机疑点之七：自焚动机质疑质疑质疑质疑    
    

<<<<<<<<转法轮转法轮转法轮转法轮>>>>>>>>第七讲第七讲第七讲第七讲    

杀生问题杀生问题杀生问题杀生问题 

“杀生这个问题很敏感，

对炼功人来说，…都不

能杀生，这一点是肯定

的。” 
“杀生不只是会产生重大

业力，还涉及到一个慈

悲心的问题。” 

1111    
法轮佛法法轮佛法法轮佛法法轮佛法((((在悉尼在悉尼在悉尼在悉尼讲讲讲讲法法法法))))        

问问问问：…杀生是一种很大

的罪业，一个人他自杀

算不算罪呢？ 

答答答答：算罪…自杀了还有

一个罪，因为人的生命

是有安排的… 

1.1.1.1.    是自杀抗议是自杀抗议是自杀抗议是自杀抗议,,,,还是自杀升天？还是自杀升天？还是自杀升天？还是自杀升天？镇压已快两年，法轮功

在天安门的抗议从未停止，官方说自焚者王进东与郝惠君都

曾在去年底上天安门抗议，说明他们想为法轮功讨回公道，

刚过不久，就忘了使命，要自个升天去了？不太合逻辑。 
 

2.2.2.2.为什么不找个清静的好去处，偏要来是非之地为什么不找个清静的好去处，偏要来是非之地为什么不找个清静的好去处，偏要来是非之地为什么不找个清静的好去处，偏要来是非之地

天安门升天？天安门升天？天安门升天？天安门升天？补充到自焚者行列的刘葆荣说，原来是“东北”

一个“老太婆”做了一个“梦”，就把远在河南的他们引到天安门

来了。这也太过牵强. 
 

3.3.3.3.为什么要选择最痛苦最麻烦为什么要选择最痛苦最麻烦为什么要选择最痛苦最麻烦为什么要选择最痛苦最麻烦的的的的“自焚自焚自焚自焚” 方式来方式来方式来方式来    

自杀？自杀？自杀？自杀？这是中央电视台的一道难题，自焚者要制造轰动效应

吗？为谁？为中央电视台好来批判法轮功？ 
 

4.4.4.4.谁最期望这件事发生谁最期望这件事发生谁最期望这件事发生谁最期望这件事发生???? 打从镇压开始，当局就不断地 

宣传，放话法轮功要集体自杀，好与邪教标签相合。自焚事件前

四天，当局领导人作了这样的指示：“严防法轮功顽固分子和疑

迷者在京滋事。”这是很不寻常的指示，象是好让公众思想上有

所准备。相反，法轮功明确规定不能杀生，自杀更是有罪，比一

般杀生的罪还多。近两年来法轮功坚持和平理性的非暴力抗争，

在国籍上迎得广泛同情与支持。是谁希望这种悲剧发生呢？法轮

功当然不会。 
 

5.5.5.5.    个体行为不能作为借口打压法轮个体行为不能作为借口打压法轮个体行为不能作为借口打压法轮个体行为不能作为借口打压法轮    如果从这几个 

人的自焚行为就推断法轮功教人自杀，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从法

轮功的著作或创始人的言论中找不到任何证据，相反，法轮功禁

止杀生，包括自杀，而且自杀的罪过更大。这也是当局把国外的

邪教组织硬拿来与法轮功相比的最大败笔。事实上，官方公布的

法轮功的自杀率是 0.87，而中国正常水平是 16.7(每 10 万人)。

同时，国外也没有取缔所谓的“邪教组织”，他们至今仍然合法，

政府针对的只是这些组织中的人员的刑事犯罪活动。这种逻辑推

理，就象学生中有人自杀，就要把教育系统打成邪教一样荒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