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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部分媒体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追查报告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2004 年 2 月 9 日 

 
综述 

 
1999 年 7 月中国江泽民集团镇压法轮功以来，中国大陆新闻媒体在江氏集团的控制下，炮制了一系列诬

陷诽谤法轮功、煽动全国人民仇恨法轮功、全民洗脑的宣传攻势。影响力大的诬陷文章首先由中央级媒

体如中央电台（CCTV）、新华社、人民日报、中新社、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推出，然

后全国各地媒体转载转播。大陆媒体不遗余力的一边倒的欺骗宣传，对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血腥和残

暴的镇压起到了帮凶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1999 年江氏集团镇压法轮功一开始，江氏就成立了制订和执行迫害法轮功政策的最高机关“610 办公室”

和主管镇压的宣传机构。该宣传机构由江氏集团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

负责，中央 610 办公室副主任李东升任副职（1）。作为 610 办公室核心成员的李东生身兼中央电视台副

台长及党委书记要职，对 CCTV 配合镇压法轮功所做的系统的欺骗宣传起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主管镇压

的宣传机构的任务就是控制全国所有媒体诬陷诽谤法轮功，为全面镇压开路。 
 
江氏集团的媒体历来就是党的喉舌。江氏在和 CBS 六十分钟节目华莱士谈话时直截了当地承认：“媒体，

应该是党的喉舌”。该段文字在中共的版本中被删除。江氏强调新闻工作必须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

利益进行舆论导向”。1996 年 1 月 2 日，江氏在接见解放军报社副师以上干部的讲话中提到：“我们的

报纸办得好，可以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起到有力的宣传、贯彻作用”。“党报、党刊、国家

通讯社和电台、电视台都要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在引导舆论中发挥主干作用。” 江要求“各级党委要经

常研究讨论新闻工作。比如每一段时期的宣传方针、指导思想、报道重点、宣传效果等等，都应该在党

委会上讨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过问新闻宣传”。〔2〕在江氏集团严密控制下中国的媒体报道没

有真实性可言，完全是欺骗人民，贯彻执行江氏政策的工具。 
 
1999 年 7 月 23 日，《人民日报》社论“提高认识 看清危害 把握政策 维护稳定”以“鼓吹‘地球爆炸’，

‘末日来临’”等谎言诬陷法轮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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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江氏镇压法轮功制造舆论借口。在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遭受

精神和肉体上的残酷迫害，被强迫放弃信仰的情况下，新华社以 “不信春风唤不回”，CCTV 焦点访谈

“复苏－－一个原‘法轮功’人员的自述”，“从毁灭到新生——王博和她的爸爸妈妈”等美化施暴者，

粉饰迫害，使迫害得以维持。 
 
在谎言，镇压难以维持之际，CCTV 和新华社又联手制造了“天安门自焚案”，“京城血案”，“浙江

毒杀乞丐案”等恶性案件栽赃陷害法轮功，煽动整个社会仇恨法轮功学员，为江氏集团加大力度迫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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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功，采用更加残酷的手段镇压法轮功创造条件。 
 
在江氏发动的镇压法轮功运动中，中国很多媒体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帮凶角色，完全丧失了新闻工作

的职业道德，违背了新闻的公正性、全面性、客观性和正面导向性，所造的谎言之多，涉及范围之大，

性质之恶劣，不亚于纳粹宣传部在二战时期对犹太人迫害中所起的作用。媒体造假，直接或间接地造成

了成百甚至上千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几十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或流离失所；上亿的法轮功学

员及家属被社会所歧视，承受着精神上的迫害。鉴于江氏集团宣传机构的谎言所造成的恶劣后果，追查

国际对参与新闻造假、煽动仇恨的个人和单位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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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舆论先行――为迫害作准备 
 

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中国中央喉舌媒体的编造新闻和造舆论是使这场迫害得以延续和持续恶化

的根本原因。 

 

1999 年 6 月 7日，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关于抓紧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讲话后，7月

24 日，新闻出版署发出了《关于立即收缴封存〈中国法轮功〉等五种书的通知》，将 1999 年 6 月 1日，

由新闻出版署同意青海省新闻出版局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转法轮法解》、《法轮佛法——在悉尼讲

法》、《法轮佛法——在欧洲法会上讲法》、《法轮佛法——在北美首届法会上讲法》4种书进行查禁

处理。 

 

1999 年 7 月 22 日民政部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和公安部通告：“根据《音像制品管理条

例》的有关规定，凡宣扬‘法轮大法’（法轮功）内容的音像制品，…必须予以查禁。各级文化行政部

门和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要立即对音像市场进行检查，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批发、销售、出租、放映

宣扬‘法轮大法’的音像制品，一经发现要立即收缴和销毁，并依法对经营者予以处罚。”中央电视台

CCTV 在 1999 年 7 月 28 日的新闻栏目中提到：“…近日对有关‘法轮功’的书刊、音像资料等进行了追

缴和集中销毁。 据了解，天津市出版管理部门近日收缴宣传‘法轮功’的书籍２２种、７３０００余册；

武汉市公安部门对有关法轮功的书刊、音像资料等共１３万余件进行了集中销毁。这些…宣传品中，包

括…书籍１０万册、音像制品２.７万盘”。 

 

至此，在民众无法接触到法轮功真实原著，知情权被剥夺的情况下，中央的宣传机构和媒体开始对

法轮功进行断章取义，大肆编造谎言的方式对法轮功进行诬蔑和诽谤，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情绪。 

1.1 断章取义，无中生有 
1999 年 7 月 23 日，《人民日报》社论“提高认识 看清危害 把握政策 维护稳定”中称法轮功“鼓

吹‘地球爆炸’，‘末日来临’”等。然而，追查国际查到法轮功创史人李洪志先生 1998 年在美国讲话

中说：“我可以在这里严肃地跟大家讲，所有称在 1999 年将要发生什么地球的灾难啊，或者是宇宙的灾

亡啊，这样的事情是根本就不存在了。” （3）CCTV 转播一个由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召开的外国记者

会，会上播放李洪志先生的演讲录像，经国际追查组织调查发现，CCTV 把演讲录像中「这样的事情是

根本就不存在了」的「不」字剪掉，再将其他一些讲话掐头去尾重新组合，演讲就变成在「宣扬地球爆

炸」，硬把李洪志先生的讲话变成完全相反的意思。所谓的“末世论”，也是把法轮功原著中提到的释

迦牟尼称现在为末法时期篡改而来的。宣传机构的很多造假都是采取类似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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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制造谎言  伪造证人 
1999 年 7 月 28 日，新华社记者徐家军以“潘玉芳老人指证李洪志伪造出生日期”为题，制造谎言

对李洪志先生人格进行诽谤。文中称“现年８０岁高龄的潘玉芳老 人对往事记忆犹新。据老人回忆，１

９５２年夏 天，是年３３岁的潘玉芳被请至住在吉林省怀德县公主岭 镇为卢淑珍接生。卢淑珍分娩时

难产，疼得难以忍受，潘玉 芳不得已为其注射催产素。当婴儿生下来时，已经全身发 紫。这个婴儿便

是李洪志。”。然而，根据《哥伦比亚百科全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第五版，版权 1993)，科学家们

于 1953 年才发现了催产素的分子结构，同年，科学家们才在实验室合成了催产素，而催产素应用于临床，

是 1953 年以后的事。 

1.3 利用并欺骗杀人犯造假 
1999 年 12 月 29 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和焦点访谈的“邹刚杀人案”是一起利用杀人犯造假的案

例。据知情人透露，邹刚是松花江林业总局种子站职工，当时 39 岁。他从小就有幻听、幻视、幻觉等精

神异常症状，经常胡言乱语。就在案发前两天，邹已彻夜不眠，烦躁不安，神情呆滞，精神已严重错乱。

在这种情况下，其亲属于案发前一天，曾给哈尔滨太平精神病院打电话，联系给邹刚治病事宜。（5） 
 
据另一个和邹刚曾经关押在一起的知情人透露，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为了造假，欺骗邹刚如果

配合说是练法轮功练的，可以保他不判死刑。然而，邹刚被利用完后，仍然被判处死刑灭口。《黑龙江

内参》第 2 期 2000 年 1 月 22 日出版的“对自称‘法轮功’练习者邹刚犯罪情况的调查”中指出：记者

会同公安及有关部门对黑龙江省森工总局松花江林业管理分公司营林处种子站工人邹刚的犯罪情况进行

调查。初步查明，除邹刚自称是“法轮功”练习者外，未发现其为“法轮功”练功者的其它证据。（6）
根据法轮功经典书籍《转法轮》第七讲第一节“杀生问题”：“杀生这个问题很敏感，对炼功人来说，

我们要求也比较严格，炼功人不能杀生。”（7）然而，为了煽动仇恨，造假媒体导演和利用了多起自残

或杀人案栽赃陷害法轮功，完全不顾杀害生命与法轮功的要求完全相反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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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歪曲事实  粉饰迫害 
自1999年7月，江氏集团违反宪法、国际人权公约，在中国系统、全面镇压法轮功以来，中国数百

多个“劳教所”对超过十万的法轮功修炼者监禁。（8）江氏密令对法轮功学员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

搞垮，肉体上消灭”，各拘留所，劳教所，监狱等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并参与诋毁法轮功，

采取了连续多日剥夺睡眠；多根高压电棍同时长时间电击，地牢、水牢、死人床、坐板，野蛮灌食，紧

身约束衣等等一系列残酷手段进行迫害。就目前为止，至少有88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9）。然而，

中国媒体不仅极力掩盖所有这些残忍血腥的迫害事实，更对劳教所、看守所等一些施暴者进行美化，粉

饰迫害，欺骗民众，使迫害得以维持并进一步恶化。下照片对比显示出法轮功学员吴玲霞被佳木斯劳教

所酷刑迫害的真实情况。 
 

2.1 法轮功学员张昆仑、赵明指正电视台造假 
现居加拿大的著名雕塑家张昆仑教授在山东时，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抓三次。张教授揭露说：“有

几个警察一下把我按倒在地上又踹，又打，派出所的所长说：最高领导江泽民主席讲话了，整死法轮功

学员，怎么整都没事，整死了抛出去埋了就说是畏罪自杀。然后它们就用电棍电我的全身，由两个警察

同时电… 非常痛苦还不能喊，一喊它们就拿电棍往嘴巴里捅…”。（10） 
 
张教授被营救到加拿大后，关于中央电视台放的张教授在劳教所绘画、看下象棋，对央视造假过程

揭露道：“实际上都是在做戏！当时有个政委说他们有个教绘画的老师，希望我能给他一些指导……后

来把纸笔墨都拿来了，硬要我指导。我不知是圈套，实在没办法，只好说：那我给你画两下，你看看吧。

 
吴玲霞与儿子的合影 

吴玲霞，年仅 37 岁，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法

轮功学员。2001 年 5 访友时被抓，送到双鸭

山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后，于 2001 年 7
月 2 日又被送进佳木斯市西格木劳教所，于

2002 年 7 月 27 日离开了人世。 

 
 
吴玲霞被绑架进佳木斯劳教所遭迫害导

致肝硬化腹水和双下肢溃烂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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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 下就给录了像了。后来我一看电视，原来是这么回事。还有下象棋那个情节，你不知道中国的劳教

所制度是非常严厉的，录像那天，他们拿来了象棋，扑克，让大家 一起来玩。也叫我一起来玩，我说我

不会玩这些，也不懂下象棋。他们说：你不懂就坐这里看看，边说就边硬把我按在椅子上，一坐下就又

录了像了。完全都是骗局！”〔10〕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爱尔兰留学生赵明身上。赵明 2000 年因回国上访而

被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受尽各种酷刑折磨。“在劳教所里每天都是一

场鏖战，我曾经被警察唆使犯人群殴、被长时间体罚，不让睡觉，被一帮

警察围着用电棍电击。” “他们先威胁我要我「转化」。在我严辞拒绝

后。他们开始把我往床板上绑，这是为防止电击时身体跳动。脚，腿，上

身，手臂，分别绑住，还有一道从我的嘴里跨过 绑住头部。绑完后他们

再次威胁我「转化」。被我再次拒绝后，他们抱出一捆电棍，开始分发电

棍。那电棍有 50 多厘米长，除头上有两个电极外，整个电棍还有螺旋状

金属环绕，用这部份放电，能在很长范围内电击。它们至少使用了六根电

棍开始对我全身电击。”〔11〕 

在 2001 年下半年，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李玉强（制作多部诽谤法轮功电视

节目）到团河劳教所采访了赵明整整一下午。“他们表现得非常支持法轮功的样子，问我怎么开始修炼

的，有什么体会，受益。我于是尽述在大 法修炼中身心受益的体会和对大法法理的科学性的认识，表面

上看那真是一次愉快的采访，要是发生在九九年以前还有可能。 ”（11） 

赵明被营救到爱尔兰后，在一张江氏集团的反法轮功的 VCD 中，赵明看到了这次采访的镜头：“我

发现就是这次采访的镜头，但他们把我的话脱离了上下文，又加上画外音，完全违反了我话的本意，用

来攻击法轮功。其 实他们如此费力地装模作样采访了一下午就是为了套取一两句话，试图抹杀我在劳教

所受到折磨的事实。 

新华社记者李善远，于力，张非非在“不信春风唤不回”中，把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折磨，描述成

“干警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把以迫害法轮功而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标榜成“教育转化的摇篮，改

造灵魂的导师。”由于媒体造假，掩盖事实，使得一般民众无法了解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放弃信仰而被残

酷迫害以致丧失生命。这些喉舌媒体还进一步将一些法轮功学员在酷刑折磨下被迫放弃修炼，误导成所

谓“转化”和“挽救”，严重歪曲事实，混淆视听。（12） 

2.2 谎言下的高压和酷刑造成王博一家骨肉分离 
2002 年 4 月 7 日和 4 月 8 日，CCTV《焦点访谈》 “从毁灭到新生——王博和她的爸爸妈妈”（13）

及新华社 “生命·音乐·新生━━原‘法轮功’练习者王博的人生轨迹”（14）以颠倒黑白，歪曲事实

的手法，把由于迫害而造成的王博一家的骨肉分离归罪于法轮功。而事实是王博的父母被非法关押于劳

教所，由于遭受迫害而骨肉分离。（15〕 

 
法轮功学员被电刑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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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王博是怎样谈自己被转化的：“我在劳教所里极其痛苦，没有一点人身自由……它们把我绑架

到北京新安劳教所，它们用 24 小时每天都不让睡觉的办法，连续 6 天不让睡觉，灌输颠倒黑白的谎言，

看歪曲法轮功的录像，强制洗脑。用那里警察的话说：我们就是用对付间谍 的办法使你精神崩溃！”（15）
王博在被折磨得精神崩溃的情况下被强制转化。被转化的王博告诉父亲：“爸爸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

吗？被转化后，内心的矛盾，精神的压抑，生不如死，有时我感觉象 60 多岁的人，在我精神当中死过好

几次了……” 
 
王博的父亲王新中在谈到自己被强迫转化的过程时揭露道：“24 小时不让睡觉，天天如此。在被断

章取义、偷梁换柱的种种谎言和诽谤录像的欺骗下，再加上多日不让睡觉的精神摧残下，我迷迷糊糊神

志不清，就这样被所谓的‘转化’了。这绝不是我的本愿。”〔15〕 
 
在揭露《焦点访谈》造假过程时王新中写到：“当我看到《焦点访谈》播出的节目后，为《焦点访

谈》如此卑鄙的嫁祸、歪曲诬陷的‘偷梁换柱’手段而感到震惊。”“ 我在与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交谈中，

谈到我们家的修炼和我在单位遭 610 毒打的情况却被删掉了，并对我的访谈作了移花接木、改头换面的

重要删节，有意将节目制作成丑化修炼人，恶意攻击大法，方向完全不同的内容。正如记者所说：‘有

些内容是不能报导的，政治的需要吧。’”（15） 
 
那么，《焦点访谈》所删掉的王博一家修炼法轮功的内容是什么呢？请看王新中的描述：“96 年

前，我和我爱人感情不和，准备在 96 年王博上高中后协议离婚，家庭出现了危机。95 年王博停止了学

习钢琴，我的身体很不好，神经衰弱、心肌炎、肠胃炎， 我爱人也神经衰弱、肩周炎，我们因一点小事

经常争吵不休，互不相让，矛盾发展到了极点，我从单位申请了房子，做好了离婚的准备。”“就 在
1996 年 7 月我爱人开始修炼法轮功，通过修炼我发现她从思想、性格、身体各方面变化非常大，也改变

了对我的看法和态度，随后我也开始了修炼。我们按照 真、善、忍去做，事事为别人着想，遇事找自己

的不足，我们夫妻相互沟通，互相理解，生活重新出现生机，我们的家庭和睦了。各种疾病不翼而飞，

扔掉了多年存药的大箱子，退掉了准备离婚住的房子。王博有了欢乐的家庭。”（15） 
 

    王博被转化的案例只是媒体用来造假的众多谎言中的一个。媒体站在镇压者一边倒打一耙，把由于

政府镇压而造成的法轮功家庭的骨肉分离的人间悲剧嫁祸于法轮功；污蔑成法轮功学员“不顾家庭”、

“破坏家庭”、“泯灭人性”等。绝口不提法轮功学员因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事实，把法轮功学员

坚持说真话反映实情诬蔑为“顽固不化”；把江氏集团利用国家机器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折磨美化成“春

风细雨”。把好的说成坏的，邪的说成正的，把助纣为虐说成挽救生命。那么“转化”意味着什么呢？

河北省法制教育中心的孔繁运对已“转化”的人说：“什么时候我看到你们打人、骂人才算真正转化彻

底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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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 
2001 年 1 月 23 日下午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所谓“自焚事件”。新华社和中央电

视台反常地迅速报道，指称参与“自焚”的五人为法轮功学员。 
 
由于“自焚”行为严重违反法轮功的原则和教导：“炼功人不能杀生”（7）及“所以自杀是有罪

的。”（16），法轮功学员否认了指控，一些国际媒体和第三方机构也提出质疑。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

菲利普．潘采访了“自焚”事件中死亡的刘春玲的邻居们，文中指出：“从来没有人见她练过法轮功。”

（17） 
 
CCTV《焦点访谈》关于自焚的报道更是疑点重重，刘春玲倒地时明显被重物袭击的镜头，表明刘

不是被烧死而是被打死灭口；3 月 17 日活蹦乱跳准备出院的刘思影突然死亡，也象她的母亲一样被灭口

〔18〕；根据台湾大学语音实验室的语音分析，天安门自焚现场的王进东和一年后《焦点访谈》采访的

王进东不是一人。（19） 
 

 
 

2002 年初，李玉强在河北省会法制教育培训中心采访王博时，曾和那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

行“座谈”，当时有法轮功学员问她“自焚”镜头的种种疑点和漏洞（尤其是已烧得黑焦的王进东，两

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李玉强公开承认：广场上的“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

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她说这是为了让人相信是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会被识破就

不拍了。（20）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 2001 年 8 月 14 日在联合国会议上的正式声明中指出：“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

年一月二十三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

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成立后追查的第一个案

例就是天安门自焚案，详情请参阅有关的追查报告〔18〕。由北美非营利民间中文电视台“新唐人”制

作的影片“伪火”，获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The 51st Columbus International Film and Video 

 
一件重物击在刘春玲的头部并弹

起。刘被打得转身背向灭火器了，

随即倒地。 

 
浑身“烧黑”的王进东，完好

无损的雪碧瓶，和静止下垂的

道具灭火毯。 

 
刘春玲身上的火已被扑灭， 
刘面朝灭火器，就在这时 
隐约可见一只手臂伸向了 
刘春玲的头部，刘头部受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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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tival ，Honorable Mention:False Fire: China’s Tragic New Standard in State Deception，by Bing He, Jimmy 
Zhou, New Tang Dynasty Television）。“伪火” 系统地分析了“自焚事件”的诸多疑点，从而揭示了天

安门自焚事件极有可能是中国江氏政府为栽赃法轮功、并为镇压法轮功制造借口而炮制的一起伪案。 
 

“自焚事件”发生于镇压法轮功一年半之际，当时中国绝大部分民众已经开始厌倦并反对江氏集团

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打压，镇压已经难以维持。自焚案的抛出，挑起了普通百姓对法轮功修炼者的仇

恨，由同情法轮功修炼者到认同镇压，此后所发生的仇恨法轮功的案例明显增加，江氏集团对法轮功学

员的迫害也更加严重，据不完全统计，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由原来的 173 名(从镇压至自焚伪案前的

18 个月)急增至 881 名（从自焚伪案至 2004 年 1 月的 36 个月间 708 名被破害致死）。 
 

鉴于天安门自焚事件的恶劣性质，“追查国际”对参与造假的媒体和个人进行了一系列的追查。由

于新华社对“自焚”过程的报道采用不署名的方式，国际追查对新华社有关单位进行了调查。新华社网

络中心主任周锡生称自己“不管这件事情”。经过其它渠道，了解到“自焚”事件由新华社国内部负责。

国内部主任称“不能帮助查询当事记者的姓名”，而且说：“法轮功的问题不能由新华社回答”。《焦

点访谈》的一些相关人士否认参与了自焚的节目制作，称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名字在上边；还有的找到本

人后不敢承认自己就是当事人，并否认电话是中央电视台的电话。负责技术制作的杨涛洲承认参加了“自

焚”片子的后期制作。一些《焦点访谈》剧组人员告诉调查员该剧组制作的关于法轮功的影片都是由李

玉强负责的。追查国际对李玉强进行了多次调查。当调查员列出自焚等片疑点时，李玉强非常害怕，李

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要先跟总台联系。” 
 

4 利用精神病人造假――制造恐惧，煽动民众参与迫害 

4.1 傅怡彬案 
2001 年 12 月 16 日，新华社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焦点访谈》

节目，以“‘京城血案’――傅怡彬弑父杀妻”为名，发起了对法轮功新

一轮的攻势，对法轮功的诬陷诽谤也又一次升级：从造谣自残自杀到杀人。

媒体造假的手段也从开始的断章取义、篡改原文到完全的无中生有。《焦

点访谈》中傅怡彬称“我把他们杀了，整个我们这一个大家子，修炼成了

以后，到了极乐世界，永享欢乐。”然而在法轮功任何著作中，都找不到

“杀人就是度人”这一逻辑，相反，在法轮功著作《转法轮》中却明确写

道：“炼功人不能杀生”。（7） 
 

美国精神病专家 Viviana Galli 医生指出：“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

傅怡彬凶杀案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精神病案例。假如这个凶手向记者讲的是

 
精神病人傅怡彬在《焦点访

谈》中表情丰富，健谈，丝毫

不象个在押杀人犯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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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话，我们可以从中得出结论，即当他在 2001 年 11 月 25 日杀死他的父 亲和妻子时，他是犯有精神病

的，并且，直到 2001 年 12 月 17 日他接受采访时，他看上去仍然精神异常。当他杀人的时候，他不仅患

有妄想症，并且表现有命令式幻听的症状及能量异常增多。他似乎患有慢性精神病。”（21） 
 

曾经认识傅怡彬邻居的马瑞金女士也证实了傅怡彬早就患有精神病。马瑞金女士说：“傅怡彬这个

人其实在几年前就已经精神不正常了，他有一个亲戚在黄寺大街附近住，和我曾经是同事，大概是在 93
年的时候，他的这个亲戚就跟我们说过，说他经常不穿衣服，一丝不挂的就到处乱跑，家里人怎么管都

管不住，也就是说，在 8 年前，他已经是精神不正常了。”〔22〕 
 

加拿大广播标准委员会(CBSC)于 2002 年 8 月 16 日公布了一项裁决，判定加拿大中文城市电视在

2001 年 12 月 16 日转播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傅怡彬谋杀案”之举违反了加拿大广播协会的『职业

道德守则』和『有关暴力守则』、以及广播电视新闻主编协会的『（新闻业）职业道德守则』中的四条

规定。加拿大广播标准委员会裁决城市电视转播央视诋毁法轮功的报道是“不公正和不恰当的”。（23） 
 

4.2 浙江毒杀乞丐案 
 
中央电视台 2003 年 7 月 14 日的“焦点访谈”播出了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连续发生的 17 起系列投

毒杀人案，并栽赃投毒者为法轮功学员。新华网的 7 月 2 日的文章称，发生在温州市苍南县的“６.２６”

特大系列投毒杀人案已于昨晚成功告破。即于 7 月 1 日晚破获。然而 7 月 3 日追查国际调查员调查时，

当地政府部门的人员（县宣传部） 肯定地表示案子未破，没说凶手是法轮功，500 名警察还在调查。〔24〕 
 

当事人陈福兆有精神障碍，这一点陈的父亲，苍南县某卫生院及苍南县龙港镇政府 (陈福兆家所在

镇) 都证实了这一点。一位认识陈福兆的医生在接受国际追查组织调查时表示，“陈福兆得了精神病有

好多年了。”并且在案发之前陈父曾带陈福兆去内安（音）精神病院接受过治疗。〔25〕 

 

但是在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却刻意回避这一事实，反而把陈福兆奇怪的言论和杀人的行

为，归结为法轮功的诱导。尤其新华社 2003 年 7 月 14 日的报道称，陈福兆是因为“反修”法轮功提倡

的“真善忍”而杀人的，但是没有解释，与“真善忍”相反的行为为什么与法轮功有关联，以及有何关

联。根据调查可以看出，在“浙江毒杀乞丐案”的报道中，由中央 610 操控，媒体专事诋毁法轮功的记者

“操刀”，刻意忽略陈福兆罹患精神病的事实，把不合逻辑的言语说成是他受法轮功的诱导，把系列毒

杀乞丐的罪行说成是他修炼法轮功的需要，完全迎合当局诬蔑、镇压法轮功的需求。一些知情人士被警

告和禁声。 
 
追查组织调查员对新华社浙江分社进行调查时，浙江分社表示：“我们是官方的新闻机构，稿子登

出来是有严格口径的。”“采访是根据政府提供的事实的消息”。“这个稿子怎么写及写作过程不是个

人行为，也不是分社的行为，是相关部门的要求，是组织了很多力量去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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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依掌握的事实证据，发现 1) 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等“指定”媒体垄断消息，对指定媒体

外的其他媒体封锁消息。2) 这些“指定”媒体刻意编造新闻，其中 包括署名记者没有参与采访，报道

中出现过的诸多人物表示并没有接受过采访等；3) 公安和中央 610 在背后直接操纵此案；4) 参与此案

报导的新华社记者和当地专案组成员近期纷纷以升职方式调离。（26） 

和“京城血案”类似，这是又一起利用精神病人栽赃陷害法轮功的恶性案例。2003 年 12 月 30 日浙

江温州法庭判处陈福兆死刑。此举不仅违反中国和各国相关法律，更涉嫌杀人灭口。从杀害自己亲人到

群杀，是江氏集团媒体诬陷宣传的又一次升级。这种宣传煽动全社会对法轮功的仇恨和惧怕，使一些不

明真相的群众对传播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举报和抓捕，配合镇压。 

5 揭露媒体造假的法轮功学员被重判或虐杀 
不论是中国宪法还是国际公约，都规定了人民有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可是在过去的四年多时间里，

法轮功学员的信仰和言论权利却被彻底剥夺了。四年来江氏集团违反宪法和国际公约，控制全国所有电

视台和其它宣传机器，对法轮功造谣诬蔑，栽赃陷害。为了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和揭露媒体

造假，法轮功学员采取了电视插播等办法。 

2002年 3月 5日，长春部分法轮功学员通过有线电视网在长春市和松原市播出《法轮大法洪传世界》、

《是自焚还是骗局》等法轮功真相电视片，被认为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民间大规模突破大陆媒体一面

倒宣传的重大事件。然而，江氏集团惧怕民众知道真相，参与插播的法轮功学员或被判以重刑，或被迫

害致死。2002 年 9 月 20 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周润君、刘伟明、梁振兴、刘成军等 15 名法轮功学

员 4 至 20 年重刑。庭审期间，法官和法庭其他人员听任警察在庭上庭下殴打被非法审判的法轮功学员。

（27） 

刘海波因被怀疑向参与插播的法轮功学员提供住所于 2002 年 3 月 12 日被长春市公安局宽城分局刑

警大队刑讯逼供打死；刘义于 2002 年 3 月 18 日被长春市公安局绿园分局刑警大队打死在刑警大队办公

室；一名不知名的法轮功学员于 2002 年 3 月 16 日在长春市公安局锦程分局被打死（27）。 

吉林农安县法轮功学员刘成军是促成长春电视插播的主要人士之一。在

经过长达二十一月的牢狱和酷刑，刘成军于 2003 年 12 月 26 日凌晨 4
点被迫害致死，有目击者看到刘成军的鼻孔、耳朵、大腿等处有血液流

出。当日中午 11 点，吉林监狱纠集大批警察，未经尸检，在家属反对

的情况下，强行火化遗体。刘成军被关押期间，遭各种酷刑折磨,被强制

坐老虎凳 52 天。（27） 
 

 
 
 
 
 
 
 
刘成军被关押时备受摧残，已无力保

持自然坐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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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参与媒体造假的个人和单位的追查 
中国大陆媒体中少数人不仅没有如实报道数百万中国民众遭受的不公正的迫害，反而还编造谎言诽

谤法轮功，引全国媒体和民众支持迫害，使这场针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罪行合法化，已经成为协同犯罪

的成员之一。以下列出的仅是部分人员及造假案例。 
 

参与媒体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单位和个人： 
610 控制宣传机构负责人：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 
中央 610 核心成员，主管镇压的宣传机构。 
 
中央电视台 
台长赵化勇、副台长李东升： 
自 1999 年 7 月 20 日江氏集团镇压法轮功以来，中央电视台积极配合镇压，制造了为数众多的诬陷诽谤

法轮功的节目。仅 2002 年 4 月 25 日至 2003 年底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焦点访谈”，“新闻节目”，“科

技频道” ，“说法周刊”，“中国外交论坛”，“电视批判”，“中国网络媒体论坛”，“生活频道”

等制作的诬陷诽谤节目就达 332 个。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剧组 
焦点访谈剧组制造和播出了包括“天安门自焚”，“京城血案”，“浙江乞丐案”等一系列恶性诽谤法

轮功的案例，对煽动仇恨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详见附录 1）。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吉炳轩 2003 年 08 月

21 日在“焦点访谈序一”中做出以下结论：“揭批‘法轮功’等重大宣传方面，《焦点访谈》始终站在

新闻宣传的第一线，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可以说《焦点访谈》在确保导向和提高引导水平两个

方面，实现了新闻宣传工作的有机统一，成为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的一面旗帜。” 
 

焦点访谈剧组主要责任人（详见附件 1）： 
编剧及记者：李玉强 

参与制作了多部恶意诋毁法轮功的的报道，包括文字和电视。其中包括

“天安门自焚案”系列节目，“王博采访”，“浙江乞丐案”，对赵明

的采访制作等等（追查国际将有专门调查报告）。几乎焦点访谈所有的

恶性诽谤节目都出自于李玉强之手，而且节目中的现场记者几乎都由李

玉强担任（详见附录 1）。当追查国际调查员对“焦点访谈”剧组其他人

员进行调查时，他们明确指出李玉强负责法轮功的节目。李玉强制作了

关于“天安门自焚案”的“邪教本质 残害生命”等恶性诽谤影片。值

得注意的是，在每次的电视采访中，李玉强从来没有在电视上正面出现

过，总是采访侧面、背影或黑光来遮盖其真实相貌。 
 
 

 
从不正面示人、专事诋毁法轮

功的“记者”李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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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张雪峰，林刚 
焦点访谈节目主持人：翟树杰，柏杨，敬一丹，方宏进 
制片人：梁建增，柏杨，孙克文，关海鹰，陈虹 
主编：杨继红，孙杰 
责任编辑：李长胜，王琦冰 
节目总监：孙玉胜 
合成：杨涛洲 
 
新华社 
新华社社长田聪明，新华社副社长马胜荣，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 
据不完全统计，仅 2000 年 1 月至 2003 年 10 月，新华网上诽谤法轮功的文章就有 522 篇。 
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记者: 
徐家军：（吉林分社）1999 年 7 月 28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张敏 周伟 ：（北京分社），2001 年 2 月 6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段羡菊，明星：（北京分社）， 2001 年 2 月 17 日、18 日、19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翟伟，王雷鸣：（总社），2001 年 3 月 18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高建新：（总社），2001 年 03 月 20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陈毛弟、厉正宏：（上海分社），2001 年 3 月 20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李善远，于力，张非非：（辽宁分社），2001 年 3 月 23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李肇东：（总社），2001 年 03 月 28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彭红（总社），王恒涛，李丽静（河南分社）：2001 年 03 月 29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张非非：（辽宁分社），2001 年 6 月 15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王雷鸣，陈凯星，令伟家：（总社），2001 年 6 月 17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崔军强，张舵，牛爱民：（北京分社），2001 年１２月２３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邬焕庆：（总社），2002 年 1 月 23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王恒涛（河南分社），翟伟：（总社），2002 年 1 月 23 日，2002 年 5 月 19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江亚平, 陆大生：（总社），2002 年 4 月 17、18 日，2002 年 04 月 25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沈虹冰，胡锦武：（江西分社）2002 年 5 月 23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王雷鸣(总社)，董智永，王金良（河北分社）：2002 年 6 月 26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王世焕，赵卓昀：（西安分社），2002 年 08 月 25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李术峰（总社），钱咏虹（内蒙古分社），黄燕：2002 年 5 月 8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李亚彪 ，查鑫：（吉林分社），2002 年 09 月 20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牛纪伟：2001 年 7 月 19 日，2002 年 07 月 21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张奇志，张和平：（浙江分社），2003 年 7 月 14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王宇：（总社），2003 年 08 月 27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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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  

 潘旭临、齐彬： 2002 年 04 月 08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人民日报 
袁建达：2001 年 02 月 12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光明日报 
 
朱伟光，王琦：2001 年 5 月 18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高建进： 2001 年 04 月 17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孙献涛： 2001 年 03 月 26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孙献涛： 2001 年 03 月 23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木子：   2001 年 03 月 23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刘丽强，王绍雄：2001 年 02 月 17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崔志坚，刘先琴：2001 年 02 月 05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肖玉华：1999 年 07 月 29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苗家生：2000 年 01 月 03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肖玉华：1999 年 12 月 08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苗家生：1999 年 11 月 27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北京晚报  

杨昊：2001 年 02 月 16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中国青年报 
王海洲：2002 年 5 月 20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解放军报 

岳双喜、张建军：2002 年 1 月 26 日写文章诬蔑诋毁法轮功 
 

国际追查组织对参与媒体造假的部分当事人进行了追查。当调查员追查新华社记者为什么不顾职业

道德而造假时，有的记者表示：“关于法轮功的文章都是指派，自己不会主动去写。作为记者，写什么，

不写什么，报社的老总来安排你，上边叫我去采访就要去，说哪个不写还不能写。”还有的记者称：“在

这个问题上我不是个自然人，我是个社会人，请你理解。我署的不是 XXX，是新华社记者 XXX，是不

一样的。”以此来否认一个新闻工作者应具备的道德和良知，事实上在这场迫害中助纣为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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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对于已经掌握的单位及个人诋毁、迫害法轮功的犯罪事实，将会尽快递交给国际人权机构，

认定他们的“人权劣迹”，并向有关法律机构提出法律诉讼。对于近几年来直接利用媒体诽谤并诬陷法

轮功的最主要责任人及单位，“追查国际”将从即日起，对其逐一进行立案追查。进一步核查其犯罪事

实，同时将已经掌握的事实和证据提交给国际法庭、人权组织和各国政府，对其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违法

行为进行起诉和曝光。根据“迫害信仰自由的外国官员”不得进入民主国家的有关法案（见附件 2），

“追查国际”将责任人的犯罪记录递交各国海关和移民部门备案。 
 
本案在调查过程中得到了各方面，包括部分责任人的协助，追查国际将在可能的法律量刑中提请法

庭酌情考虑。对于一些配合国际追查组织调查，并帮助我们进一步澄清造假来源的个人和单位，我们将

不公布他们的名单，对于他们的悔改表现，我们都将酌情考虑。当事人即使在被调查时错过了澄清的机

会，也希望能尽快与我们联系，把你所知道的真实情况尽快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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