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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西部城市多特蒙德一条
名叫施坦（Stein）的街道上，有
一个五层的建筑物，它在 1928 年
竣工时，是当地的一个警察局 ；然
而，5 年后的 1933 年，这里已不
仅仅是警局，还变成了一个秘密黑
监狱。从 1933 年到 1945 年这 12
年间，大量异议人士及犹太人被纳
粹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绑架到这
里，实施酷刑折磨。而类似的黑监
狱也遍布在当时德国的其它城市。

看过二战纪录片的朋友，可能
脑海中还会浮现出“盖世太保”审
讯异议人士的场面 ：在充满冰水的
浴缸中让囚犯反覆溺水、将电线连
接到手脚、耳朵和敏感部位上来进
行电击、用烧红的烙铁烫等等，手
段残忍，没有底线。

二战过后，德国人进行了反
思，在多特蒙德市建立了二战纪念
馆，名叫 Steinwache（施坦瓦赫）。
大批“盖世太保”分子因犯下的累
累罪行而受到公审，德国政府也全
面清除纳粹思想。国际社会作出了

“永不再犯”（Never Again）的承诺。
可谁又能想到，黑暗与罪恶并

没有终结，只是换了时间、地点与
人物。二战结束仅仅几十年后，类
似“盖世太保”的悲剧竟在中国大
陆再一次上演。

挂羊头卖狗肉的 
“法制教育基地”

2011 年 11 月 14 日，在黑龙江
省红兴隆管局 852 农场，31 岁的刘
让英女士独自在家和泥、抹房屋。
突然，家里闯入了几个“不速之
客”，他们分别是 1 分场派出所所
长卢江、警察田中兴以及一个随从
的保安。这三人强行给刘让英铐上
了手铐，还没等她换件衣服，就把
她劫持到了青龙山农场公安分局。

在青龙山农场公安分局的后
院，刘让英看到挂着的一牌子上写
着“法制教育基地”的字样。刘让
英顿时就明白了，这就是传说中的

“青龙山洗脑班”，一个专门用酷刑
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真、善、忍”
信仰的秘密黑窝。平时那里的大铁
门紧锁着，去的人只走小门。

刘让英刚被关进去，就被洗脑
人员用脚踢身体，同时，做洗脑转
化的人员给她灌歪理邪说，并逼迫
她写 “三书”，就是所谓的放弃修
炼的“保证书”、“悔过书”、和“揭
批书”。

刘让英为了抵制非法关押、强
制洗脑等迫害，便开始绝食。警察
金言鹏就把她拽到监控看不到的死
角里一阵拳打脚踢。随后，洗脑班
的主任房跃春带领下面的人，给刘
让英上“抻刑”，他们把她的双手
铐在两张床头，把两张床拉开，两
手抻直，两腿蹲着，站不起来坐不
下去，整整折磨了一个半小时，她
感到生不如死……

法轮功学员霍金平被绑架到
“青龙山洗脑班”后，遭到了惨绝人
寰的酷刑 ：他的头部被打肿了，脑
皮一按就是一个坑，他的耳朵也肿
的很大，整个脸以及浑身都青紫，
肋骨疼痛不敢喘气。两个月下来，
霍金平的体重只剩下七、八十斤，
奄奄一息……

“青龙山洗脑班”酷刑折磨法

轮功学员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
为了所谓的“转化”法轮功学员，
逼迫他们放弃对“真、善、忍”的 
信仰！

那么，究竟怎么
才算转化了呢？

被“青龙山洗脑班”残酷迫害
的法轮功学员蒋欣波女士说 ：“一
个是骂人，骂人本身，骂师父，骂
父亲……”

而被“湖北省法制教育中心”
（即“板桥洗脑班”）洗脑迫害的刘
柱珍女士说 ：“她们就要我天天骂
法轮功，骂大法师父，并说我不骂
就永远把我关在这个小屋子里，让
我子女都失去工作，株连九族，让
我亲人走到哪都受他们的控制。
我不能说其它的，只能骂人，一
开口就只能骂人，骂的越难听、
越下流、越带着仇恨，她们就越 
爱听……”

“四十五天后，我思想都扭曲
了，原来说话是轻言细语的，别人
骂我，我都不还口，也不爱发脾
气，现在开口就是骂人，带着满腔
的仇恨和暴力，看见谁就想骂，他
们说我学的好，不学真善忍了，骂
人骂的好，洗脑成功，可以回去
了”……

有朋友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
所谓的“法制教育基地”要挂着羊
头卖狗肉，做着明显违反法律的勾
当呢？

其实，这些机构都是当地“610
办公室”设立的。比如，“青龙山洗
脑班”就是黑龙江省农垦总局“610
办公室”秘密设立的，专门用于迫
害法轮功的，挂着“法制”的牌子
就是为了掩人耳目。

而“青龙山洗脑班”发生的一
切，只是全国 610 所犯罪恶的冰山
之一角。类似的洗脑班与秘密黑窝
遍布在全国各省市。

根据明慧网收集的有关洗脑班
的资料，截止 2019 年，可以知道
有所在地信息的洗脑班至少有 3640
个，而这些洗脑班对法轮功学员使
用了上百种酷刑，包括电棍、脚
镣、老虎凳、烧、烙、烫、暴晒、
冷冻、剥夺睡眠、灌毒、灌屎灌
尿、灌辣椒面等，注射破坏中枢神
经的药物、强奸、轮奸、打死、打
残、甚至活摘器官……

中国版
“盖世太保”——“610”

很多朋友并没有听说过 610。

事实上，它是在 1999 年 6 月 10 日
由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以私人意志
成立的一个秘密组织，它的成立并
未得到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人大的批
准，也没有条例正式介绍它的职
能。因成立于 6 月 10 日，所以叫
作“中央 610 小组”，下设“610 办
公室”。

这个中央 610 小组，听起来是
中央直属机构，但却挂出国务院的
招牌。然而，朱镕基、温家宝、李
克强连续三任中共国务院总理，都
从未在“中央 610 办公室“的正副专
职头目的任免令上签过字。也就是
说，中共内部都是否定 610 的合法
性的。

除了中央 610 之外，地方的
“610 办公室”也大都不敢挂牌。比
如，据明慧网报道，南昌市“610
办公室”副主任刘志斌的办公室就
藏在地下室，不但连牌子不敢挂，
网站上也根本找不到刘志斌这个
人，公安局也找不到这个人，中共
只是给了刘志斌这个“610 副主任”
的头衔，利诱并唆使刘志斌去迫害
法轮功。

尽管 610 从成立起就是非法
的，但是江泽民却赋予它凌驾于法
律之上的权力，成为一个从中央到
地方的特权体系，可以调动公、
检、法、司、安全部门等一切党政
资源，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监视、绑
架、起诉、非法审判等一切大小迫
害活动，像极了“盖世太保”。

2015 年 11 月 27 日，中国著名
律师、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赞宁
在为法轮功学员吴红卫做无罪辩护
时，在法庭上当庭指控 ： “真正在
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是江泽民。江
泽民才是真正的大罪犯！”法庭上
立即爆发鼓掌声。

张赞宁律师同时指出 ：“610
办公室作为一个党内机构，怎么
可以行使侦查权，甚至操控宪法
设立的权力机构——法院、检察
院、公安机关呢？” 张赞宁说 ：

“610 办公室”是江泽民为了迫害法
轮功而非法设立的组织，应该依法 
撤销。”

随着 610 所犯罪恶的不断曝
光，中共为掩人耳目，将 610 办
公室改名为“防范和处理 X 教问题
办公室”，简称“防范办”，后来
对外不断更换名字，也叫做“综治
办”、“维稳办”等。

面对国际上的谴责和制裁，
2018 年，中共将 610 的职责划归于
中央政法委员会、公安部，并对外
宣传“610 办公室被裁撤”。中共的

这一举措直接暴露了 610 的非法性
质，就是此前并没有归政法委或公
安部负责，而是一个法外的特权机
构 ；将“降级”刻意说成“裁撤”，
向外界释放“整治 610”的信号，凸
显出中共的作恶心虚。

事实上，610 并没有消停下来。
从 2020 年开始， 610 在全国范围内
针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了一个诡异的

“清零行动”，就是要通过迫害施
压，让所有的法轮功修炼者都放弃
修炼，以达到人数“清零”。在过
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大量法轮功学
员被绑架，有的被非法判刑，有的
被迫害致死……

“610”所犯罪行
对全体中国人有何影响？

那么，610 对法轮功所犯下的
罪恶对广大中国老百姓又有什么影
响呢？

事实上，由于 610 的触角早已
伸向了全国中共党政机关的几乎每
个角落，彻底败坏并摧毁了大陆的
司法。而这一切也早已波及到你、
我、他了。

从强制拆迁的受害者到烂尾楼
的业主，从河南乡镇银行受害储户
到注射疫苗患白血病的受害者，越
来越多的老百姓发现，维权日益艰
难，很多访民、维权律师被抓、
被打，甚至被送到洗脑班和精神 
病院。

徐州“铁链女”事件中，上百
亿点击量的“关注度”都没能帮助
李莹获得自由，而参与营救的很多
人或被封口、或遭到打压。唐山暴
力打人事件中，受害人及其家属被
集体消声，而施暴者却被曝出与中
共官方勾结，警匪一家。在武汉、
西安、上海以及全国各地，针对中
共病毒“清零”而发生的那些极端
又荒唐的对人权的侵犯，不正是针
对法轮功学员信仰“清零”的一种
延续吗？当越来越多的民众频频神
秘失踪的时候，人们已经开始怀疑
并担心，这些失踪的人是不是被中
共活摘器官了？……

而中共与 610 对普世价值“真
善忍”的打压，导致社会道德急剧
下滑，“假、恶、暴”盛行。当越
来越多的不公得不到合理解决的时
候，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
不再是安全的，每个人随时都可能
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结语
二战过后，纳粹“盖世太保”

被以国际社会以酷刑罪、群体灭绝
罪、反人类罪的罪名定罪。而中国
版“盖世太保”——“610”对法轮
功学员以及全体中国人所犯下的罪
行，比纳粹“盖世太保”有过之而
无不及。

可能有朋友要问了，610 这么
邪恶，它的背后又是中共整部流氓
机器为它背书，作为普通百姓，我
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其实，邪恶最害怕的就是被曝
光。我们能做的，至少可以将中共
与 610 的罪恶、以及相关的真相传
递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同学老师，
街坊邻居，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大家一起来谴责这场罪恶。当罪恶
曝光在阳光之下的时候，就是邪恶
解体的时候。Ⓞ

当“盖世太保”转生到中国
漫天黄沙已滚滚而来，

您还犹豫什么？

父亲的变化

“倒运汉”终有转运时

爱丽儿得法记

月圆明

奏响气势非凡的交响乐 
一种中国乐器功不可没

8 月 13 日，由全球退党服务
中 心 组 织 的“EndCCP（打 倒 中
共恶魔）”环美车游团队，圆满结
束 对 美 国 本 土 48 州 的 巡 游， 回
到出发地——纽约上州米德尔敦

（Middletown）。
这个车游团队 2021 年 6 月开始

组建，队员全部都是退党义工，路
费、油费、食宿费全部自掏腰包，
年龄最大的司机 75 岁。

2021 年 9 月， 这 支 车 队， 从
世界之都——美国纽约出发，开
始了它创下诸多历史纪录的环美 
之旅。

车队先后四次出行 ：两次横穿
美国东西部，一次巡游美国东北部
的新英格兰地区，一次纵贯美国南

北中心区，行经美国东南部地区，
历时 66 天，全程长达 23,000 英里

（37,014 多公里），完成了除夏威夷
和阿拉斯加之外的巡游美国本土 48
个州的目标。

车队的每一辆车上，都挂着
一条写有“EndCCP”字样的黄色
旗帜和一条美国国旗。车顶的展
板上写有 ：“中共病毒引发全球
瘟疫”，“拒绝中共 远离中共病
毒”，“中共 谎言与屠杀”，“中共
撒谎 人民死亡 请连署 End CCP”，

“中共在腐化世界”，“中共毁灭人
类”，“终结中共，终结暴政”，

“天灭中共”，“没有共产党才有新 
中国”等。

这些展板，简洁明了，非常醒

目，将中共之恶直接暴露在光天化
日之下。

有的车顶上装有两面 4×1.8 平
米和一面 1.8×1.8 平米的大屏幕，
上面播放着席卷全球的退出中共
党、团、队的三退大潮洪势，以及
历次环美车游的视频，并时时更新
中国人的“三退数字”。有声音，有
图像，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这支纵横美国东西南北的车
队，所到之处，深受美国各界人士
欢迎。

无论是在高速公路上，还是在
城市的街道中，热情的美国民众，
不停给这支特别的车队鸣笛、竖大
姆指、挥手、拍照、录相“点赞”的
现象在各地几乎无差别。

在 犹 他 州 首 府 盐 湖 城， 车
队 受 到 该 州 共 和 党 众 议 员 Kay 
J.Christofferson 的欢迎。在西雅图，
车队受到当地波兰共产主义受害者
的欢迎。在威斯康辛州最大城市的
密尔沃基，企业主 Jeffferson Davis
特意和他的朋友 Katie Forester 一
道，在市中心迎接车队的到来。还
有不少美国人给车队捐款，捐美国
国旗等。

不少美国民众表示 ：“共产主
义是世界上最邪恶的东西”；“中共
在祸害全世界”；“全世界都应该来
关注中共的罪恶”；“在过去几十年
中，中共不仅毁掉了中国人的文
化，还毁灭了他们的生活和希望，
这不行……（下接第二版）

师父给我地狱除名了

穿越美国48州的独特车队

死灰
复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