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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歷史 憶四﹒二五和平上訪 

2019 年 

5 月 
 

纽约游行集会纪念四﹒二五 华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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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发生了震惊中外的

“四.二五”万人上访事件，事件的

起因是，1999 年 4 月初，政法委书记

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在天津发表诋毁

法轮功的文章。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

期刊编辑部反映情况，公安局动用防

暴警察殴打学员，45 人遭到拘捕。天

津公安向其他学员示意：我们是执行

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

京。于是在 4 月 25 日早上，万余名

修炼法轮功的民众自发来到北京国

务院信访办和平请愿，希望政府给以

合法的修炼环境。他们尽管人数众

多，但秩序井然，在警察指挥下安静

站在中南海西门对面的府右街边和附

近街道旁看书、炼功。 

当天，时任总理朱镕基走出来让 

学员代表进去谈。当晚 9 点，天津学

员获释，官方表示国家不会干涉群众

炼功。事情基本解决后，请愿的人群

安静离去，地上的纸片和警察的烟头

都被他们清理得干干净净。当时一名

警察指着地，对身边的警察说：“你

们看，什么是德，这就是德！” 

  知名律师、法学教授张赞宁是当

年“四.二五”的见证者。他回忆说：

当时我正在北京，我看到了那个场面。

他们很和平，就是在街道边上炼功。

他们是和平上访，这并不违法。一名

北京公安局处级官员，私下赞扬说，

一万多人在街上站了一天，离开时竟

然一张纸屑都没有。当时在国际上，

许多人因法轮功学员展现出的精神

面貌，而走入了修炼的行列。然而， 

4 月 20 日，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在

纽约法拉盛最热闹的缅街上举行游

行集会，纪念四﹒二五上访二十周

年。十二点时分，天国乐团奏响了游

行的号角，演奏了《法轮大法好》等

多首曲目。紧随其后的是巨型法轮图

形、花车、功法演示队、舞龙队、舞

狮队、小花船队、腰鼓队、旗阵、中

英文横幅队等，游行队伍声势浩大，

场面壮观。沿途吸引了许多民众及游

客观看，很多人用手机拍照摄像，并

踊跃发声，支持法轮功。 

    原在国内官媒工作的红二代刘

女士，为这游行场面感到震撼，她说

认同真善忍，支持正义！来自山东的

刘先生一直用手机录像，并激动地表

示：这是国内看不到的，我支持他们。

第一次观看游行的李女士哽咽地说：

法轮功学员遭迫害这么长时间，我很

难受，现在还这么多人在学炼，而且

越来越壮大，说明这个功法一定是最

好的。曾在无锡造船厂工作的陈先生

说：当年厂里有几十人炼法轮功，我

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同事所遭受的迫

害，他们被关进监狱，有一个领导被 

打残了，还有的明明是好好的人，被 
迫害得精神失常。单位的人都知道法

轮功好，都偷偷地炼。中共如此迫害，

残酷至极！共产党不倒台，它就要迫

害好人。刚来到海外的王先生说道：

共产党是人类史上最邪恶的组织，古

今中外没有一个组织干尽这么多坏

事，屠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今天第

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很佩服！

他们在反迫害中创造了一个奇迹！ 

游行结束后，人们在法拉盛图书

馆旁举行集会。原中科院博士生石采

东先生讲述了自己参加四.二五上访

的经历。他当时作为三名法轮功学员

代表之一，由朱镕基总理带着进入中

南海，然后又进入国务院信访局与官

员对话、反映情况。石采东说：我们

出于对政府的信赖去上访，始终保持

良好秩序，没有喧哗，没有标语和口

号，完全是善意的说明情况。但是却

被江氏集团歪曲成“围攻中南海”，

并以此发动全面迫害。有人错误地认

为，如果没有这次万人上访，法轮功

就不会被中共迫害，果真如此吗？基

督徒没有去上访，可是他们在中国也 

江泽民却在三个月后将和平上访扣上

“围攻”中南海的罪名。其实，从当时

的央视新闻画面和现场照片可以看到，

上访群众的身后，并不是中南海的红

色围墙，在央视播出的现场录像中，上

访群众没有“围”住中南海，更没有“冲

击”。所谓“围攻”，是为日后发动大规

模迫害制造的借口。 

二十年过去，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已彻底失败。当年法轮功修炼者所表现

出来的道德操守和非凡勇气，令世界瞩

目。如今，法轮功已传播一百多个国家

和地区，主要著作被翻译成 39 种文字，

修炼人群涵盖各民族，身心受益者不计

其数，获得各国政府褒奖。真善忍普世

价值给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带来了光

明与希望。 

 

遭受迫害；少数民族的群众没有去上

访，可是少数民族群体也遭中共迫害；

新疆人没有去上访，可是维吾尔人现在

被大规模关进集中营。搞迫害是共产党

的邪恶本性决定的。石采东表示：在历

史的过去，邪恶对正信的迫害从来没有

成功过；历史的将来会再次证明，在这

个世界上终究邪不胜正。 

 

三退声明 
什么是败象尽显？现在摄像

头覆盖全城，没有死角。我们这里

虽是三、四线城市，这次再投入二

亿人民币，新安装了高清人脸识别

系统，人行道上每隔三、四十米就

有，地方财政连发工资都在借钱

了。这说明共产邪党是惊恐万分，

感到末日恐慌，欲把中国变成一座

大监狱。在此严正声明，退出邪党

的一切组织，愿解体中共的这一天

早日到来，让善良的中国人不再生

活在恐惧中，做个挺直腰板的人。 

(声明者：李忠明、邓文玉等 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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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腐泛滥。中共是西来幽灵，它在历次

运动中，一贯的手法都是编造谎言，欺

骗民众，栽赃陷害，打击善良，营造了

一个坏人当道、好人受难的环境。只有

解体中共，退出其党、团、队组织，中

国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才有希望。 

澳洲，当时他在制作电视广告，聊到

生活和精神追求，“一位化妆师告诉

我她修炼法轮功，并给了我一张法轮

大法简介。一读之下我就感到和这种

身心修行有种共鸣，其原则理念是

‘真、善、忍’，而且不收费。”乔尔

吉欧说，随着修炼，他看到自己在不

断提高，不但变得健康，精力充沛，

而且可以轻松处理各种难题。 

当乔尔吉欧第一次听说法轮功

在中国被严酷迫害时，他感到万分震

惊。他说：“我不明白政府怎么会迫

害如此有益社会且植根于传统文化

的如此美好的事物。而当我了解共产

主义无神论和唯物论的本质——任

何不符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事物

都会被视为威胁时，我就理解了为什

么会这样。”乔尔吉欧开始通过各种

方式唤起人们的关注，包括参加游行

和和平抗议；他透露，自己正在撰写

一本书，并筹划一个展览，以分享自

己从中国修炼文化中获得的灵感与

启发。被问及美发行业最具挑战性的

部分，他答说：“生活在时尚界五光

十色中，不要让肤浅吞噬了自己。忠

于内心，保持真诚，不被这个圈子所

迷惑。”乔尔吉欧对生活的态度，成

了时尚界的一股清流。 

 

知名发型师的精神法宝 江泽民从内部 
打倒了中共 
江泽民出于一己之私，利用共产

党固有的邪恶，在中国搞了这场针对

修炼“真善忍”的民众的血腥迫害，

对社会上这股向善的、对国家社会最

有益无害的力量发起征讨。这场迫害

不仅把国家和人民拖入一场罪恶和

灾难，也最后从根本上打倒了共产党

自己。江泽民利用中共把古今中外的

一切邪恶手段都利用来对付法轮功，

法律、道德、和人性都遭到极大破坏，

这从根本上毁坏着国家政权的统治

基础。 

江泽民集团动用一切可以动用

的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来打击法轮

功，迫害好人，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极

大的负担，给金融系统带来了极大的

压力。中共根本无法持久进行这场注

定失败的迫害，只能靠挪用民众的存

款、发行国债(国库券)和诱惑海外投

资来维持。中共和江泽民在迫害中使

用了流氓、残暴、欺诈等各种手段，

将中共的邪恶经验之大全，在迫害法

轮功的过程中全盘托出。中共和江泽

民动用了一切宣传工具来造谣诋毁

法轮功，为迫害制造借口。然而纸包

不住火，当谎言最后被揭露出来，当

这一切邪恶因为迫害的失败而曝光、

而广为人知时，其造谣宣传的工具再

也欺骗不了民众，中共就彻底失去了

信誉，失去了民心。江泽民在 1999

年迫害法轮功之初，曾打算“三个月”

解决法轮功。但是中共低估了法轮功

的力量，低估了传统和信仰的力

量。… 

中共本想利用这次迫害来巩固

其暴政，结果不仅没有能够“充电”，

而且把自身的能量泄尽。现在中共已

经坏得不可救药，就像一颗烂透了的

枯树，无需风吹草动，自己就会倒塌。

任何妄想挽救共产党的企图到头来

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不仅劳而无功，

而且将毁了自己的前程。(九评节选) 

 

由孩子被抢 看道德败坏的恶果 
我同事家的一个老太太，带着孙

子在大街上玩，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

人抱上面包车抢走了，大街上没有一

个人出手帮助。我的微信中一个网友

发来寻人信息，“我叫刘某某，六岁

的儿子不见了，知情者请与我联系，

定有重谢”，并附上孩子照片。我们

小县城内连续发生了好多起偷孩子、

抢孩子事件。街头小广告上多处都能

看到寻儿童启示，微博中也经常见到

网友发来的帮助转发寻人信息。这些

被偷、被抢的孩子有的被活摘器官高

价出售，这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

官罪行的延伸。 

这使我联想到一件令我终身难忘

的事。有一年，我带妻子去北京一所

医院治病。来到大城市，五岁的女儿

看到什么都觉得好玩。一天上午，我

们在六楼排队等候专家诊治，我搀扶

着妻子挤在长长的人墙中，一转眼小 

乔尔吉欧——这位出生于希腊

的澳大利亚人，为影坛巨星们打造了

令人惊艳的红毯造型，让他获得

《Vogue》杂志印度版授予的年度“最

佳发型师”奖。近日，乔尔吉欧在接

受新唐人电视台的专访时，分享了他

人生旅程中的一些精采时刻。 

1999 年，乔尔吉欧前往好莱坞，

很快就活跃于名流云集的各种盛事。

明星名人、电影公司的艺术总监和制

作人都不约而同注意到了他的才赋。

乔尔吉欧成了业界最忙碌的发型师

之一，这也为他带来丰厚的收入，除

了在洛杉矶置办屋宅，还拥有私人飞

机，他的脚步遍及几大洲。2008 年，

他获经纪公司邀请到印度，在这个时

尚和电影业兴盛的地方，还没有海外

发型设计师落户在那里。乔尔吉欧决

定一试。 

多年来，乔尔吉欧与名人杂志合

作，这些明星拍广告和电影也开始指

定他来造型。他合作过的每一位女星

都对他的手艺赞叹有加。而今，作为

顶级造型师的乔尔吉欧，驰骋于东西

方两大影业帝国，当被问及成功秘诀

时，他说要归功于每天修炼法轮功。 

乔尔吉欧表示，虽然事业有成，

但内心总感到一种失落。2002 年在 

孩不见了。当时满楼层都是人，到哪

去找？妻子发现孩子丢了，急得瘫坐

在地上。我着急地满楼到处跑，当时

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就在

这时，一位北京姑娘领着我的女儿走

了过来。原来是小孩子觉得电梯好

玩，就自己坐电梯从六楼下到了一

楼，出了电梯后找不到父母，大哭起

来。姑娘见状问明情况，把孩子给送

回来了。我们夫妻俩感激得不知说什

么好，不住地道谢，姑娘却平静地说：

“不用谢！我只不过是按照真善忍的

标准在做好人。”原来她是一位法轮

功学员。由此“真善忍”三个字在我

的心中牢牢扎下了根。 

现在社会道德水平沦丧到如此

可怕的地步，其根源就是，中共邪党

在有意败坏人类道德，颠倒是非善

恶，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

失，致使今日中国“假恶斗”遍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