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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心觉醒

　　正义律律师与法轮功学员有

理理有据的辩护，唤醒了了众多在

⽆无知中犯罪的公检法⼈人员，也

使许许多多被蒙蔽的⼈人明⽩白了了

⼀一个最基本的道理理：“ 修炼法轮

功⽆无罪”“ 迫害法轮功犯法” ，

⼈人⼼心在急速的觉醒中。

官派律师反正

　　2002年年8⽉月20⽇日，安徽合

肥市郊区法院⾮非法审判因上

明慧⽹网被绑架的七位法轮功学

员。法庭上，每⼀一位法轮功学

员都明确指出：所有对他们的

指控都是莫须有的、不不成⽴立的，

他们是⽆无罪的。在他们的正义

影响下，他们的律律师全部改变

原有的辩护词，纷纷为他们作

⽆无罪辩护。

　　2013年年10⽉月22⽇日，四川⼴广

汉市法院对杨华莲等三位法轮

功学员⾮非法开庭。当⽇日旁听席

的九⼗十九个位⼦子，绝⼤大多数被

政法委、“ 610” 、公检法、医

护⼈人员等占满，法庭外的过道

上还站了了不不少⼈人。法庭上，三

名法轮功学员讲述法轮功被迫

害的真相。两名正义律律师从法

律律的⻆角度，旁征博引，有理理有

据地作出了了“ 修炼法轮功⽆无罪，

制作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料⽆无

罪” 的有⼒力力辩护。在正义律律师

的影响下，被法院指派的律律师

也作出了了对法轮功学员有利利的

辩护。

　　2014年年9⽉月11⽇日，鞍⼭山铁

⻄西区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

郭淑芳、唐超⺟母⼦子。唐超的律律

师本是法院指派的，该律律师起

初还以有罪轻微违法辩护，后

来听到郭淑芳的两位正义律律师

从宪法、刑法、国际公约、普

世价值⻆角度的论述，条条明晰

透彻，讲得全场的⼈人⼼心服⼝口服，

这位被指派的律律师也当庭为唐

超做了了⽆无罪辩护：⽆无论从国外、

国内的哪条法律律，唐超的⾏行行为

不不构成犯罪，唐超是⽆无罪的。

亲属明真相，40 人联名
要求无罪释放王三英

　　2008年年10⽉月31⽇日， ⽯石 家

庄新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王

三英⾮非法开庭，两位律律师依据

宪法为王三英做了了⽆无罪辩护；

整个法庭审理理过程，律律师的辩

护条理理清楚、有理理有据、令⼈人

信服；检⽅方理理屈词穷，法官⽆无

⾔言以对。王三英的亲友20余⼈人

旁听开庭审理理后恍然⼤大悟：修

炼法轮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信

仰⾃自由权利利，不不违法，更更不不犯

罪，王三英⽆无罪，警察执法犯

法。庭审后，王三英亲友近40

⼈人联合签名要求新华区法院⽆无

罪释放王三英。

司法人员：两个法轮功（学
员）根本就没有罪

　　2010年年4⽉月28⽇日，四川省

⻄西昌市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

员陆远翠和夏惠琼；5⽉月13⽇日，

再次⾮非法庭审⾼高德⽟玉等四名法

轮功学员，两批维权律律师到场

作了了“ 信仰法轮功⽆无罪、传播

法轮功真相⽆无罪”的有⼒力力辩护，

许多⼈人明⽩白了了原来修炼法轮功

合法，法轮功学员根本就没有

犯罪。

　　4⽉月28⽇日⾮非法庭审后，有

些司法专职⼈人员在私下议论：

“ 其实那两个法轮功（学员）

根本就没有罪，就是市‘ 610’

（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陈

其强⾏行行叫⼲干的”。被“ 610” 安

排参加旁听的⼀一名媒体⼯工作⼈人

员说：“ 不不能判，⼈人家法轮功是

对的，判不不下来。” 5⽉月13⽇日⾮非

法庭审后，⼀一清洁⼯工看到年年近

七旬的法轮功学员⾼高德⽟玉也在

其中，⽓气愤说“ 太邪⻔门了了，这

么⽼老老的⼈人还被整！” 

普通妇女 ：他们太伟大
了！

　　2012年年5⽉月28⽇日，为⿊黑⻰龙

江双城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律

师，庭审结束后打租⻋车回去。

在⻋车刚要启动时，来了了⼀一位⼤大

姐要求合乘，律律师们热情地同

意她⼀一起乘⻋车，⻋车上，⼤大姐听

明⽩白了了当天发⽣生的迫害和反迫

害真相后，激动地当着全⻋车⼈人

给她的亲⼈人打电话说：“ 你们

知道吗？我太幸运了了！你们能

想到吗？我竟然和今天给法轮

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律律师坐⼀一

个⻋车。他们太伟⼤大了了！” 后来

⼤大姐主动帮忙把律律师送到了了住

地。  （待续）

让法官傻眼的辩护词（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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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恢复传统”，柔性洗脑

3）穿古装演古人毁文化

　　⽂文艺形式是共产党从来没

有放松的“ 改造思想” ⼯工具。

最近三⼗十年年中，⾼高唱“ 主旋律律”

的⽂文艺作品依然是重要灌输⼿手

段，但是因为党⽂文化已在全社

会⽴立⾜足，把党⽂文化装扮成中国

的⺠民族⽂文化，或者把中国数千

年年历史中沉淀下来的渣滓，特

别是符合了了党⽂文化的那⼀一部份

加以提炼，向全⺠民以⾄至海海外推

⼴广渗透，⽆无声地腐蚀传统道德

⽂文化，是⽂文⾰革之后邪灵在⽂文艺

领域败坏中国⽂文化的⼿手段。

　　近些年年宫⽃斗剧⼈人⽓气⾼高昂，

核⼼心内容⽆无⾮非是幔帐帘幕之后

的争⻛风吃醋、尔虞我诈、勾⼼心

⽃斗⻆角，对共产邪灵的“ ⽃斗” 和

“ 恨” 做了了最充分的发挥、诠

释。

　　这些作品从创作到制作到

⾛走红并没有党委批示、指导，

甚⾄至不不需要党媒的宣传，完全

按市场规律律运作。这种作品之

所以⻛风靡社会的原因是，邪灵

早已经为中国⼈人打造好了了今天

⽣生活中这种互相倾轧、猜忌的

环境了了，流⾏行行⽂文化中充斥着对

权⼒力力的崇拜、对傍靠权势得到

恩宠、对⼀一夜⾛走红、⼀一夜暴暴富

的向往，因⽽而这些荧屏上波诡

云谲的权术欺诈、厚⿊黑阴谋被

视为理理所当然的⽣生存技能，⼈人

们从现实⽣生活中能够找到对

应，引起共鸣：谁的权术⾼高明

谁就能在社会或职场的残酷

“ 竞争”中胜出；哪怕是个好⼈人，

也得具备⽐比坏⼈人更更深的⼼心机、

算计才能战胜坏⼈人。某⽹网友披

露露，有⼀一个同事看宫⽃斗剧看多

了了，刚交男朋友，就开始跟结

婚的同事请教怎么和以后的婆

婆⽃斗。⼈人们将这种争⽃斗⼿手段崇

拜为“ 智慧” 。曾⻛风靡全国的

《后宫甄嬛传》⾛走红全国之后，

紧跟着⼀一批书出版，总结其中

的“ 智慧” ，迎合众多观众的

⼼心理理，如《甄嬛教会我的36则

职场⽣生存术》、《后宫甄嬛传教

我的80件事》等等。

　　这些宫⽃斗剧以“ 古装” ⾯面

⽬目出现，表现的是古代的故事

和场景，但⽤用的都是现代⼈人的

观念思维；穿着古装演古⼈人，

其实质却是现代戏，恢复起⻔门

⾯面却毁掉了了其内涵。尽管不不是

历史正剧，但并不不妨碍⼈人们⾃自

然地把这种厚⿊黑哲学视为“ 传

统⽂文化”。这就是中共⽤用暴暴⼒力力

摧残神传⽂文化，再以党⽂文化灌

输⼏几⼗十年年之后收到的效果：让

⼈人不不假思索地以为党⽂文化的⽃斗

争哲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了了。

4） 最大的乱象 
——党的领导

　　中共⾃自称也要搞传统⽂文化

之后，⺠民间积蓄的⽂文化寻根冲

动⻢马上就爆发出来了了。不不幸的

是，虽然有⼈人真⼼心想要恢复传

统⽂文化，但是在中共意识形态

的管制下，在⽆无神论指导下追

求个⼈人利利益，这种恢复只能是

不不伦不不类，乱象丛⽣生。在庸俗

化、低级化、娱乐化乱哄哄的

⽂文化热潮中，变相地再次对传

统⽂文化进⾏行行了了阉割。表⾯面上中

共也声称要整治各种乱象，但

是，这些乱象背后最⼤大的乱象

就是“ 党的领导”。

　　⼀一个不不信神的党，加上“ ⼀一

切向钱看” 的国⺠民，再加上⼀一

个⼤大兴寺庙的时代，凑到⼀一起

会发⽣生什什么样的化学反应呢？

　　“ 宗教搭台，经济唱戏。”

寺庙已经成了了⼀一个新型的“ 投

资领域”，盛⾏行行承包寺庙，以

赚钱诈骗为⽬目的。在旅游景区

还出现了了众多的假寺庙、假道

观、假和尚、假⼤大师、假道

⻓长。导游、讲解员、和尚、道

⻓长⼀一条⻰龙合伙欺骗游客的⾹香⽕火

钱、法器器钱、消灾钱等，花

样繁多，出现了了寺庙道观乱发

“ 信仰财” 的诡异现象。经营

寺庙的⽣生意可谓财源滚滚，据

报导⻄西安⼀一个⽼老老板⼿手⾥里里有七⼋八

个庙，⼀一年年收⼊入⼏几千万。

　　“ 缺哪个神就造⼀一个。” 河

北北易易县的“ 奶奶庙” 很⽕火。据

称，在这个庙⾥里里可以找到⼈人

们想拜的⼀一切“ 神”。想升官，

这⾥里里有“ 官神” ，想发财，这

⾥里里有全身绑满钞票的“ 财神”，

想升学，这⾥里里有皱纹深深的

“ 学神” 。如果想保佑⾃自⼰己开

⻋车平安，这⾥里里甚⾄至还有握着⽅方

向盘的“ ⻋车神” 。奶奶庙的管

理理员更更是霸⽓气地称，“ 缺哪个神

仙，随便便造⼀一个。”

　　⽅方丈做起了了CEO，寺庙也

要打包上市，庙宇成了了赚钱的

好地⽅方⋯⋯在世界其它国家，

有上千年年的教堂，有上百年年的

股市，⼈人们从来没有想到教堂

与股市这⼆二者有什什么关系。在

中共统治下、⽆无神论教育下的

中国，真可谓⽆无奇不不有，有些

现象⼈人们已经⻅见怪不不怪了了。

　　有⼈人认为，中共没有公开

迫害宗教，所以到宗教⾥里里找出

路路。当中共⽤用利利益和商业化的

⼿手法魔变宗教，中共控制下的

宗教团体已经变成了了中共的摇

钱树和打击异⼰己的⼯工具时，这

种所谓的宗教信仰也就变异成

对邪灵的⽆无神论、唯物主义的

信仰。于是信仰失去了了意义，

信徒没有了了归宿，⼈人们断了了回

归的路路，这时不不公开迫害也达

到了了毁灭⼈人的⽬目的，中共何必

还公开迫害宗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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