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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反迫害引共鸣 更多人成真相传播者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超过22年，不但没
有成功，反而让全球更多的民众看到中共本
质，加入到支持正义的行列，并成为真相传
播者。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人们不但通过
签名等方式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更有人成为
真相的传播者。

民运人士 ：向朋友推荐《九评》
“《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对我的影响非
常大，完全让我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所
以我非常推荐这本书，希望大家都去看，我
经常在网络上跟朋友推荐这本书。”
杨崇，“南方街头运动”维权人士，
2005年，他开始通过法轮功学员开发的翻墙
软件——自由门上网。了解法轮功真相，并
阅读了《九评共产党》以后，他就在网站上
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目前定居在渥太华的杨崇在接受大纪元
采访时说，“之前也知道共产党不对，但没
有系统的、很清晰的概念。看了《九评》以
后，对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有非常清楚、直白
的了解，从那以后感觉人完全的清醒过来
了。”
他认为，许多中国人之所以不敢听真
相，是因为对中共的恐惧。杨崇说，中共自
从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停止使用两个手段，

一个是洗脑，一个是暴力恐吓，对人进行思
想控制；这是它存在的基础，来维持它的黑
社会式的统治。他推荐中国人都来看《九评
共产党》。
杨崇80年代初、70年代末的时候就从中
共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看到其对妇女的迫
害，“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我也是从那个时
候看到中共残暴的统治方式”。
杨崇说，在历史上，中共对一个群体迫
害的时间最长，也是最严重的，就是对法轮
功的迫害，比之前的反右、三反五反等政治
运动都时间更长，更邪恶，一直到现在，都
没有停止。
杨崇表示，自己很佩服法轮功的和平
抗 争 。 他 说 ，“ 法 轮 功 学 员 多 年 的 持 之 以
恒，比其他群体，例如民运团体等影响力都
大。”他说：“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也是
这种信仰的力量，让杨崇也成为真相的传播
者。

明真相 前大学讲师三退后劝朋友也退
陈女士（Amma Chen）曾是东北一所高
校的讲师。三年多前移民加拿大，通过媒体
了解到真相后，不但自己退出了中共党团队
组织，还说服身边的朋友也退出。
她表示，中共不但迫害法轮功，对所有

老百姓都不放过。她说，现在中共对老百姓
的控制越来越严重。在大学里老师讲课都会
受到监控，尤其是历史和政治老师，在课堂
上的一言一行都会受到监控。不仅如此，政
府机关的各部门也是受到监控的。在大学
里，学生辅导员都必须是党员，这是硬性要
求，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
陈女士说，现在中共还禁止人们学英
语，不仅在上海，在全国都禁止。这让人有
种感觉，中国将回到闭关锁国的文革时期。
有人评论说，连上大学都要走又红又专的道
路。
8月22日下午，陈女士一家和友人在布
雷坦尼亚公园（Britannia Park）举办生日派
对。在他们和公园里讲真相办三退的法轮功
学员一番攀谈后，陈女士说服了身边的两个
朋友做了三退。
她说：“我的几个朋友都是信神的，我
就对他们说，共产党也是宗教，只有退出中
共，你才能去神的世界。”

卡尔顿大学学生 ：愿帮助法轮功学员征签
8月22日，德瑞克小姐（Annabelle
Drake）和弟弟艾里奥（Elio）一起来到布雷
坦尼亚公园的炼功点，学习法轮功动作。
德瑞克小姐在卡尔顿大学学习人文专

业。她非常喜欢古典文学和宗教，还喜欢读
孔子的著作。她说：“我喜欢精神层面的事
物以及打坐冥想等，其实这些都被现代人严
重低估了。而这些对人的健康非常重要。大
多数人都忽略了它，只顾投入到工作中。”
她说，在学习神通加持法时，“能感觉
到能量在我的身体里流动，真的是太美妙
了！”她表示非常欣赏法轮功“真善忍”的
价值观，她说，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诚实
守信、关心别人的人。
艾里奥说：“炼功的感觉真的很棒，我
喜欢。”他表示会开始报名免费的网上教功
班，学习法轮功。
谈到对法轮功的迫害，德瑞克说：“我
知道因为中共，中国发生了很多迫害，而且
一直在进行。”她认为，对于迫害，加拿大
主流社会给大众的信息量是不够的，“这场
迫害的真相应该天天上新闻，这是一件大
事。为数如此众多的人被剥夺生命，生活被
摧毁，这是多么不公平呀！我们应该将其作
为重大事件，谈论这些迫害。每个人的生命
都是可贵的。”
德瑞克说，我看到一些法轮功学员因为
语言障碍，给征签带来了一些困难。她表
示，愿意成为志愿者，帮助法轮功学员征
签。◎

中共为何制造“天安门自焚案”
今年7月20日，值法轮功学员反
迫害22周年。“追查国际（追查迫
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
8月23日对大纪元记者表示，中共
迫害法轮功持续22年至今，很大程
度上和20年前制造的“天安门自焚
案”有关。

中共为何制造“天安门自焚案”？
汪志远说，“天安门自焚事
件，发生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维持不
了、骑虎难下的时候。”
“江泽民动用了大量的国家资
源镇压法轮功。镇压持续了近一年
半，招来了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
普遍反对。”
“在迫害这么长时间后，法轮
功学员大善大忍，持续不断地去北
京上访，持续不断地讲清真相，引
起相当大的震撼。这令中共陷入困
境。”
中共当时面临怎样的困境？为
何要制造“自焚”这一世纪骗局？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为读者展开阐
述：

“1400”例谎言难以为继
1999年7月20日，中共下令迫
害法轮功的同时，操控媒体全面造
谣。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事先录制
的“1,400”例所谓练习法轮功者杀
人、自杀、精神失常等造假宣传。
全国媒体也一轰齐上，铺天盖地诋
毁法轮功。
然而，谎言无法掩盖事实。
比如：2000年，辽宁盘锦市电
视台曾报导“魏家杀母案”，以栽
赃法轮功。事实上，这位被杀的老
年人是以捡破烂为生的，其女儿在
海城游手好闲，打麻将，没钱了就
找母亲要，母亲没钱给她，她在晚
上将其母杀死。
后来，公安部门的人给其女出
主意：“你就说你炼法轮功，往法
轮功上一推没死罪。”魏家老百姓
都知道她不是炼法轮功的，但迫于
中共压力，只能背地议论。
又如：湖南省《郴州日报》作
者承认编造假新闻栽赃法轮功。
明慧网报导，2002年7月6日，
湖南省郴州市党报《郴州日报》晚
报版在新闻栏目《一周拾零》中发
表了一篇抹黑法轮功的署名文章。
作者彭卫在文章中叙述了资兴市滁
口镇林泉村石桥头组28岁的村妇庞
美清因所谓“痴迷法轮功”患病，
不肯进医院接受治疗，于6月上旬
病死家中的事件。新闻还有板有
眼地说庞自1996年底炼功后不思农
活、不带小孩。2000年3月，为了
“升天”还从楼上跳下来被摔成重
伤，云云。似乎确有其事。
新闻发表后，在社会上造成极
坏的影响。因此事受到牵连的滁口
镇政府在调查中发现，此事全系彭
卫捏造事实、编造的弥天大谎。彭
卫因此不得不在《郴州日报》上发

表声明检讨。《郴州日报》7月8日
的综合新闻栏目以“来函照登”为
题刊登了彭卫的信。原文如下：

来函照登
郴州日报社：
我在7月6日《郴州日报 ‧ 晚报
版》上发表的《痴迷“法轮功”丧
命》一文，系听死者一亲属片面叙
述写成的，文中庞美清并非炼法轮
功而死，我未经核实，不负责任地
将该事写成报导，给滁口镇造成了
不良影响，对此我深表歉意。
彭卫
随着海内外法轮功学员不断地
讲清“1,400例”是谎言以及其它法
轮功真相，越来越多的民众对中共
的迫害产生质疑。

法轮功学员持续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打横幅
原北京法轮功学员、现旅居澳
洲的赵玉敏，告诉大纪元，因为中
共迫害法轮功后上访无门、无处申
冤，她曾于1999年10月28日、2000
年2月4日、2000年6月25日、2000年
7月19日、2000年10月1日、2000年
10月6日，先后6次去天安门广场打
出“法轮大法好”“还法轮大法清
白”等横幅，表达心声。
赵玉敏，原北京服装销售商，
1999年1月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
受益，修炼法轮功后，月子里落
下的病好了，脾气也变好了。法
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
的佛家修炼大法，包括五套功法动
作，祛病健身效果神奇。
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
全国各地大批大法弟子陆续到北京
上访。赵玉敏一方面自己去上访，
另一方面义务接待了一千多名来京
上访的大法弟子，他们来自广州、
深圳、哈尔滨、长春……
她亲身见证了成百上千名法轮
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的壮举。她
说，“每次去天安门，要放下生死
（才能）去。”
2000年10月1日，赵玉敏在天安
门广场看到：“现场人很多，天灰
濛濛的。我们这边横幅打开后，广
场上其它角落的大法弟子也开始打
开横幅，大家高声喊着：法轮大法
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
白！”
警察随即开始了大规模逮捕。
明慧网报导，现场目击统计，至上
午九点半，已有二十五辆以上装满
大法弟子的大中型客车从天安门广
场开走，不知开往何处。据估计，
抓走的大法弟子超过千人。
赵玉敏说，2000年下半年，大
法弟子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达到高
峰；2000年7月中旬的一天，她个
人一次就主动义务接待了来自黑龙
江哈尔滨的学员四五十人；她接触
到的这些大法弟子来自社会各个阶
层，有的是大学老师，有的是税务
局干部，有的是政府官员，有的是

工人、农民。她个人估计，“天安
门自焚案”发生以前，每天可能有
一两千大法弟子到天安门广场表达
心声。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在上访
无 门 的 情 况 下 ，2000年 至2001年
间，大约有10万到15万法轮功学员
走上了北京天安门广场。
美国CNN电视报导说：“他们
一个接一个小组地出现，拿着横
幅、标志或口号……警察很快把抗
议者抓起来带走。但是不久在另一
个角落，另一群人又站了起来。”
面对法轮功学员以生命为代价
发出的呐喊，中共置若罔闻，血腥
迫害持续发生。

迫害致死案例不断传出
1999年7月22日，辽宁抚顺。法
轮大法义务辅导站站长武占瑞，被
迫害致死。
1999年10月7日，山东招远。法
轮功学员赵金华，被迫害致死。
2000年1月10日，北京。法轮功
学员刘志兰，被迫害致死。
2000年1月15日，北京。法轮功
学员张淑琪，被迫害致死。
2000年2月21日，山东潍坊。法
轮功学员陈子秀，被活活打死。
2000年3月30日，江苏淮安。法
轮功学员张正刚，被迫害致死。
2000年7月22日，福建平潭。法
轮功学员肖扬龙，被迫害致死。
2000年10月，山东潍坊。法轮
功学员玄成喜，被警察活活打死。
2000年12月20日，四川遂宁。
法轮功学员苏琼华，被警察踢下楼
而死。
……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至2001
年1月23日，即中共迫害后的1年半
内，至少173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
致死。

国际社会批评中共声浪不断
加拿大是世界第一个站出来谴
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府。
1999年7月23日，加拿大向中
共外交部递交抗议信。加拿大外交
官在信中指出，中国宪法保证其
12.3亿公民和平集会和言论自由的
权利，上星期对法轮功的取缔侵犯
了这些公民权，因为集会者非常平
和，并寻求言论自由。
1999年8月，澳大利亚在人权对
话中提出了法轮功问题。
1999年9月，美国国务院下属的
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发布了首个年
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批评中
共迫害法轮功。
1999年10月26日，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罗宾说，中国（中共）政府
10月25日拘禁更多的法轮功示威者
的行为显然侵犯了法轮功群众的人
权。
1999年11月18日，美国国会通
过218号决议案，要求中共停止迫

害法轮功。
1999年12月初，美国时任总统
克林顿批评中共镇压法轮功。
……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不断颁发
褒奖，表彰法轮功。

国际社会褒奖法轮功
1999年6月25日，法轮功创始人
李洪志先生接受美国伊州州长、财
长和芝加哥市长的褒奖。
伊州第39任州长乔治‧莱恩
（George Ryan）在褒奖中说，“作
为伊利诺伊州州长，我很荣幸地在
此正式表彰您传授法轮大法，为我
们国家乃至全世界所做出的巨大贡
献。”
芝加哥市第43任市长理查德 ‧
戴利（Richard M. Daley）在褒奖中
赞誉，“李大师的教导直接促进了
整个社会的进步。”
1999年8月9日，美国华盛顿特
区在褒奖中指出：法轮大法一切活
动的宗旨都是按照宇宙的根本特
性：“真、善、忍”。帮助人祛病
健身，帮助人心灵净化，帮助人道
德升华，帮助人弃恶从善。帮助人
类社会保存了优良的传统，诸如：
真诚、礼义、忠实、无私。
2000年11月30日，美国纽约市
议会褒奖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
生，法轮大法的新闻发布会在市政
广场举行。纽约市议会议员莱福勒
先生发表讲话指出，法轮功虽然在
中国遭到镇压，但法轮功的修炼者
都是好人，中国（中共）政府镇压
法轮功是错误的，法轮功修炼者不
顾生命和自由受到威胁而敢于坚持
信仰的勇气和坚韧是值得褒奖的。
……

法新社 ：中共因镇压法轮功失败而惊恐
2001年1月22日，法新社以“中
共因镇压法轮功失败而惊恐”为
题，报导中共承认无法阻止每天数
百法轮功成员在天安门广场和平抗
议。
报导提及，在18个月来的镇压
中，尽管法轮功学员遭受各式各样
的攻击，有5万人被拘留，但未屈

服于压力，而是变得更坚定。并提
及中共领导层对江泽民的镇压有很
大分歧，许多领导人表态反对镇
压。
报导援引香港中文大学的刘苏
凯（音译）教授的话：“江（泽
民）应为下令镇压负主要责任，镇
压运动毫无结果，江将政府逼入死
角。事后看来，镇压非常鲁莽和轻
率，尤其是在中国正努力在世界上
重塑形象的时候。江骑虎难下。这
涉及到它个人权力的问题。它担心
如果给他们一点呼吸的空间，它就
会被党内看做软弱，而无法保持最
高领导地位。”

中共制造“天安门自焚”案 以获得继续
镇压借口
美国资深人权记者、艾米奖
（Emmy award）获得者丹尼‧谢克
特（Danny Schechter）2001年2月22
日以“北京的这把火是自焚还是骗
局？”为题撰文表示，美联社驻中
国记者比阿特丽斯‧特平（Beatrice
Turpin）告诉他，去年（2000年）
中国新年来临时所发生的法轮功抗
议以及公安毒打法轮功学员的画面
引起很大轰动，今年（2001年）导
演一出中共自己的演出，这是符合
中共的典型思路的。
中共导演的这一骗局于2001年1
月23日中国黄历新年除夕日登场，
声称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
“自焚”。但此案被国际社会证实
漏洞百出，是中共嫁祸法轮功的世
纪骗局。其目的是煽动仇恨和维持
迫害。
“追查国际”主席汪志远表
示，制造天安门自焚案之前，“中
共和江泽民，当时处于极其尴尬的
境地。就在这个时候，‘天安门自
焚’事件发生了，而且是发生在除
夕夜中国人全家团聚的日子。此案
煽起民众的极大仇恨，在全国掀起
了对法轮功的文革式的大批判。”
“天安门自焚案，意在骗取民
意、获得（继续）镇压的借口。
法轮功学员遭到前所未有的残酷
迫害，迫害一直持续到现在。”他
说。◎（李辰）

引发三退大潮

到2021年8月31日截止
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

382,848,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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