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杀一儆百 中央 610 加强妖魔化宣传 为屠杀造舆论 

近日在江泽民的授意下，全国性恐怖组织中央 610 发出
邪恶指令，指使各地从 5 月 12 日开始到 5 月底动用全国各地
的舆论工具，对法轮功进行新一轮迫害；强迫全国各地的工厂、
机关、学校、部队等单位和部门强行观看与收听 610 伪造的
诬陷法轮功的录像、录音和报刊，妄图以此为屠杀做舆论准备
——强迫人民接受 610 对法轮功的妖魔化宣传。希望您在面
对江泽民的罪恶谎言时，能够明辨是非，善恶分明。 

 

抚顺法轮功学员邹桂荣被虐杀于吴家堡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5月8日报道── 辽宁消息，抚顺市法轮功

学员邹桂荣因不放弃法轮大法信仰，在两年的时间里先后被转押 6

处监禁，屡遭酷刑折磨，于2002年4月初被虐杀于吴家堡教养院。 

明慧网有 25 篇文章报导她两年来被迫害的事实 
36 岁的邹桂荣是新宾县公路段女职工，是一位坚定的法轮大法

弟子。1999 年邹桂荣因进京上访而被送劳教，先后被抚顺市教养院、
马三家教养院、张士教养院、沈新教养院以及沈阳大北监狱地下监
管医院等六地非法关押。2001 年 8 月，邹桂荣被迫害性灌食导致胸
痛，心电图出现异常，劳教所不得不允许家人将她接回。但不久，
新宾县政法委书记宋俊林指使警察再次闯入邹桂荣家，将她强行带
走，秘密送入抚顺市吴家堡教养院。 
在马三家劳教所
被强制“自杀” 

邹桂荣生前曾两次
投书明慧网，她在《我
在马三家教养院的遭
遇》一文中，详述被残
酷毒打、电棍电、体罚、人身侮辱、不让睡觉和吃饭等受折磨的经
历。2000 年 11 月 13 日，她被狱警邱萍指使六七个犯人连续毒打三
个小时以上，小便被打得失禁，面部青肿，一只眼睛肿成一条缝；
2000 年10 月17 日，她因指出马三家教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
被狱警张秀荣箍住脖子说：“我今天就迫害迫害你。”张还从办公
桌里翻出一个刀片，逼邹桂荣割脉自杀。 

在监管医院被迫害性灌食 
在大北监狱地下监管医院，邹桂荣绝食抗议劳教所对她的迫害，遭

到残酷灌食，她描述当时的情形为“两个男犯一边一个死死的按着我的
双臂，后脑勺被重重的顶着墙，继续给我灌食，插了十几次还是没有插
进去，又叫我从嘴里吐出来了，气得男犯扯住我的头发使劲往墙上撞。
医院里一个护士朱姓老太太上前扇了我两个耳光，并用脚踹我的腿，咬
牙切齿地对我说：‘我今天非得给你灌进去不可。我这法西斯就对付你
这刘胡兰。’当时我被插了三十多次管，历经两个小时的折磨。” 

被虐杀于吴家堡 
明慧网 2002 年 1 月 30 日消息中，吴家堡劳教所与抚顺市第二

人民医院开办了一个迫害大法弟子的残害所，邹桂荣在那里几乎每
天被强行输液、灌食，狱警刘保才用鞋踩在邹的脸上，用毛巾使劲
捂住邹的嘴，一护士把半寸粗管上的血擦了擦，又扎进邹的鼻子里，
刘保才说：“隔一会儿灌一次，就让她在床上大小便，谁也不许管。”
知情人透露，邹桂荣生前在吴家堡教养院已被虐待致大小便失禁。 

最新消息证实，邹桂荣于今年 4 月初被迫害致死。 

2002年5月8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
放了一件凶手赵合杀死警察戴国生的事，妄图
给法轮大法栽赃谄害。但这件所谓的杀人案却
暴露严重破绽：赵合炼法轮功吗？ 

在采访赵合的时候，只是问了他什么时候
学的法轮功，在哪儿学的，书是从哪儿买的等
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而对他杀人的事却只字未
提，这似乎给人一种移花接木，把两组不相干
的镜头拼在一起形成一件事的感觉。赵合杀没
杀人，及杀人的动机，都没有陈述。想必大家
对那“傅氏杀亲案”中伪造出来的血淋淋的杀
人现场记忆犹新吧，而这次没有最能证实死者
被击打而死的镜头，难道死者一死便被“不查
身源，直接火化”？这又不由得不怀疑。 

据知情人讲，

这件事情发生在

三月末，一个多月

后中央台才播出，

这期间全县人民

早已家喻户晓，并且都知道赵合不是法轮功

学员，赵合的妻子秦凤珍才炼法轮功，电视里

却说赵合是炼功的。 

阳春三月，正是春耕农忙时节，北方近几

年连续干旱，能引点水浇地很不容易，误了农

时就会影响一年的收获。出事这天，赵合同妻

子秦凤珍正在自家地里浇地，警察戴国生带人

去地里抓秦凤珍，要送“洗脑班”迫害秦凤珍。

过去已抓进去几次，都是几个月后罚款放出，此时农忙

又要抓人，赵合及秦凤珍就再三请求再宽限两日等浇完

地再去。可戴国生不顾百姓生计，不但不听还骂骂咧咧，

强行把秦凤珍架至警车里。这时赵合忍无可忍，举起浇

地时正在使用的铁锹向戴国生打去。 

此事发生在浇地现场，并非发生在赵合家院内，为

什么把事情发生的地点也篡改了？把赵合的身份也改

成了炼功人？这目的不是明摆着吗，栽赃陷害法轮功。

当时中央电视台进行了采访，却迟迟不播，全县人民拭

目以待天天关注《焦点访谈》，看看所谓的“最真实的

栏目”是如何报导此事的。经过这一个月的制假，竟炮

制了一个让百姓无法接受的假新闻。假新闻封不住全县

人民的嘴，蒙骗不了世人。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让人们切身感受到了所谓的焦点访谈实在是焦点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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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杀人放火一边栽赃陷害 
这就是江XX镇压法轮功的法西斯手段 

江泽民为何不断的栽赃法轮功“杀人，自杀”，请看副刊：中共八十年党史就是一部血腥栽赃史 



善恶有报启示录：破坏大法遭天谴 湖南郑“先锋”暴死北京城 
原湖南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副主任郑培民（58 岁），是江

氏政治流氓集团在湖南迫害法轮大法及大法弟子的急先锋，于
今年 3 月 11 日暴死在北京城。 

郑培民，原湖南省委副书记、湖南省副省长、省人大副主
任、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校长，是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在湖南迫害
法轮大法及大法弟子的急先锋。99 年 7.22 后，郑紧跟江邪恶，
亲自指挥邪恶之徒用搅拌机捣毁大法书籍和资料，并叫嚣“我
们与法轮功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次全国人大会
上，估计很可能是郑不知悔改，不为民说话，却继续诋毁法轮

功，结果于 3 月 11 日暴死在北京，追随其它邪恶之徒下了无
生之门。郑 58 岁且外表上健壮如牛，但破坏大法天理不容，
做恶者必遭报应。郑先锋的暴死，有力震慑了江氏政治流氓集
团和大会代表。当时消息被封锁，直到大会结束，16 日各代
表团返回后才在湖南报道。 

据一位人大代表在小组发言中透露，平均每天有 1.3 名警
察死于非命，大部分都是由于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造成的。 

在法轮功问题的大是大非面前，那必将是：善有善报，恶
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末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切记！！！ 

   
在近三年的抓人，打人，劳教，判刑等邪恶迫害中，

是什么让法轮功学员始终如一的以大善大忍的胸怀，面
对这个控制着庞大国家机器的流氓政权呢？是什么原因
让我们冒着被迫害至死的危险告诉您法轮功真相呢？那
就是人类返本归真之路，宇宙的真理——“佛法” 

2000 年 6 月，在专为迫害法轮功而新成立的北京市劳教

人员调遣处里。那天我们第一批被送到这里的法轮功学员被

叫到小院里“军训”。“军训”的间隙，警察让一个学员起头

唱一个劳教人员改造歌曲。 

这个学员开口便背道：“《论语》：‘佛

法’……”警察疯了似地尖叫，将她扭到办公室

里一阵乱骂之后，强迫她脸冲墙壁蹲在小院里。

那位女学员刚往那儿一蹲，一直是晴空万里的天

突然之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 

警察慌了神，急忙将我们带回监室，喝令我

们坐下，好继续去折磨背《论语》的学员。 

我们没有坐下。从那位学员被弄到办公室起

我就在流泪，在痛悔自己的懦弱，痛悔没有跟她一起背；而

《论语》也从那时起就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回荡、盘旋回

荡，强度越来越强，这个时候终于以山洪暴发般的气势从我

的口里一冲而出，一泻千里：“‘佛法’是最精深的，他是世

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常的科学。……” 

我听不出来是我一个人先开始的还是同班的其他六名学

员与我同时从心底、从生命的最深处发出了最强劲、最坚定

的呐喊，发出了我们生命的最强音！七个声音化作了一个声音，

我们忘我地背着，将整个生命都溶入到了这部伟大的佛法里。

在那个伟大神圣的庄严时刻，伟大神圣的佛法第一次在堪称当

今人间最黑暗的法西斯式集中营中响起。七个人的声音、七个

人的生命汇作一股浩然正气，冲破了黑暗，冲破了霄汉，冲破

了层层天宇，刹那间令邪魔魂飞魄散、灰飞烟灭…… 

这是调遣处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事件”，警察吓坏了，全

数跑了过来，用他们最大的嗓门哀号道：“闭嘴！……” 

在它们疯狂的叫喊中，我觉得肉体消失了，意志化作了

一尊金刚不破的巨神，带着金刚不破、排山倒海的勇气和坚

定，心无旁鹜、坚定不移、压倒一切地继续背了下去。 

警察拿来了电棍。它们刚刚走到监室门口，一阵狂风将挂在

门上的写着“四班”的牌子“啪”地一声打掉，砸到了它们头上。 

我被带到办公室。手持电棍的警察阴沉着脸问今天的事

是不是我带头，说是要追究责任。 

在整个背诵《论语》的过程中，我一直都在流泪。那一

种生命最深处的神圣、壮丽和感动无法言说，我感到了将整

个生命毫无保留地溶于法中的殊胜、庄严和辉煌，也第一次

知道了什么是“惊天地，泣鬼神”，就是这种冲破一切邪恶压

力令石破令天惊的伟大决心和壮举。我止不住自己的泪水。 

我缓缓地对问话的警察说，其实我们都想背，但她真想

找个“领头”的就算我领头好了；我跟她说我很佩服“六四”

时接到开枪命令后将枪扔了开小差的士兵，我劝她将手“高

高举起，轻轻放下”，不要做迫害好人的帮凶…… 

这时候，狂风突然歇息了，又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仿佛天公也在流泪。 

一向凶狠、动不动就拿电棍捅人的警察听完我的话，半晌无言，

好一阵才说：你回去吧。这样一件“大事”就这样结了尾。 

（以下是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中的第一篇文章——《论语》） 

论 语 
“佛法”是最精深的，他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常

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
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划
的框框里爬行。 

那么“佛法”到底是什么呢？是宗教吗？是哲学吗？这只是
“现代化了的佛教学者”的认识。他们只是在学理论，把他们当
做哲学范畴的东西在批判着学和所谓的研究。其实“佛法”不只
是经书中的那一点，那只是“佛法”初级层次的法。“佛法”是从
粒子、分子到宇宙，从更小至更大，一切奥秘的洞见，无所不包，
无所遗漏。他是宇宙特性“真、善、忍”在不同层次的不同的论
述，也就是道家所说的“道”，佛家所说的“法”。 

目前人类的科学再发达，也只是宇宙奥秘的局部。当我们一
提到“佛法”中具体现象时，就会有人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
科学很发达了，宇宙飞船都飞到其它星球上去了，还讲这些旧的
迷信”。说白了电脑再发达也无法和人脑相比，而人脑在当前依然
是研究不透的谜。宇宙飞船飞得再高，也没飞出我们人类所存在
的这个物质空间去。现代人类的知识，所能了解的只是极浅的一
点点而已，离真正认识宇宙的真象，相差甚远。有些人甚至不敢
正视，不敢触及，不敢承认客观存在现象的事实，是因为这些人
太保守，不愿改变传统的观念去思维。要完全揭开宇宙、时空、
人体之谜唯有“佛法”，他能区分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破除一
切谬见，而予以正见。 

现在人类科学的指导思想对于它的发展研究，只能局限在物
质世界之内，当一种事物被认识了才去研究它，走这样一条路。
而在我们这个空间中摸不着看不到的，但客观上存在的，而又能
反映到我们的这物质空间来的现象，实实在在的表现，却不敢去
触及，视为不明现象。固执的人硬是无根据而找理由说成是自然
现象，另有用意的人违心地一概扣上迷信的大帽子，少于追求的
人以科学不发达而避之。如果人类能重新认识一下自己和宇宙，
改变一下僵化了的观念，人类就会有一个飞跃。“佛法”可以为人
类洞彻无量无际的世界。千古以来能够把人类、物质存在的各个
空间、生命及整个宇宙圆满说清的唯有 “佛法”。 

李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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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是建立在谎

言的基础上，而且邪恶的江 XX 所控制的

XX党有着那样一部让人触目惊心的“血腥

栽赃史”。看过本文之后，希望您能对江

XX为什么要栽赃“真、善、忍”有点启发。 

本文推荐者“博士”按：本人是“党外
人士”，也不是“法轮功习练者。”可能是去
年 5 月，博讯网发表了“顾历史”顾老先生
的文章被我读到，那篇文章在结尾时写道：
“中共栽赃民主党的手段可能有造谣民主党
阴谋暴动；栽赃下岗工人和农民的手段可能
是造谣农民与下岗工人闹事；中共栽赃军中
异议分子的手段可能说军人暴动与暗杀；中
共栽赃法轮功的手段可能还是污蔑造谣法轮
功杀人与自杀，或者象天安门焚人案件那样，
由江泽民授意制造杀人与自杀案件，再栽赃
到法轮功身上。” 昨日忽闻新华社又发“杀
妻案”，知道中共擅长栽赃的行为模式已被顾
老先生言中。至于顾老先生列举的历史例子，
烦请有兴趣的朋友自己找资料研讨。今天谈
的主要是“栽赃”这个话题。 

有些人总是看不透，每次新华社抛出一
个瞎话都有老实人犯嘀咕：这回说的是不是
真的啊？那就请耐心看完下文全文。其中有
些事不一定是你原来就知道的。知道了有好
处，整体上明白了就都明白了，天花乱坠的

细节再也唬不住你，以后免得被人骗来骗去。 
博讯网 2001 年 5 月 20 日消息- 再有二个多月，就是中

共建党八十周年。经过八十年，人民完全看清了中共是一个对
人民敲骨吸髓的邪恶政党，中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教。中共
这样一个邪教政党，居然能从一个被欧洲和世界抛弃的垃圾却
在中国落地生根，并在中国蹂躏屠杀中国人民达八十年之久，
其原因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和现象，
可能大家注意到了，但是没有系统化，理论化，就是中共是靠
栽赃起家和发展起来的。顾历史先生总结了极权共产党栽赃的
本性，揭示了栽赃对手与异己是中共的必然之举。例证如下： 

1、总书记叛党案。中共历史上早期的总书记没有几个不
被共产党自己批判的，原因就是共产党内部争斗激烈，往往拼
的你死我活，尸横遍地。连中共发起人，其第一任总书记陈独
秀都被开除出党，可见中共内斗之血腥。中共下台者往往都被
新上台者栽赃一个反党、叛党的大帽子。可以说，栽赃术是中
共的天生之术。当时因为中共还没有掌握什么社会力量，栽赃
对手力不从心，所以，栽赃往往在中共内部自己人身上展开。 

2、苏区肃反案。 

3、北上抗日案。中共分裂国土，在全国占领了几块地方，
建国“苏维埃”，提出“保卫苏联”，公开做苏联的殖民地，
成了公开的汉奸。当时国民政府全力剿匪，打的中共四处逃窜，
几股中共武装东藏西躲。中共第一方面军先是逃到湖南，意图
与贺龙会师，不成，又逃到云贵，再到西康，最后听说陕西还
有共产党，就投奔而去。中共长征实际上是长窜，哪是什么北

上抗日。这是栽赃当
时国民政府的一个
大帽子。 

4、西路军覆灭

案。中共到陕西后，以四方面军力量最强，人枪数倍于一、二
方面军，其统帅是中共发起人，资历高于毛泽东的张国焘。不
除四方面军，毛泽东就不能消灭张国焘，于是毛泽东定下一条
毒计，就是让四方面军西征，企图达到两个目的：（一），如西
路军成功，则与苏联通道被打通，而西路军则必被严重削弱；
（二），西路军被回教马家军彻底消灭。历史成就了毛泽东的
第二个阴谋。西路军失败后，张国焘与毛泽东争权的资本就没
有了。毛泽东的毒辣还在于：彻底地打垮了对手张国焘，废弃
了非嫡系的军事天才徐向前，却又把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栽赃到
陈昌浩头上。 

5、刘志丹反党案。 
6、抗日战争案。在中共的教科书上，是中共领导了中国

人民战胜了日本法西斯，而蒋介石只会搞摩擦，还与日本人不
明不白。其实，抗战开始时，中共二、三万疲惫之师，偏安于
西北一隅，怎么成了抗战的主力与领导者？抗战时，国民政府
军在正面战场浴血奋战，才粉碎了日军灭亡中国的企图。在松
沪会战，在忻口，在中条山，在台儿庄，在南浔战场，在万家
岭，在田家镇，在宜昌，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在昆仑关，在印
缅战场，在空中，国军战士浩然之气青天可鉴。八年抗战，国
军与日军大小会战二十余次，较大战斗近五万次，付出近 500
万将士的鲜血，毙伤俘日军近 200 万。中国的四强地位与联
合国常任理事国是国军打出来的，是蒋介石领导的。抗战胜利
后，万人空巷欢迎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军就是明证。共产党八路
军、新四军也奋起抗击日军，牵制了日军，配合了正面战场歼
敌，但不是抗战的主力和领导者。抗战的以时间换空间谋略也
不是毛泽东教给蒋介石的。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篡改历史，把抗
战之功归于己，而且栽赃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军不抗日，还与日
军勾结。结果造成战后日本有人不承认日军是被中国打败的，
国际上也开始贬低中国抗战地位，忽略中国抗战史，这全是因
为中共争功栽赃的缘故。 

7、抗美援朝案。中共曾欺骗老百姓，美帝国主义侵略台
湾、朝鲜，要保家卫国，派出百万大军到朝鲜去给金家王朝当
炮灰。朝鲜战争实际上是金日成在毛泽东、斯大林的授意下挑
起的，美国只不过是执行联合国决议，把金家军队赶回北方。
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时，美军还没有越过三八线，美军也没有
派兵去侵略作为盟友的蒋介石的台湾。中国人直到现在还受共
产党的欺骗。我中国百万儿女血撒高丽半岛，滴滴成了金家父
子饭桌上的“可口可乐”。到现在，朝鲜人民在极权压迫之下
已到了人吃人的饥荒状态，这全是拜中共国际主义之赐。待朝
鲜与韩国统一，人民知道韩战真情后，还不把志愿军抛骨鞭
尸？可怜我百万志愿军将士啊，生前成了中共栽赃联合国军的
牺牲品，死后尸骨还会因中共之故不得安宁！ 

8、文化革命案。这是人人皆知的中共内部栽赃案。中共
取得政权后，内斗空前激烈，栽赃案层出不穷。高岗、彭德怀、
吴晗、彭真、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等，都被栽赃，除
邓小平等少数人外，许多人含冤而死，还包括许多无辜百姓。 

9、批林批孔案。中共在批林批孔案中，不但军事天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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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被说成不会打仗，连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也成了中共批判对
象。许多栽赃事例就栽赃到林彪头上，中共甚至还杜撰许多历
史典故，栽赃孔老夫子。 

10、精神污染案。这是中共栽赃知识分子的一个冤案。 
11、六四暴乱案。六四事件，是中国广大青年学生爱国、

民主、正义的行为，然而，却被中共栽赃成反革命暴乱，遭到
血腥镇压。中共所举的中共称谓的“暴徒”们的“暴行”，都
是中共栽赃的产物。那个被烧死在立交桥下的崔姓人，有人说
他是用细钢丝杀人为军队开路时，最后暴行暴露，被人民杀死，
也可能被中共便衣灭口，而后嫁祸学生。所谓的焚烧军车事件，
是中共自己把车掀翻或点着，派便衣参与诱惑别人，拍成录像，
栽赃学生与北京市民。 

12、天安门焚人案。江泽民一意孤行，挟持中共血腥镇压
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奉行真、善、忍，在中共严厉的镇压下坚
持自己的信仰。江泽民只好把中共的看家本领拿出来，制造一
出栽赃戏，欺骗百姓，为加大力度镇压法轮功造借口。法轮功
书上明明写着炼功人不能杀生、自杀算罪。自焚的人不是在与
法轮功对着干吗？去自焚的人怎么能是法轮功学员呢？自焚
的人只能是中共收买欺骗的百姓和中共特务本身。那么天安门
自焚案实际上不是自焚案，而是江泽民焚人案，江泽民是焚人
案的元凶。何况，天安门焚人案有那么多的漏洞与破绽，每一
个破绽都说明这是中共制造的又一起栽赃案。 

13、芳林爆炸案。江西芳林小学用小学生生产爆竹，结果
引起爆炸。这一炸，江泽民的面子难保，江泽民的亲信陈至立
的教育部长的位置难保。为了掩盖事实，结果把爆炸案栽赃到
疯子身上，还逼迫深浮众望的朱镕基出来撒谎。由于爆炸时中
共封锁现场不及时，国内外新闻大量地报道了爆炸案实情，中
共后来只好让朱出来道歉。中共这一起栽赃案无功而返。 

14、某某某某案。中共乃是一邪教政党，处处与正义为敌。

中共出于自己的邪教本性，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打击对
手与异己，将来还可能制造一些轰动的栽赃案件。中共将来可
能的栽赃对象是民主党、下岗工人、农民、军中异议分子、法
轮功。中共栽赃民主党的手段可能有造谣民主党阴谋暴动，栽
赃下岗工人和农民的手段可能是造谣农民与下岗工人闹事。中
共栽赃军中异议分子的手段可能说军人暴动与暗杀。中共栽赃
法轮功的手段可能还是污蔑造谣法轮功杀人与自杀，或者象天
安门焚人案件那样，由江泽民授意制造杀人与自杀案件，再栽
赃到法轮功身上。 

庆父不死，鲁难不已。共党执政，栽赃无期。 
写于中共建党八十周年前期，于哥本哈根（选稿时有删节） 
 
后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 2002 年 5 月份出版

的新书《北美巡回讲法》中有这样的话：“是邪恶之首提出
来“共产党要战胜法轮功”。共产党为什么要战胜法
轮功啊？全世界的人都觉得奇怪，共产党掌握着一切
中国军队、警察和政府，要战胜在其领导下的一帮
子手无寸铁只为做好人的民众干啥呀？没有理智嘛！
其实啊，大法洪传的时候，人心都在向善，社会稳定，
谁受益？谁在当政？这不是没有理智吗？我们对政
权也不感兴趣。其实迫害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个
常委所有的家属都在炼法轮功，七个常委都看了书。
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他们完全清楚。在政治斗争中
养成的妒嫉心，养成的人与人之间互相整人的这套东
西，使其失去了理智，什么都容忍不了。心眼小得
不行，欲望大得不行，胆子小得不行，妒嫉心大得不
行。治国的事一窍不通，干正事的能力不如一个地
方单位的小科长。失去理智时与魔鬼没什么两样，
元神又是个蛤蟆。这人难找啊！人间一台戏，这个
演员上哪找去啊？在历史上选了好长时间才找到呢！
（鼓掌）旧势力不愿意叫其马上下地狱，它们说是因
为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家伙了。” 

评新华社和 CCTV 炒作杀女案构陷法轮功 
新华社于五月十二日抛出精神病人掐死九岁女儿的案例大加渲

染。正如北京傅某杀妻杀母是精神病发作一样，这次杀人案同样是

新华社对法轮功的恶意抹黑。 

法轮功教导人不能杀生，更不能杀人。关某为了所谓的“除魔”

而掐死亲生女儿，她说魔跑到女儿身上了，掐死女儿就能掐死魔，

——既然魔能跑到这个人身上，你掐它，它不能逃到另外一个人身

上吗？这么荒唐可笑的逻辑，说明关某当时完全是精神病发作。 

新华社说关某把人召集在她家看她除魔，她口称自己是师父，

让其它人全给她跪下。凡是读过《转法轮》的人都知道，法轮功只

有一个师父：李洪志老师，一个法轮功学员绝对不会称自己是师父

或者老师。关某的所作所为完全不符合法轮功的基本教导，她的疯

狂行为能让法轮功负责吗？世界各地每年有很多人因违规驾驶死于

车祸，难道能让制定交通法规的部门责任吗？ 

那么为什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中，关某的丈夫，被害女儿的

父亲，这样关键的人物没出现在观众面前？关某是否在其它方面有

精神异常的表现？要知道，法轮功十年前刚一传出时就一再强调，

精神病患者、家族中有精神病史的人不能修炼法轮功，因为法轮功

要明明白白地修，自己神智不清可不行。 

换个角度讲，在中国以外也有许多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在欧美

没有这类惨案？或许因为新华社对于法轮功的报道从来只充满了低

劣的谎言和无能的杜撰。但这恰恰符合“顾氏共产党栽赃定律”。 

众生由此觉醒，善恶从此分明 
在四川省女子监狱，有50余名法轮功学员。

监狱对这些法轮功学员实行24小时监控，不准

与任何人接触，强行参加长达十余小时的劳动。

学员随时都处在被打、被捆绳子、关禁闭、戴手

铐（戴手铐时不准吃饭、大小便）开批斗会等威

胁之中，遭受非人的折磨。由于高压迫害，一些

学员曾被迫所谓的“转化”，目前逐渐地清醒，

明白过来，重新投入了正法的行列中，坚持自己

的信仰，即便戴手铐、关禁闭，也仍坚持学法炼

功，拒穿囚衣。这样超常的坚定意志、正义的行

为，使一些不了解法轮功真实情况的人为之震

动。一名囚犯主动告诉我们，自己曾因杀人罪判

处死缓。当时在资中的办案人员吴某告诉她：“你

没钱，长得不漂亮，家庭又没背景，你配合我们

说是炼法轮功后，神志不清时杀的人，把像录了，

名字签了，盖个手印，就可以给你判几年，否则

死定了。”由于这个囚犯知道法轮功好，不愿意这

样做，告诉他：“我没有炼什么功，也没有学什么

法，也没有癫，我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杀的人，

我杀的是坏人，为民除害，该怎么判我都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