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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把舆论宣传作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最主要武器之一，放在至少和武装斗争

同等的地位。这两者在中共历史上被叫做作“笔杆子” 和“枪杆子” 。其控制下的舆论宣传和国际社

会对媒体的普遍认识完全背道而驰。中国大陆的媒体从来就不具备新闻性质，而是中共控制下的独裁专

政的舆论工具,是“党的喉舌。” [1] 。除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由中共中央直接管理外，中国

大陆所有的媒体都在中共中央直属机构中共中央宣传部（以下称“中宣部”）监督控制下运作。 
 

1999 年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决定镇压法轮功后，江泽民指定中宣部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

问题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以便直接操纵中宣部控制舆论导向迫害法轮功。五年多来，中宣部紧密配合，

动全国媒体对法轮功这个民间修炼团体进行了系统性的妖魔化宣传，不断制造口实推进这场迫害运动，

造成了全国民众对法轮功及法轮功学员深深的误解和仇恨敌视，致使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集团对修炼

法轮功的民众施以灭绝政策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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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1999 年 7.20 以来的五年中，截止 2005 年 4 月 26 日，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

有 1926 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据 2001 年 10 月底中共官方内部统计，拘捕中的法轮功学员死亡人

数当时已经高达 1600 人，全国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 6000 人，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 10 万人，

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

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执法人员”的酷刑折磨和经济敲诈。中宣部及其属下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

人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中宣部是中共对中国媒体和全民精神控制的最高权力机构 

（一）中共通过中宣部监督控制舆论工具 

 

中宣部为中共中央直属机构，是中共对全国媒体和全民精神控制的最高权力机构[2]。中国全国性主要媒

体如：光明日报、中国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 、经济日报、

科技日报、法制日报等中央级报刊[3]的新闻宣传工作，均由中宣部直接负责管理，并制定 “媒体制度”

和“宣传纪律”，通过国务院的直属机构新闻出版署（行政机构）执行实施[4]、[5]。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则负责对本地报刊的新闻宣传工作，包括负责中央国家机关和中

央级媒体在本地所办报刊和新闻宣传的管理工作，传达中宣部的媒体政策，由当地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

门执行实施[4]。 

 

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新华通讯社（新华网）、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办的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网）同受

中宣部的宣传业务指导和“宣传纪律”约束[6] 。这些“宣传纪律”不以“法律”的形式出现，但它们

事实上规定着传媒对新闻的取舍与报导的口径。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中国广播电视传输网和中国

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组成的中国广播影视集团由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下简称“广电

总局”）党组代管，集团实行党组领导下的管委会负责制[7]。受中宣部的“宣传纪律”约束 [6]，由国

家广电总局局长、党组书记兼任中国广播影视集团管理委员会主任（此职位原由前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

担任，2004年12月至今由新任中宣部副部长、广电总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原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接

任）。 

 

而“人民日报”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和中宣部一样，属于中共中央直属机构。[2] 

 

据《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 年 5 月公布的数据，2002 年中国大陆共出版报纸种类 2137 种，总印数 367.83

亿份；期刊总数 9029 种，总印数 29.51 亿册；全国共有广播电台 306 家，电视台 360 家,广播电视台 1300

家；广播频道 1933 套，广播人口覆盖率达到 93.21%；电视频道 2058 套, 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 9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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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电视用户高达 1亿；截止 2002 年底，中国大陆上网计算机数量为 2083 台，网站数量达到 37 万个，

国际出口带宽总量为 9380M；中国大陆的上网用户人数为 5910 万人，占全球网民的 9%，仅次于美国。所

有这些中国大陆的传媒，无一例外的在中宣部监督控制下运作[8]。 

 

（二）中共通过中宣部掌控舆论导向 
 

中共执政五十多年来，自始至终把完全控制意识形态领域作为其党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通过中宣部掌

控着全中国的舆论导向，贯彻传达中国共产党的意志，通过国家宣传机器，对民众进行反复洗脑宣传，

把全民思想统一到中共中央的意图上来。充分发挥党的“喉舌”作用。 

 

1996年, 原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

命的一部分。可以说，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9]。    

1999 年 1 月 21 日, 江向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官员讲话，强调要牢牢把握舆论导向, “严格遵守党

的政治纪律和宣传纪律，切实做到令行禁止。 该管的要管住，重要的宣传阵地和传播手段，一定要把好

关口，丝毫不能出问题” [10]。                  

2001 年 1 月 10 日，江泽民与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官员座谈，强调“宣传思想工作部门是十分重要

的部门，宣传思想工作是全党的工作”，要“努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更要加紧做好统一思想” 

“帮助广大干部群众认清形势”[11]。 

 

2001 年 10 月 26 日,中宣部部长在中国记协第六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幕式上讲，“当前，新闻工作第

一位的任务，…自觉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把

党和政府的声音送到千家万户，把中国的声音传向世界各地…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坚持新闻

工作的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导向”[12]。 

 

2003 年 9 月 20 日，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局长、党组书记徐光春在中央党校新闻媒体总

编辑、台长培训班上所作报告提到“江泽民新闻思想的核心内容”时说，江泽民的“‘喉舌论’思想，

始终着眼于新闻媒体的政治属性，把新闻工作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部分来强调”，江泽民的“‘喉舌论’

思想有力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喉舌论’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

业的根本属性”。[9]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提出“将在中央党校和各省党校分层对新闻战线各级

领导进行培训” [13]。 

 

2003年12月5日，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

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任何时

候都不能动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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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宣部按照江的指令制造骗局 施行全民洗脑 
 
中共在一 始就宣称和法轮功之间是意识形态之争。1999 年 4 月 25 日，江泽民在给政治局常委及其他

有关领导的信中摆出他要镇压法轮功的理由， “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

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果真是那样，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 [15] 

 

1999 年 6 月 7 日，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关于抓紧

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讲话”，确定成立一个专门处理“法

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由副总理李岚清任组长，任副组长的分

别是当时的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罗干和中宣部部长[15]， 充

分体现了中共历来谎言加暴力的“笔杆子-枪杆子”的构架。 

 
中共中央办公厅并将江泽民给政治局常委及

其他有关领导的信作为文件在党内传达。 

 

在同一个讲话中，江泽民在毫无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为媒体宣传

定下了口径。他要求针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要迅速搞出一个

“有充份事实依据”的材料，“包括发生精神分裂、跳楼自杀、

有病不吃药而使病情恶化甚至死亡等突出事例”。[15] 这些

根据需要制造出来的“案例”在镇压 始后很长一段时间成为

媒体宣传的主要内容。 

 

1999 年 6 月下旬，当时身兼武汉市广电局局长和武汉电视台台

长的赵致真率先配合。武汉电视台《科技之光》节目中心“一

行三人飞赴长春，拍摄了一部专题片《李洪志其人其事》及 6

小时的素材带。后来为中央处理‘法轮功’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并为中央电视台揭批‘法轮功’准备了资料。” [16] 

  

1999 年 7 月 22 日，公安部和民政部在《人民日报》上，宣布了镇压法轮功的通告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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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 
 

1999 年 7 月 23 日，中宣部负责人对《人民日报》

记者发表谈话“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江泽民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和中央关于处理‘法轮功’问题的指示

精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自

觉地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

我们同‘法轮功’组织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思想政治斗争。宣传思想战线一定要遵照中央精神，切实

负起政治责任，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要深入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17] 

公安部“六禁止”通告 

  

同日，全国各大报纸都转载了中宣部负责人讲话，中宣部操纵全中国所有的电视、广播、报纸、刊物连

数月密集的诋毁法轮功及其创始人。 续  
在对法轮功的公 镇压 始的 30 天内，仅“人民日报”就发表了 347 篇妖魔化法轮功的文章[18]，同时

全中国的电视、广播、报刊杂杂志等一切舆论工具充斥的都是诬蔑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的文章。这些铺天

盖地的仇恨宣传驱使了全国所有的学校、机关、工厂、街道，各级政府组织全部卷入这场迫害运动。 

 

江泽民本人更是按耐不住，亲自出马向国际社会诋毁中伤法轮功这一民间修炼团体。1999 年9 月，在新

西兰举行的亚太经济论坛会议上，江当面向克林顿总统赠送了反法轮功的书[19]。 

 

1999年10月25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了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主编书面采访

时的讲话，宣称法轮功为“邪教”[20]。第二天，中国各大官方媒体以“法轮功就是邪教”为题在头版

头条刊载了江泽民的讲话。外界普遍认为这代表着中国官方对法轮功的定性。[21]。 

 

此后，不少新闻从业人员成了中共权势迫害法轮功的造谣工具。经“追查国际”查核，“天安门自焚”、

“精神病患者傅怡斌杀人案” 、“浙江毒杀乞丐案” 等都是蓄意制造的造谣、诋毁法轮功的事件。2000

年 1 月至 2003 年 10 月仅新华网发稿就达 522 篇之多。中宣部操控中国大陆所有传媒把欺骗宣传注入每

一个中国人的头脑中，为镇压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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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炮制“自焚”伪案，驱动全民反法轮功运动 
 

 “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出台前夕，2001年1月8日至11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北京召 。中宣部部长

(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在会议上讲话，强调“要加强宣传舆论阵地的建设和管理…

时刻牢记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确保宣传舆论阵地掌握在党的手中…把揭批法轮功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坚

持不懈地抓下去…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党”[22]。他还要求加强对法轮功学员的“思想教育工作”[23]。 

 

2001 年 1 月 23 日下午 2点 41 分，5人在天安门广场自焚。新华社几乎在第一时间，即“自焚”发生后

仅仅 2 小时 50 分，就作了天安门自焚事件的报道。据《美国之音》记者若思报道《美国之音》记者随后

打电话到北京市公安局和中国公安部求证此事、并请他们发表评论时，两个部门的值班人员都表示不知

道有这件事。就在连值班的公安人员都不清楚的案情，新华社却「捷足先登」抢新闻。这不但在常理上

说不通，而且也违反中共一贯繁琐费时的层层审批的“宣传纪律”[24]。 

 

按照 1988 年 2 月 6 日中宣部发布的“关于新闻报道工作的几项规定”，要求“对于社会敏感问题和重大

突发事件的报道…一定要核实清楚并须经有关主管部门审阅才能发表”[25] 。按规定中宣部并没有赋予

新闻媒体直接发布突发事件的信息的权力。那末，是谁给新华社的权力？2001 年 5 月 30 日,中共山东省

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高挺先在谈到“天安门广场自焚”的“宣传报道”时，无意中泄露了这个秘密，高

说“都是严格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统一口径，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同时，他还强调，“对重大

突发性事件的宣传报道，选择什么时机、口径、范围、规模，必须在中央的统一部署安排下进行。规定

由新华社统一发稿的，各媒体要及时转发，不能自行采写发稿。允许各媒体自行组稿发稿的，也要严格

按中央的口径要求把握好度” [26]。 

 

“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一周后，即 2001 年 1 月 31 日, 新华社发表了第一篇关于“自焚”事件过程的

详尽报道《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始末》[27]，在描述自焚过程的大量具体细节中，既没有记者的目击过

程，又没有任何对现场目击者的采访，而且没有作者的署名。按照中共新闻出版管理的规定，没有署名

的报道说明这不是由编辑记者亲自采访和动笔的稿件[28]。然而，这样一篇疑点、漏洞百出的报道，全

国中共喉舌媒体《人民日报》、《解放军报》[29]、《光明日报》[30]、《中国妇女报》等中央级报刊

在同一日全文转载报道[31]并借此连续炒作。 

 

2001 年 2 月 5 日至 19 日，《解放军报》、《中国国防报》同时以整版篇幅连续刊登 4篇歪曲事实、诋

毁法轮功的系列报导。《解放军报》记者唐水福在谈体会中说出了制作这组报道的背景：“天安门广场

自焚事件发生前，解放军报社党委传达了中宣部和总政领导关于深入揭批法轮功的指示精神”，“1月

30 日(大年初七)，中央电视台播放天安门广场自焚的报道后”， “在报社党委的直接关心下产生，在

中宣部、军报领导大力支持下完成”了这组系列报导，[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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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共东北网称，黑龙江省内新闻媒体抓住这一揭批“法轮功” “有利时机”，各级宣传部门，各个新

闻媒体展 了宣传攻势。“据统计，从 1月 30 日至 5月底，仅省城主要新闻单位就发稿 1,280 多篇宣传

稿件。”[33] 

                                      

全国各级宣传部门，各个新闻媒体也紧紧追随，在中宣部的“统一部署”下，“有计划、有步骤” 的对

法轮功进行新一轮造谣中伤的仇恨宣传，使中国民众由同情法轮功修炼者到认同镇压，从而驱动了全民

的反法轮功运动。 

 

“自焚”伪案推出后，中国大陆民间对法轮功修炼群众敌视的情绪有大幅度上升趋势；在各种关押炼功

群众的地方（如：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各种转化班、洗脑班）及在追捕过程中炼功群众发生人身

死亡的事件数骤升。 

 

2005 年 1 月 23 日，“自焚”伪案四周年，中共媒体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再次发挥它的喉舌作用，重播

并续编“自焚”伪案，继续诬陷法轮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作为组织者还特别邀请了两家著名西方媒体

美联社和CNN采访。当年，中共公安部消息人士曾表示，“除夕当天自焚案发后，现场公安人员在天安门

广场扣留六、七名分别来自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美联社及法新社的驻京记者，没收他们的录

影带及底片，并要求他们签署一张承认进行非法采访和保证下不为例的文件，然后释放”[34]。 

 

在中国大陆，所有新闻信息发布都必须经过中宣部系统各级部门审查、商业网站都不能擅自转发外国新

闻媒体报道的。《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力蒲-潘（Phillip Pan）当年亲自到刘春玲的家乡 封实地调查

的第一手资料报道[35]，至今始终未能见诸于大陆任何一家媒体。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对外称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36]此次特邀美联社和CNN采访的反常举动，明显是在借西方媒体为中共向西方社会传

播谎言和煽动仇恨。 

 

四、采用多种手段妖魔化法轮功以维持镇压

（一）中宣部参与主办妖魔化法轮功的大型展览 

 

2001 年 1 月 10 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特别强调“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应准确、鲜

明、生动地宣传中央的精神。充分利用一切宣传教育渠道，不断探索更有效的方法和手段。”[11]  

 

在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半年后，2001 年7 月 15 日上午，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国务院防

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公安部、司法部、中国科协联合举办的反法轮功大型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

军事博物馆 幕。组织了北京市、河北、黑龙江、湖北、山东等 20 多个省市 35 万多名各界群众观展。参

观者包括中直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中央金融工委、中央企业工委、外交部、解放军、武警部

队等 100 多个部门和行业干部职工、武警及解放军官兵[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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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即 610 办公室）主任

王茂林主持 幕式。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央文明办主任

刘云山在反法轮功大型展览 幕式上讲话[38]，整个展览

通过大量的伪证图片、录像等，对法轮功进行诋毁污蔑宣

传；把对法轮功修炼者洗脑转化的迫害，作为工作成果来

展示。 

     

继 7 月 15 日北京举办反法轮功大型展览后，该展的复制标

准版、可移动展版陆续运往全国各地[39]。  

 

其中，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为时 15 天的反法轮功大型展

览在武汉市科技馆闭幕，被组织前来观看展览的机关、社区、企事业单位、部队院校、中小学校的干部

群众近 10 万名[40]；由陕西省省委宣传部、新华社陕西分社等单位在省博物馆东展厅主办反法轮功大型

展览，刚 展两小时，被组织前来观展的武警官兵及各界民众就有 2000 余名[41]。 

 
反法轮功大型展览  

（二）利用文艺手段煽动仇恨 

 

2002 年 8 月 22 日和 8月 28 日，上海电影集团公司出品的中国第一部反法轮功题材的电影故事片《走出

死亡陷阱》（王国贤编剧导演）和同样题材的 16 集电视连续剧《生死呼唤》（叶辛编剧、徐伟杰导演）

分别在上海首播。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仲伟等出席首映式，并会见了作品的主创人员。中共上海市

委宣传部、市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市委“610 办公室”）和上海市文广影视局领导直接指导了

这两部影视片的拍摄，利用捏造的事实情节和文艺手段的喧染，诋毁法轮功，得到了中宣部、国务院防

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中央“610 办公室”）和国家广电总局的肯定[42]。 

 

上海市委宣传部和市文明办、市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市教育党委、市司法局、市文广局、市总

工会、团市委、市妇联等部门发出联合通知，要求本市各地区、各系统、各部门观看这两部影视作品，

配合观看 展党团组织生活、各种形式的座谈、讨论等活动[42]。 

（三）加强对出版市场的掌控，更大范围的推行反法轮功的仇恨宣传  

 

2002 年 4 月 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组建中国出版集团，由中宣部直接领导，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实

施行业管理[43]。对于这个国家级大型出版集团，中宣部副部长刘云山强调说“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

阵地，是我国精品出版物的重要生产基地，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44]。中国出版集团的主要任

务包括：“把握出版导向，确保控制能力”[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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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集团成员包括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美术出版总社、人民音乐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东方出版中心、中国对外翻译出版

公司和新华书店总店、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等 13 家大型企事业单

位。其中，新华书店总店、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3家单位， 与国

家邮政局所属中邮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中邮邮购有限责任公司 2家单位，组成新华发行集团总公司，为

中国出版集团的控股公司。[45]由中宣部直接领导这些全面垄断了大陆出版、发行市场的企事业单位，

大大加强了中共对出版市场的舆论的掌控。令其在这场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充分发挥舆论工具的作用。 

 

以教材为例，中国大陆出版的小学教科书也加进了反法轮功的内容。 

 

中国现有 565 家出版社，很多出版社都是依靠出版教材为生，中国的在校生有上亿人，对课本的需求超

过 60 亿册[46]。 

 

200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校园拒绝邪教》，配合了中共教育部党组在各级各类学校广泛 展意

在妖魔化法轮功的“校园拒绝邪教”活动。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于2003年11月第三次印刷的“九年义务

教育六年制小学教科书”中的《思想品德》(第十册)，十二课中赫然印着的诽谤法轮功的“教学内容”

“天安门自焚骗局”，其中，假借12岁的刘思影的嘴，大肆煽情，激发小孩对法轮功的憎恨和恐惧[47]。

此课本自2002年以来，一直以自焚伪案毒害着全中国大陆的小学生。 

 

把无中生有的内容统一写进了小学生的课本，让所有还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小学生毫无防备的把诽谤法

轮功当成“理所当然”和正面思想言行。让年幼无知的小学生仇恨法轮功，通过学生将在学校接受的仇

恨宣传推向家庭和社会，是以江氏集团为代表的中共通过中宣部和教育部施行系统性迫害法轮功的有力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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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一至四：迫害图证：“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三次印刷的“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教科

书”中的《思想品德》(第十册)。此课本自2002年以来，一直以自焚伪案毒害着全中国大陆的小学生 
 

五、褒奖诽谤法轮功的传媒打手，鼓动迫害 
 

1999 年 12 月 24 日上午，中国记协在京举行第九届中国新闻奖和首届中国新闻名专栏奖颁奖大会。中宣

部副部长徐光春到会向获奖者表示祝贺。他说“1999 年对于我们新闻界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徐

光春把反法轮功宣传视为“四大宣传战役”之一。徐光春总结性说“广大新闻工作者围绕中央的部署…

进行了 创性的宣传报道，为凝聚人心…创造了良好舆论环境。”[48]          

 

2001 年 2 月 26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公安部、民政部、人事

部、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610 办公室）等七部委（办）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召 表彰

大会，联合发布关于表彰迫害法轮功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49]。大会上,中宣部常务副部

长刘云山把对法轮功的迫害, 说成是“争夺思想阵地、争夺群众的政治斗争。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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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学习、宣传和贯彻我国政府处理“法轮功”问题的方针政策”。 刘云山还指出要以积极参与迫害法轮

功的集体和个人为榜样，提出了要“从根本上铲除法轮功”[50]。 

                                          

以下是因进行妖魔化法轮功报道而受到中宣部表彰或获奖的部分名单： 

 

1999 年 6 月 21 日，人民日报发表《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系列评论员文章获第十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作者王金海介绍说“《崇尚科学破除迷信》是中央决定揭批‘法轮功’后，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评论。…

那时，还没有给“法轮功”定性为邪教，又因为是这方面的 第一篇评论，可供参考的材料不多。…我最

后确定用《崇尚 科学破除迷信》这个标题，…评论见报的当天，李岚清 等中央领导和中宣部领导就给

予了表扬，要求按照这个题目连发‘十论’。” [51]。 

 

2000 年 10 月 20 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出的《与民为敌必覆亡》 

节目受到中宣部副部长王晨和中央“610”办公室的表扬[52]。                                 

 

2000 年，《中国妇女报》编辑、作者雷收麦的报纸通讯社类言论获第十一届中国新闻奖。 

 

2001 年，中央电视台，作者李玉强、余伟利、张雪峰关于“自焚”伪案电视评论获第十二届中国新闻奖，

二等奖。 

 

2001 年，新华社，作者刘思扬、王雷鸣、翟伟、牛爱民，编辑南振中、吴锦的通讯类报道获第十二届中

国新闻奖，二等奖。 

 

2001 年，新华社，作者高学余、编辑张维革的摄影作品获第十二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2001 年，永州日报，作者曾锐、小雷、何上进，编辑欧显庭的通讯类报道获第十二届中国新闻奖，三等

奖。 

 

2001 年，中国日报，作者陈婕、编辑黎星的通讯类报道获第十二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53]。 

 

2002 年，中国日报，作者赵焕新、编辑朱宝霞的消息类报道获第十三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2002 年，新疆人民广播电台，作者傅雪琴 潘登 帕尔哈提、 编辑安思国的广播评论获第十三届中国新

闻奖，三等奖[54]。 

 

翁文庆：青岛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在中共未正式公 镇压法轮功时，1999 年 2 月中旬翁文庆便带头会

同公安、工商等部门清查收缴法轮功书籍。由于翁文庆和青岛市新闻出版局表现突出，被中宣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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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委、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公安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等七部委评为迫害法轮

功的“先进个人”和“先进个人集体”。[55]   

 

梁凯程，天津日报主管夜班工作的编委，出版中心主任。负责天津日报所有新闻版的总把关。 

他辖下诽谤“法轮功”报导的版面获中国新闻奖版面评比银奖，天津日报出版部多次受到中宣部及市级

官员的表扬。梁凯程诽谤“法轮功”的“自选动作”获天津市好新闻一等奖[56]。 

 

《解放军报》、《中国国防报》 ：“自焚”伪案发生后，军报刊发了《一位童真女孩的悲惨遭遇》等

五篇报道，受到总政和中宣部领导的表扬[57]。 

 

六、销毁和禁止出版法轮功出版物，实行言禁，为进一步的诬陷铺路 

（一）言禁 
 

中宣部为确保迫害法轮功的运动能进行下去，对传播资讯实行高度垄断、把外部消息和不同声音彻底封

锁，在中国大陆范围内实施封闭式的全民洗脑宣传。                                            

 

2000 年 5 月 29 日，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当时是副部级）针对各级报刊新闻宣传工作的管理，向

各地宣传部门下发有关“七大禁区”的警告制度的意见和实施细则，T T其中有一条内容是，“只要党委

宣传部门和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严重错误”，均将受到“行政处罚” [4]。而在中国，对法

轮功的报道属於首位“禁区” 。 

（二）收缴、销毁、禁止出版T法轮功出版物 
 

在未公 全面镇压之前, 1996 年 7 月 24 日，受中宣部控制的国家新闻出版署曾发出《关于立即收缴封

存〈中国法轮功〉等五种书的通知》，1999 年 7 月 22 日宣布镇压法轮功之后，国家新闻出版署马上发

出《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58]。 同日，新闻出版署与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局、海关总署、全国“扫黄”办公室联合发出《关于立即集中清理“法轮功”类出版物的紧急通知》[59]。

各地政府部门立即紧急部署查缴“法轮功”类出版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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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陆官方不完全统计，在不到一个星期内，中

国大陆清缴“法轮功”类出版物逾 200 万件

[60]，包括：北京市收缴“法轮功”类图书 18．7

万册，录音带 6,000 多盒，录像带 1,000 多盘

[61]；天津市出版管理部门，收缴“法轮功”书

籍 22 种、73,000 余册；武汉有关“法轮功” 的

书刊、音像数据等共 13 万余件进行了集中销毁，

其中包括书籍 10 万册、音像制品 2.7 万盘，练

功服、横幅布标、李洪志先生画像等 3,400 件；

乌鲁木齐市查获《转法轮》、《洪吟》等书籍

3200 多册，《大圆满法》录像带、VCD碟 1,200

多盒、《李洪志在大连讲法》等 1万多盒；青岛

市收缴“法轮功”各类书画音像制品总数

10,801 册（件）[62]。上海 4.5 万册法轮功”类书籍和物品被销毁；云南省销毁了 3,367 册（盒）“法

轮功”类书籍、光盘和录音带；贵州省贵阳市共销毁 14,324 册，音像制品 3,658 盘（盒），挂图 11,750

张；辽宁省收缴近 18 万册“法轮功”出版物被集中销毁；山东省销毁 8万多件[60]。  

 
中国新闻出版署通知，所有法轮功的出版物一律不得重印，发行。 

 

截至 1999 年 10 月底，中国大陆共收缴音像制品 4,896．51 万盘（盒），收缴书刊 1,057．6 万余册，收

缴“法轮功”类出版物 1,070 万余件。查缴光盘生产线 8条（总数已达 86 条），取缔印刷企业 3,723

家，压缩印刷企业 29,425 家[63]。 

 

1999 年 2 月中旬到 12 月，青岛市清查收缴法轮功类出版物达 119,959 件，其中书刊 35,249 册、音像制

品 23,881 盘（张），其他宣传品 60,833 件，分别于 5月 21 日、7月 30 日、8月 12 日举行了 3次全市

性大规模公 销毁出版物活动，用粉碎机当场粉碎非法出版物和法轮功音像制品 19.3 万盘（张），化浆

销毁出版物和法轮功书刊 5.3 万册，销毁法轮功其他宣传品 5.4 万件[58]。 

 

1999 年 8 月 5 日，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查禁印刷法轮功类出版物，收紧出版物印刷管理的通知[64]。 

 

2000 年 1 月 29 日,中宣部联合中央政法委、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公安部、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总

局、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召 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中宣部副部长、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副组长龚

心瀚出席电视电话会议。会议要求“全面清缴‘法轮功’类出版物”，认为这些出版物是“国内外各种

敌对势力”与中国共产党“争夺思想文化阵地的重要工具”和传播的“重要渠道”。对于出版物市场仍

有一部分‘法轮功’类出版物在社会上流传，“以境外出版物为底本”的“仍时有发现”，要求各级党

委、政府“从巩固党的思想政治基础和执政地位的高度，“认真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宣传思想工作”

的“重要批示和讲话精神”，“服从服务于全党工作大局”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过问，加强领导”

“ 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查缴“法轮功”类出版物”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王胜俊在讲话中说“充分运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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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武器”“要配合有关部门集中查缴‘法轮功’出版物” 要坚持“严打”方针，“从重从严惩处”，“上

级政法部门要加强指导和协调，检察院、法院适时提前介入” [63]。 

 

据 2001 年 7 月中共官方统计，自 1999 年 7 月 22 日起, 中国大陆各地共查获法轮功印制、传播宣传品案

件 3,000 多起；收缴宣传品 260 种，共 330 多万份；查缴电脑、打印机、复印机、制版机等设备 2,000

多台[65]。  

 

在法轮功的书籍、磁带和音像制品被禁止发行、被强行销毁，普通民众无法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情况下，

中宣部推出一系列的诬陷栽赃法轮功的洗脑宣传。  

 

七、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宣传系统部分官员（注）: 
 

刘云山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47 年 7 月                                                               

职务：1997 年 4 月至 2002 年 10 月中宣部副部长(1997 年 10 月明确为正部长级)，中央精

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2002 年 11 月起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66]。2003 年起任全国“扫黄”、

“打非”工作小组组长[67]。 

 

刘云山任职期间负责国内外反法轮功舆论宣传[68]。主持全国性反法轮功的表彰会[50]、大型展览并讲

话[38]。以中央文明办主任身份召 反法轮功座谈会并作主要发言[69]。在全国“扫黄”、“打非”工

作会议上部署全国各级党委和政府的 “扫黄”、“打非”工作。对各地方部门借“扫黄”、“打非”的

名义收缴法轮功的讲真像资料的情况， 刘云山给予特别肯定，称为“‘扫黄’、‘打非’取得重大进展”

。[70]                                                  

    

徐光春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44 年 11 月                                                             

职务：1995 年起任中宣部副部长，2000 年 6 月至2004 年 12 月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局长，2003 年 12 月 6 日起兼任中国广播影视集团管理委员会主任，2004 年 12 月任河南

省委委员、常委、书记[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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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春任职期间鼓动各级广播影视局 （厅）制作反法轮功题材的影视伪作诋毁法轮功[48]，积极执行中

共中央批示和中宣部的部署，布置反法轮功宣传报道工作[72]，强调“要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做

好我广播影视节目在海外的落地…让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发挥更积极的影响。” [73]  

 

李东生[74]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55年                                                                    
职务：1978 年到中央电视台工作，曾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部时政组副组长、政文部副主任、

新闻采访部副主任、主任、新闻中心主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75]，2000 年 8 月 7 日至

2001 年 2 月 12 日任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广电总局副局长[76]，协助徐光春分管日常宣传

工作[77], 2001 年起以 610 办公室、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在全国活动。2002

年起任中宣部副部长[78]。 

 

李东生任职期间以中国代表团特别顾问的身份参加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 57 届会议，借接受记者采访之机

发表反法轮功言论[79]，并就妇女问题作专题发言攻击诬蔑法轮功[80]。2001 年 11 月 5 日至 13 日，以

专职迫害法轮功的 610 办公室（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随中央处理法轮功问

题领导小组组长李岚清到广东的梅州、汕头、深圳、珠海、顺德、广州等主要几大城市的企业、学校、

卫生与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 发区视察[81]、[82]、[83]、[84]、[85]。2002 年 10 月 22 日，以中央

610 办副主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身份到湖南省岳阳市考察 610 办工作[80]。2002 年 8 月 26 日至 28 日，

在北京召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中宣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李东生“通报揭批‘法轮功’的情

况”[86]  。李东生应对中国大陆五年多来主要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进行的反法轮功宣传负主要责任。 

 

桂晓风[87]                                                                        

性别：男 
出生日期：？年                                                                     
职务：2001 年 4 月至 2004 年 11 月任全国政协委员、总署党组成员、国家新闻出版署副

署长[88]、[89]，1989 年起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90]。 

 

桂晓风任职期间积极查禁收缴法轮功出版物，污蔑向民众讲清事实真相的法轮功资料是

“属于非法出版物”，并要“一律予以收缴”。他强调“从 1996 年以来，尤其是 1999 年 7 月份以来，

新闻出版署、全国扫黄办还有其他的有关部门曾经多次发出查处“法轮功”类出版物的通知，这一通知

都应该继续执行” [91]。2003 年 3 月 13 日，桂晓风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说：“据不完全统计，从 1994

年到 2002 年底”，全国共缴收“法轮功宣传品 1630 余万件” [92]。桂晓风应对法轮功的书籍、磁带和

音像制品被禁止发行、被强行销毁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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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伟[93]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55 年 12 月                                                            

职务：现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1976 年 1 月参加工作，1980 年 12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上海第五制药厂团委书记，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院长，共青团上

海市委副书记，市青年联合会主席，市新闻出版局党委副书记，文汇新民报业集团党委

书记、社长[94]  
 

2002 年 8 月 22 日和 8月 28 日，上海电影集团公司出品的中国第一部反法轮功题材的电影故事片和同样

题材的 16 集电视连续剧分别在上海首播。王仲伟出席了首映式，并接见了两部影视作品的主创人员。这

两部影视伪作是在由王仲伟担任部长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市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和上海市文广影

视局官员对影片拍摄给予直接指导下产生，利用捏造的事实情节和文艺手段诋毁中伤法轮功残害生命等。

得到了中宣部、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610 办公室）和国家广电总局的肯定。王仲伟管辖

下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和市文明办、市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市教育党委、市司法局、市文广局、

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等部门发出联合通知，要求本市各地区、各系统、各部门观看这两部影视伪

作，配合电影、电视剧的观看 展党团组织生活，各种形式的座谈、讨论等活动[42]。几年来，以反法

轮功为主题的文艺节目，在上海社区进行巡演。2003 年 12 月 15 日，王仲伟观看了专场演出并为获奖单

位代表颁奖[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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