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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周边区县一个小山

村里，一名村干部象往常一样，

背着背篓去赶集，回来后竟然

发现背篓里有一本《九评共产

党》的小册子。回家后，这个

村干部认认真真读完了它。

　　一日，村干部与邻里的亲

朋好友聊天，说到这个事时，

感慨的说道：“这本书写得太好

了，把共产党这些年来做的坏

事全写出来咯！”这时，邻里

中有一个人听的聚精会神，他

也想看看这本书，但看到周围

人多口杂，又不好贸然询问，

于是他悄悄问：“那你这本书怎

么弄到呢？”村干部说：“我也

不晓得，就是赶集时背着背篓，

然后回来就发现了。”

　　于是这个人也效仿村干

部，每次赶集都背着背篓，在

集市上转来转去，可是每次

回来都发现自己的背篓空空如

也，一连好几次都无所收获，

于是他又悄悄去问村干部：“为

什么我也背着背篓去赶集，就

没有发现这些资料呢？”村干

部笑着说：“这些东西肯定都是

法轮功的人发的，你注意吧，

集市上有些人总是喜欢和那些

卖菜的聊天，你去听听吧。”

　　一日赶集，这个人又背着

背篓去了，他果然听见了一个

大法弟子在给别人讲真相，这

名大法弟子讲完真相后，起身

准备走，发现有人跟着她，立

马警觉了。大法弟子走得越

快，这个人跟着越紧，这个大

法弟子转过身来大声对着这个

人问道：“干什么？为什么跟着

我！”原来就是这个背着背篓

的老农，他不好意思的说：“哎

呀，我看你给他们了一些资

料，能给我一份吗？我也想看

看，我都来了好几次了……”

大法弟子当即愣住了，竟然是

个主动找真相的人，可是今天

的真相资料都发完了，于是大

法弟子跟他说：“你真想看，你

等着，我马上回去给你拿，你

等着啊……”这人说：“我不走，

我就在这儿等，你快去快回

啊。”当然，后来的事大家都

应该猜到了，这个人终于如愿

以偿拿到那些真相资料了，又

一个生命明白了真相。而且，

这个背着背篓找真相的故事，

在远近十里八乡的人群中流传

开来。

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

害法轮功之前，中共国家体委

数据显示，法轮功修炼者为

七千万（实际数字大约为一

亿）。这些民众因为修炼了法

轮功，大大改善了自己的身体

状况。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

道”1999 年 2 月份的一篇报

道，修炼者为国家节省了大

量医疗费，当时的中共总理也

知道并表示赞赏。法轮功修炼

者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真善忍法

理，严格修心、不计个人得失、

舍己为人、先他后我。在生活

中遇到矛盾时，法轮功学员都

会向内找自己的原因，提高自

己。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信仰团

体与中共的“假恶暴”本质形

成鲜明对比，是中国社会一股

强大的稳定力量、是社会稳定

的牢固基石。

　　当中共逆天而行、丧心病

狂的去打击这一大群好人的时

候，其必然会放纵人性恶的一

面。试想一下当信仰“真、善、

忍”成为罪过的时候，谁还会

愿意去做好人？而一个不允许

“真善忍”存在的政权，会把

整个社会的道德引向何方？

　　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迫

使中国的公、检、法听命于

凌驾其上的“政法委”、“六一

零”，至上而下系统的造就了

一批为迫害卖力的行政、司法

官员，他们从迫害法轮功中得

到的经验是，只要政治上听命

于“党”，天下没有自己搞不

定的事。当然中国的百姓从此

也不可能再奢望这样的政治工

具能够维护社会公义。

　　对一个民族来说，个体的

肉体上被消灭，并不是最可怕

的。一个心中没有希望，彻底

失去了对善良、对公正的希望

和追求的民族，是自我走向毁

灭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不用

外敌的进攻，他们会为了金钱

而毁灭自己的母亲河、会把良

田变成沙漠；他们会在“毒奶

粉”、“血铅”中断送民族的下

一代；他们的躯体会在“地沟

油”、“苏丹红”中逐渐的变异；

他们无助地看着同胞在“欺实

马”、“躲猫猫”中丧命而更加

绝望和麻木；他们会因为恐惧

被讹而见死不救；他们会因为

恐惧被牵连而麻木自己、不敢

接触被扣上“搞政治”帽子的

受迫害的同胞……

　　十六年来，中共对“真、

善、忍”的迫害，直接摧毁了

人性最善良的一面，对中国传

统的社会道德造成了毁灭性的

打击。今天的中国社会“人人

害我，我害人人”已成为事实，

社会道德已经沦丧到了触目惊

心的地步。这种因为迫害法轮

功所产生、带来的经济、社会

矛盾等方方面面的恶果，已经

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中共维

稳投入的费用越多，不稳定的

因素就产生的越多。如今，中

共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一触

即发，随时都有灭亡的可能。  

文革使中国人形成一种观

念：在以后干什么都要小心。

89年“六四”时的大学生，因

反对恶党的贪腐，被碾在了恶

党的坦克车下、死在恶党的枪

口下，这场浩劫使中国人在以

后的人生中又形成一种观念，

干什么更要小心翼翼，最好是

什么都别参与，心中象被一块

重石压着。

　　我有幸出国，我有幸跳出

了这个井，走到井外看到了新

世界，发现世界之大，外面的

世界真美，一下卸掉心中压抑

多年的石头。看多了国外的民

主、言论自由，更加发现自己

被恶党政府愚昧的象没有大脑

的呆子。比如恶党报道法轮功

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自焚，以前

一直也没用大脑真正理智的分

析是真是假，跟着媒体起哄，

在国外期间看到了慢镜头分析

的电影《伪火》后才真正感觉

到被捉弄的可悲可笑。自焚者

之一的王进东的被火烧的非常

严重，脸部受伤，可头发却完

好无损，两腿中间夹着的雪碧

瓶完好无损。这一切好象在和

我玩智力竞赛一样，而我是输

家，明显被欺骗了。

　　现在全世界都在谴责恶党

流氓政府，运用各种形式迫害

老百姓、迫害正信，活摘法轮

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后焚尸灭

迹。我深深的感到这个恶党政

权已经四面楚歌：恶党江魁首

在国外许多国家都被控诉犯下

“反人类罪、酷刑罪、群体灭

绝罪”，这使它们成了过街的

老鼠；在国内，由于恶党徒们

的贪污腐败、胡作非为，使中

共黑社会化日趋加重，老百姓

怨声载道。从2005年起“群体

抗争事件” 平均每天超过240

起（每小时10起），比十年前

增长八倍多，随着各种上访事

件的不断出现，野蛮暴力之风

在各地蔓延，暴力、殴打、绑

架、拘禁、暗杀、残杀事件层

出不穷；天也要灭它，全国各

地纷纷告急，涝、旱、地震、

冰雹、井崩、台风、瘟疫……

　　大家想一想在这种人神共

愤的情况中，这个恶党邪教的

流氓政权还能存在多久？中共

高官也已经看到了中共政权即

将崩溃，家属纷纷出国定居，

他们自己认外国做“妈妈”，

却要国人爱这个恶党的“母

亲”，投入“党妈妈”的怀抱，

这不荒唐可笑吗？

　　《九评共产党》的出现象

春雷一样震醒了国人沉睡了百

年的梦，从而引发了退党大潮，

只有退出恶党的党团队组织才

能留下自己，才能免于同中共

一起覆灭的危险。

　　真心希望我们的同胞们也

赶快醒悟，我们的祖先讲“顺

天而行”“见机而作”，可要看

好“灭共”这个天，把握好“三

退”这个机，理性选择未来，

千万不要成为邪党的殉葬品。

也该到了我们自己当一回家的

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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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法轮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

趋吉辟邪，是我们中国人

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心理追求，

也是一种有着神传文化内涵的

民族文化。你看那些高门大厦

前的神兽，脖颈上的玉佩，房

间内各种特殊的饰物，那都是

人们在求得这些有着特殊内涵

的物品给自己带来平安和吉祥。

ḗ

　　桃木一直以来是中国人眼

中最好的辟邪之物。传说在东

海东少山上住着两位神仙，名

叫神荼和郁垒，他们是专门驱

赶游魂野鬼回鬼域的神，把守

着鬼域大门。只要有鬼魂在夜

间出去害人，就会被他们抓住，

并用桃木杖抽打，被抽打过的

鬼魂会永世不得超生。鬼怪都

忌惮两位仙人的桃木杖，见到

后便退避三舍。此后，桃木便

被民间用来辟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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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的中国，最邪恶的

东西是什么呢？是中共邪党和

邪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它为害世界近百年，尤其中国

大陆受害最为惨重。中共邪党

这个西来幽灵，在中国大陆发

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

造成至少八千万中国人的非正

常死亡。在过去十六年来的时

间里，这个邪党一直在凶残

的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

员。人人都应该远离中共这个

邪恶的东西。《九评共产党》

就如同照妖宝镜，照出了中共

邪党的邪恶本质。中国大陆现

在掀起的退出中共党、团、队

的三退大潮，就是人们辟邪保

命的最好办法。

那么如何趋吉呢？“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

吉言就是最好的趋吉方法。在

明慧网上发表了很多真实的故

事，当事人因为诚念这九字吉

言，重病消除，车祸无碍，逢

凶化吉，遇难呈祥。法轮大法

教人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

提高自己的道德，给难以计数

的修炼人带来身心的净化和道

德的升华。了解“法轮大法好”

的真相，您就会得到上天的福

益。 

有幸走到井外 卸掉包袱找真相 

新年谈辟邪

图：美联社照片：天安门广场，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名便衣警察
用皮鞋踩着一名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学员的脸，另一名警察则一
边踩学员的腿一边将一个手铐按到学员的脖子上。

图：油画作品《惊醒》以中国农村现实生活为背景表现了一位乡亲

在冬季的午后阅读《九评》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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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九年年四月二五日，

上万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上

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四˨

二五”上访。上访背后的原因

是中共多年不断打压法轮功学

员正常的修炼。

    中共从一九九六年起，就

暗地里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打

压。先是中宣部一九九六年发

通知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

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

意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

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为“取

缔”作准备。

随后在 1998 年又多次发

出通知，秘密网罗罪证欲定法

轮功为“邪教”。这些秘密调

查虽然并未发现一条法轮功的

罪证，各地却因为“通知”的

误导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炼功

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罚款

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

炼的事件。到一九九九年四˨

二五之前的三年中，中共的打

压、骚扰没有间断。

最后在 1999 年 4 月由天

津警察殴打及非法抓捕法轮功

学员的“天津事件”，引发了

“四˨二五”法轮功学员万人和

平上访。

“四˨二五”上访经过简

要： 1999年 4月 11日，中共

公安部长罗干的连襟何祚庥，

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

博览》杂志发表了题为“我不

赞成青少年炼气功”的文章。

该文以捏造事实的卑劣手段，

指名恶毒攻击、陷害、诬蔑法

轮功。

4 月 18 日至 24 日，部份

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

学院及相关机构反映实情。

23日和 24日，天津市公安局

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和非法逮捕

法轮功学员，致使学员流血受

伤，45 人被抓。法轮功学员

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

介入了这个事件，你们去北京

才能解决问题。

出于对政府的信任，法轮

功学员 4月 25日自发来到国

务院信访办。当日，在国务院

总理的直接关注下，合理解决

了天津暴力抓人事件。晚上学

员们散去时，地上一片纸屑都

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

起来了。

法轮功学员们所表现出的

和平理性和对正信与公义的

坚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

评价。

一九九九 年
四月 二十五
日，上万名

法轮 功学员
和 平 上 访，

学员们静静

地在路边看

书、 等 待。
警察放心地

在闲聊。谁

见过如此平

和的“围攻”

场面？

●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

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

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

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

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

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

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

害伊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

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

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

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成敏感

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

相。

● 2001 年 8 月 14 日在联合

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

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

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

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

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

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

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

不出来。

● 2003 年 11 月 8 日，由新

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

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

（《False Fire》）获第 51 届哥

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

日，中共在天安门炮制了一

出自焚的假戏，用来栽赃法轮

功。在央视播放的录像中，多

处破绽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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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

第一个点火的，电视画面中的

他浑身烧的黑炭似的，他两腿

间用来盛汽油的 雪碧瓶却翠

绿如新，而最容易着火的头

发也还完整。有人专门做个

实验，雪碧瓶装上汽油，点

燃后，五秒钟瓶子开始变软，

七秒钟收缩变形，十秒钟缩成

一小疙瘩并燃烧。可王进东两

腿间的雪碧瓶不但完好无损，

连色都未变，绿莹莹的，煞是

醒目。这怎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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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

伪案还专门在现场打死了一

个自焚者，这个被打死的人就

是刘春玲。慢动作画面显示，

刘春玲身上的火已经被扑灭。

在一片烟雾当中，一名穿大

衣的男子用一条状形的物体

照着刘春玲的后脑就是一下，

ಙ͛࠰קਯ

　　我的一个老同学因患脑血

栓住院了，我买了礼物去医院

看望他。一阵寒暄过后，我很

自然的就讲起了法轮功真相。

最后为了让他有一个更直观的

认识，我就用我们两人的手机

当场给他做了以下演示：

　　一、在手机上编辑短信

“真、善、忍”或“真、善、忍

好！”，再输入对方手机号码，

按发送键。结果手机上显示发

送成功，而实际上对方手机却

收不到。为什么？因为移动、

联通、电信这些部门都是共产

党控制的，它不允许人们信仰

和传播“真、善、忍”，所以

就给屏蔽掉了。

　　二、在手机上编辑短信

“假、恶、斗”，再输入对方

手机号码，按发送键。结果对

方手机马上响起了接收到短

信的提示音：短信收到了。为

什么？因为共产党的本质就是

“假、恶、斗”。

　　老同学看完这个演示，半

天无语。他又亲自操作了几遍，

终于明白了真相，愤慨地说：

“共产党真的要完了！”

一条短信见分晓 

您知道吗

几个常识看穿天安门“自焚”骗局 

中共党媒炮制出所谓的

“1400例”，说练法轮功杀人、

自杀，不让吃药，练死 1400

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里

仅举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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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10月1日，成都《商

务早报》登载污蔑法轮功的报

道。钟芳琼等六名成都法轮功

学员到《商务早报》主编室讲

清事实真相。报社找来电视台

记者摄像，她们天真地以为要

对法轮功正面报道。

　　在摄像机前钟芳琼说：我

身患右下肢先天性大面积肿胀

型血管瘤，经多年医治无效，

手术后还导致脑缺血后遗症，

行走困难。炼法轮功两个月后，

右下肢血管瘤和脑缺血病不治

而愈。采访结束，报社却通知

东通顺派出所，非法抓捕钟芳

琼等拘留15天。

　　后来四川电视台播放了这

样的录像：当钟芳琼说自己是

炼法轮功的，叫什么名字是哪

里人后，就听不见她的声音，

只有图像。而播音员解释说她

因炼法轮功，都炼出了血管

瘤，导致现在都瘫痪了，卧床

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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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7月20日以后中央

电视台每天播放诬陷法轮功的

节目，播出了一个所谓“罗锅

事件”。而事实是，当事人张

海金，家住农村，因患脊椎

炎，在妻子陪伴下到北京协和

医院看病。在排队挂号时来了

个记者说是中央电视台的，说

谁想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

给谁先挂号，且药费减半。因

着急看病，张海金就胡说自己

是炼法轮功炼成了罗锅，并按

记者写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

话。结果是先挂了号，但药费

没减半。后来张海金妻子说中

央电视台尽骗人，药费都是自

己花的。而张海金从没炼过法

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道。

这就是中共媒体炮制出的所谓

“1400”例。而其它攻击法轮

功和法轮功创始人的谎言，什

么敛财、围攻中南海等等，也

都是这样捏造出来的。其实，

中共在历次运动中不都是这样

干的吗？

刘春玲本能地捂着后脑倒地身

亡。虽说这个画面只有短暂的

几秒，可是镜头一放慢，仍然

捕捉到了凶手击打后来不及扭

头逃走的身影。中共制造死人

事件，就是为了栽赃法轮功，

挑起民众的仇恨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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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在报道其所炮制的

这出假戏时，还特别采访了

十二岁的“自焚者”，一个叫

刘思影的小女孩。电视中首先

采访了大夫，说了她的烧伤情

况，大夫说因为有吸入性烧

伤，所以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

手术。可是刘思影接受采访说

话清脆，甚至还唱了一首歌。

海外医生揭秘：气管切开是不

能说话，更不能唱歌的，因

为气管在喉咙下方，气管切

开后，人的呼吸都不再走咽喉

了，没有气流的冲击，嗓子怎

么发声？另外，刘思影属于大

面积重度烧伤，按医学常识，

这样的病人要严格消毒隔离。

可是为何电视画面中央视记者

不穿隔离衣、不戴隔离帽，还

把最容易携带病菌的话筒径直

伸向孩子？可见整个都是一场

假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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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上访不是“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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