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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篇外界

評論不代表法

輪功學員的認

識。 
  記不起是誰

的名言：“歷史

總 是 驚 人 地 相

似”，說得一點不

錯。人們對文革的

厭惡和恐懼，可以

說到達極致。文革

災難不僅僅表現

為把中國拖到經

濟崩潰的邊緣，更

在於它對人性的

摧殘。可是﹐歷史

在現代的中國又

重演了﹐並且還

在繼續。  

 我沒煉法輪

功，也從未煉過任

何功法。作為一個

受過基本教育、具

有基本是非判斷

力的普通人，我覺

得應該是為法輪

功來說一句話的

時候了。四年的時

間，已足夠用於觀

察、思考和判斷。  

 鎮壓法輪功

與文革有驚人的

相似之處。首先，

這是一場自上而

下發動的政治運

動，而且發起者只是具有最

高權力的那一個人。其次，類

似“中央文革小組”，一個被

授與特殊權力的機構(610

辦公室)，打亂正常的行政和

司法程序，把某種意志強加

於各級政權實體。第三，動用

全部的輿論工具，洗腦式地

將一種觀點不加討論不許分

辨地向個人灌輸，強制個人

表態，只准表一種態度。第

四，用懲罰肉體的方法來強

迫人改變精神信仰。所用手

段極其相似，例如，拘捕、關

押、體罰、精神折磨、切斷生

活來源、搞臭個人名譽、“掃

地出門”，等等。第五，全國

上下輿論一致，所有不同意

見一律保持沉默，其中包括

國家高層領導人和知識界精

英，任由情勢不知結局地向

下發展。最後，儘管還沒發

生，但不排除可能性：運動

一直到發起人的生命終止才

結束。結束之後，再平反糾

錯。 

 提出這個“大逆不道”

的問題，並不針對任何人、任

何黨。只想得到問題的解

答：既然文革形式可以套用

在鎮壓法輪功上，誰還有本

事制止文革形式套用在別的

事情上，難道中國人只配世

世代代“享受”文化大革命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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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誰在你心裏播下仇恨的火種？ 司馬泰 
 大陸民間流傳很多關於

江澤民的順口溜、笑話甚至

緋聞，反映出老百姓對他的

反感。不過要深究起來，很多

人只是停留在膩煩他的地

步。要說江澤民有多惡，說不

定有人覺得你在搞人身攻

擊。沒准兒還有人用中國經

濟的發展、國際地位的提高

為江澤民辯護，甚至連江澤

民的拉幫結派、貪污腐敗、壓

制自由、出賣國土，鎮壓法輪

功、隱瞞疫情、霸著軍委主席

等等罪行，認為都不過是極

權政府獨裁者的一貫作為，

換誰也差不多。 

 那江澤民到底有多惡？

我也一直說不清，直到 一日

朋友聚會，話題轉到法輪功，

本來輕鬆的氣氛，一下子激

烈了起來，這不對，那不該，

難聽的話一個接一個，甚至

說出“我要是江澤民，也要

鎮壓法輪功”。更絕的是，痛

痛快快地指責完以後，對於

那些同情法輪功的辯白，卻

顯示出極大的不耐煩，號稱

不感興趣 。“發展是硬道

理，穩定大局才最重要”，然

後打斷對方的話頭，帶著勝

利者的喜悅，各自談論起如

何發財去了。  這是一個在

普普通通的地方，發生的普

普通通的故事。就是從這樣

尋常百姓的尋常故事裏，卻

讓我看到了“江澤民到底有

多惡”這個問題的真正答案。  

 為甚麼這些人可以做出

“甚麼都知道”的樣子，“理

直氣壯”不負責任地對法輪

功漫罵譴責﹐不屑一顧﹖  

 江澤民到底有多惡？他

在人們心中種下的仇恨有多

大，他就有多惡﹗ 

 還有一個我聽到的故

事。一位年輕的母親帶著9歲

和3歲的孩子到朋友家作客，

偶然提及她煉法輪功，這輕

描淡寫的一句話，對於朋友

的那位來美探親的媽媽，不

止一個晴天霹靂，“法輪

功！你是我見到的第一個煉

法輪功的。你會不會殺人？”

“前兩天中央電視臺還剛播

出你們殺人，一個煉法輪功

的投毒殺了十幾個人”。 老

人突如其來的恐慌反把那位

年輕母親驚呆了，這位年輕

母親並不擅長於去為自己辯

護，一時間好像房間裏的空

氣都凝固了。過了半晌，她只

怯生生地說出了這麼一句

話，“阿姨，你看我像殺人犯

嗎？”聽到這兒，我難過得流

下了眼淚。“你看我像殺人

犯嗎？”嗚呼！是誰，又是憑

甚麼，逼得一位溫柔善良的

年輕母親要在眾人面前，要

當着自己孩子的面，去說出

這樣委屈、這樣揪心、這樣侮

辱自尊的話？！  

 另一個發生在小學生身

上的事更讓人絕望。在大陸

某地，一位老人在散發法輪

功真相傳單，被一個小學生

看到，對著老奶奶大罵“邪

教徒，離我遠些”。天地蒼生

啊，一個幼稚的心靈如此對

待一位老人，我們的心不在

流血嗎？小孩子都不放過，

這是何等的仇恨！這種仇恨

如何才能消彌？  

 歷史上任何一個暴君，

都沒有江澤民操控如此廣泛

的媒體系統，中共的報紙、電

視、電臺、互聯網，覆蓋全球。

江澤民誹謗法輪功的謊言可

以在幾乎同步的時間裏傳遍

全世界。天安門自焚騙局，傅

怡彬京城血案，浙

江 投 毒

乞丐被

殺 案，

中 國 大 陸

看 到了，美

國看到 了，甚至臺灣

都看到 了；  

 歷 史上任何

一個獨裁者，都沒有江澤民

擁有這樣龐大的黨、政、軍、

警、特務、外交以及工會、學

聯、婦聯、政協、科協、受控

的民主黨派和宗教協會等等

各種各樣從上到下的嚴密組

織，來對一個平和團體進行

無情無期的打壓、監控和迫

害；  

 江澤民種植仇恨靠的就

是謊言。  

 江澤民維持仇恨靠的就

是掩蓋。  

 掩蓋靠的是阻止法輪功

講真相。  

 有一天，兒子

不小心把一杯果

汁灑到了地毯上，

媽媽費了很大勁兒

才清洗乾淨，但是，再怎麼洗

也已經沒法恢復原樣了。我

想到了這場對真善忍的迫

害，江澤民用謊言把人們的

頭腦污染了，種下了觸及靈

魂般的仇恨，要清洗起來將

是多麼艱巨，多麼漫長的任

務啊！也許需要整整一代

人，甚至幾代人的努力！這

不是一般的仇恨，是對真善

忍的仇恨，是對人本性的仇

恨！  

 清洗、消除仇恨的辦法

只有一個，就是讓人們知道

真相。 欣聞正義人士通過電

視向中國大陸人民講法輪功

真相﹐我看到了希望。  

 瑞 典 俄 斯 特 朗 報

（stran），2003年 8月 11日星

期一，以大篇幅刊登了一篇為

“法輪功幫助你成為更好的

人”的報導。  

 文章敘述，真善忍是法

輪功學員的基本原則。週六

（8月9日），法輪功學員在陽

光 沐 浴 下 的 卡 爾 瑪 市

（Kalmar）公園用音樂、歌聲

以及講演等形式慶祝法輪

功在本市的五週年紀念日。

儘管法輪功是一個和平功

法，強調以善待人，然而法

輪功學員卻在中國遭受迫

害。  

 文章提及，尤秀華（音

譯）在斯德哥爾摩已經居住了

13年，今日特地前來慶祝五週

年的紀念日並訪問他的朋友。

她對記者說：“我的脊背曾

經疼得使我走路不能超過十

五分鐘。醫生說他們唯一能做

的就是做手術，但我會面臨變

成殘廢的危險。當我煉了六個

月的法輪功後，我痊癒了。”  

 文章稱，尤秀華來自中

國第三大城市天津，她的丈夫

在瑞典找到工作後，她來到瑞

典。尤秀華的故事並非個別。  

 媒體報導，許多開始煉

法輪功的人就是因為曾經受

病魔纏身才開始煉的。住在卡

爾瑪市的宮妮爾．愛德隆德

（Gunnel Edlund）是其中的一

位，她從 1998 年開始煉法輪

功。每個星期日，無論春夏秋

冬，她與其他一些人聚集在市

公園煉法輪功。  

 宮妮爾說：“我感覺我

煉法輪功後變得很少急躁。這

個功法不僅是打坐煉功，而且

還要使自己變成一個更好的

人。”  

 文章介紹，安妮莉．古斯

達夫森（Anneli Gustafsson）

站在大草坪中央，講她為甚麼

選擇了法輪功。“我變得更加

寬容了，此時，我就站在這裏

耐心地等著我的兒子放開麥

克風線。” 安妮莉看上去很有

耐心。這個功法給人的感覺是

一個無害的功法。  

 文章強調，然而，中國卻

不是這樣看法輪功，在中國，

煉法輪功的人被迫害、受折

磨。法輪功學員認為這是因為

煉法輪功的人數多而被中國

領導人看成是一種威脅。  

尤秀華說：“這是為了權

力。那個國家主席江澤民懼

怕自己會失去權位。多年

來，中國人民被控制著言

行。”“我和其他一些在瑞

典的中國人都被列在中國

使館的黑名單上，我們不能

得到回中國的簽證。”  

 介紹法輪功  

* 法輪功，亦稱法輪大法，是

一種氣功。 

* 煉功者通過“修煉”來提高

心性——內心的道德 

* 該功法中有五套簡單的動

作 

* 法輪功是一種面向社會、獨

立於政治和宗教的功法 

* 法輪功最主要的原則是真、

善、忍。  

 同 日 瑞 典 卡 爾 瑪 報

（Kalmar Barometern）也報導

了這次活動。 

瑞典俄斯特朗報： 

法輪功幫助你成為更好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