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新定调文革
中共狂踩油门开历史倒车

长期关注全球新闻自

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4

月发布2021年世界新闻自

由指数，中国依然维持在全

球177名，仅好于土库曼、朝

鲜与厄立特里亚。无国界记

者在报告中指出，中共近年

将网络审查、监控与政令宣

导工作发展到“前所未有的

规模”，评价中共是“全世界

新闻业的最大敌人，也是全

世界资讯自由的最大敌人”。

中共在微信、微博等社

交平台加大言论审查力度，

动辄用禁言和封号营造寒蝉

效应。而在疫情期间及敏感

日，审查尤为严苛。2020年

10月，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

家公布年度网络自由报告，

中国连续6年倒数第一，是

65个国家中网络自由获最

差评分的国家，排在伊朗、

叙利亚、越南和古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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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女画家：
我不能为了个人利益不发声

总说人反党
可识党反人？

台湾法轮功学员庆祝
法轮大法弘传29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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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则表示，“对我们来说文革没有什

么宝贵经验可以吸取，它是反面的东西。” 

中共在1981年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

会上，曾对文革进行了否定，定性文革

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带来严重灾

难的内乱。但中共一直对文革缺乏真正的

反思，并竭力回避历史，掩盖文革反人性、

反传统的罪恶真相。

文革结束后民间试图反思文革，作

家巴金写下《忏悔录》，称自己以前的很

多作品是垃圾，并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

保留历史真相，警醒未来不再开历史倒

车，但这一建议被中共打入冷宫。如今，

诸如个人崇拜、阶级斗争、告密之风等文

革遗风在大陆重新抬头、蔓延，难怪很

多人担忧，中共会不会再来一场文革。

另有评论称，中国目前主政官员大

多是文革时期过来的，但由于中共对文

革的避讳，他们无从吸取文革的历史教

训，而且还在用人斗人的文革思维治理

国家，为文革死灰复燃提供了温室环境。

文革灾难延续至今，中共不反思批判，反

而给予肯定，会让文革毒素进一步发酵，

那是我们民族真正的灾难。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庄荣文日前

主持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称

中共建政到文革结束的27年取得令人瞩

目的成就，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

制度，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这是中共继推出2021新版中共简史

后，进一步对文革重新定调，再一次粉饰

罪恶，狂踩油门，开历史倒车。毛泽东发

动的文革，长达10年之久，“破四旧”中

无数文物、建筑和古迹遭到毁灭，学生批

斗老师、子女批斗父母，上亿人被整。人

性被党性吞噬，亲情被阶级仇恨撕碎，人

心被反反复复地凌辱、扭曲、变异，好人

被杀戮，良知被消音。大地荒芜，山河呜

咽，5000年文化传统被彻底斩断。

关于文革的性质，已故经济学家杨

小凯有过精辟的论述：“以中共的历史而

言，老红卫兵的打砸抢，道县大屠杀，广

西大屠杀，都与共产党土改中的大屠杀是

一脉相承的。”美国之音报导说，中共重

新定调文革，引发人们担心中共会以庆祝

建党百年为契机急速左转，忧虑文革卷土

重来。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

2021
全球新闻自由指数
中国排行倒数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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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红卫兵受中央文革小组指使“造孔家店的反”，把孔庙“万世师表”等牌匾焚毁。



丈夫于宙被打死于通州看守所
2001年，许那因收留外地法轮

功学员，被非法判刑5年。5年间，她

遭受了不让睡觉、体罚、高强度负荷

劳动、在雪地里冻、关小号遭殴打、不

让洗漱达一个多月、洗脑等残酷迫害。

2008年新年前，许那和她的丈

夫、北京知名民谣歌手、法轮功学员

于宙（北京大学高材生，1998年与民

歌歌手黎强、当代民谣传奇女歌手小

娟组成三人乐队——小娟&山谷里的

居民），在下班开车途中被警察拦车绑

架，非法关押在北京通州看守所。仅

11天后的除夕夜，高大强壮的于宙死

于看守所。中共不许家属接近遗体，并

告知看守所的监控设备损坏。知情人

披露，于宙是被警方指使恶人殴打致

死的。

10多年后，2020年7月19日中

午时分，正在家中画画的许那被北京

市顺义区空港派出所警察和北京市国

保绑架至东城看守所。目前，许那已

被非法关押近一年。已失去母亲和丈

夫的她，再次身陷囹圄，家中仅剩下

80多岁的老父亲。

法轮功学员所为是正义之举
武汉肺炎疫情自2019年底爆发

以后，中共一直掩盖真相，导致疫情

蔓延全世界，持续至今未停。揭露中

共掩盖真相的大陆公民记者方斌、陈

秋实、张展以及李泽华等人先后都被

抓捕。

与许那同时被非法抓捕的10位

法轮功学员中大多是具有艺术专业背

景的画家、教师等社会精英和90后

的年轻人，同样因揭露中共病毒疫情

真相而遭到迫害。中国政法大学国际

法硕士赖建平及许那诸多好友呼吁外

界关注此事，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共

在做什么，它为什么要迫害这么一群

信仰“真、善、忍”的好人，同时劝

诫法官、检察官，善待法轮功学员，停

止犯罪，以免中共垮台后被清算。

我不能为了个人利益不发声
许那曾说过，1999年中共发动

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后，仅她认识的法

轮功修炼者被迫害致死的就有很多。

如：武汉的彭敏；在东北看守所被迫

害死的沈剑利，死后中共竟告知家属，

她尸骨无存；黄雄在湖南被永久“失

踪”；2001年和许那同时被捕的李丽

死于房山看守所；与许那同期被非法

关押在北京女子监狱的年轻医生董翠

芳，被活活虐杀，年仅29岁。

许那对律师表示：“我经历过11

种酷刑后，活着走出来。22年来，多

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家破人亡，多

少人被虐、被伤、被致残。仅仅因为

一本书，一张光盘，一个破网软件，

或者一张写有信仰者被虐致死真相的

名单。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政府？他们

要掩盖什么？！”

现在，许那与李宗泽等11名法轮

功学员被非法起诉。许那告诉律师，她

第一次被抓时，这些孩子（与她一起

被抓的法轮功学员）才两三岁，如今是

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仅仅因为拍了几

张北京街头最常见的照片，将遭遇非

法判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20多年来，这一切不应该再继

续了，这一切应该结束了。”许那说。

许那表示：“我不能为了个人利益

不发声，我不能辜负我这些年所受的

（法轮大法的）教导。一个正常的人对

即使离他很远的不公义事件，都应该

有道德评判，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责

任；如果这样的政府我还认同它，那

我就不是个正常的人。”

许那，北京画家、诗人。父亲是

国内知名画家，母亲是大学美术教授，

本来生活优越的她，仅因为信仰法轮

大法，讲出真相，就被中共非法关押

多次，无辜受尽摧残。

2020年7月20日前后，许那等

11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非法抓捕。目

前已被非法起诉到东城区法院。2021

年4月22日，律师梁小军会见了被非

法关押在北京东城区看守所的许那。

是谁在犯罪？
会见后，梁律师发推文说，当局

起诉的主要原因“说是往网上发疫情

期间的照片和文章”。律师表示，这

是在用这个罪名打压言论自由。

20多年来，中共以“破坏法律实

施”的罪名关押、冤判了无数法轮功

学员。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

给这个群体定罪，剥夺他们作为公民

的正当权利，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

由和人身自由。这证明中共在违反它

自己制定的《宪法》，在颠倒和破坏

先有事实证据再判定是否有罪的法律

程序，是中共在违法犯罪，而且犯下

了群体灭绝等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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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女画家：我不能为了个人利益不发声

油画  《白杏初绽》/作者 许那  

于宙、许那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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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一字一顿地说：“你爸爸

原先不错，可是他现在变了，在单位

里反对革命，他做的事是不会对你说

的。你在电影里不是也看过反革命

吗！他们有的人开始是革命者，后来

成了叛徒，大坏蛋。懂吗？对，你懂

了。老师也不愿意你爸爸变，但他变

了，你就要和他划清界限。”

这个13岁女孩流着泪相信了老

师的话，她给爸爸写了一封信，只有

几句话：“你现在已经是人民的敌人，

你应该很好改造自己，回到人民中间

来，到那时我就叫你爸爸。”

直到父亲1961年在北大荒饿死，

父女俩也没见过面。那年父亲才45

岁，风华正茂。

有一天，当她得知父亲的日记上

写着这么一句话：“我从《人民画报》

上找到了她，她更可爱了，我兴奋地

直哭！”她彻底地崩溃了，感受到了

被欺骗的刺痛。

1979年，父亲被平反，她在父亲

的追悼会上悲痛地忏悔：“我恨我们太

软弱了。软弱使我们屈从于外界的压

力。……我恨我们太无知了。无知使

良心遭受欺骗。为什么竟相信那些把

您指责为人民敌人的谎言……”

总说人反党 可识党反人？
今年是中共建党百年，为了续命，

中共不惜再次改写以往的历史。最新

版本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删除了中

共窃政后的诸多罪恶历史：大跃进、

三年饥荒、残酷“反右”运动等，并

美化毛泽东发动的“文革”。

然而，再动听的谎言也是谎言，

明眼人早就看清了中共百年来的故伎

重演。让我们看看有关评论。

“总说人反党，其实是党反人”
大陆已故作家沙叶新2008年在

接受台北广播电台记者采访时，有这

么一段对话：

记者问：“沙先生，您好，我是台

北中央广播电台的，比北京的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少两个字，‘人民’。”

沙叶新：“少了好。大陆‘人民’

太多了。人民政府、人民政协、人民

军队、人民警察、人民银行、人民医院、

人民旅社、人民饭店，连钞票也叫‘人

民’——‘人民币’！ ……明明不是

人民的，非要说是人民的……”

同年，沙叶新在回答美国之音记

者采访时，针对中共有过这样一段叙

述：“每次政治运动都树敌，先是假想

敌，后是真正敌，树了多少敌，杀了

多少人，结了多少仇，蒙了多少冤，留

了多少恨呀！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以

阶级斗争为纲的不断树敌史。总说人

家反党，其实总是党在反人。”

一位受骗舞蹈天才的忏悔
作家冯骥才曾采访一位国家级女

舞蹈演员，她天真活泼，极具舞蹈天

才，备受父亲和老师的宠爱。父亲在

桂林新中国剧社工作。1959年，13

岁的她就被选中向外国首脑和毛泽东

献花。

一天，班主任将她叫去，说：“你

爸爸被划定右派了。你知道右派是什

么吗？反革命，敌人，坏蛋。”她本

能地不相信：“我爸爸是最好最好的

人，老师你是不是听错了？”

明 鉴

胡平：共产党写党史
有一个致命的死结

《九评共产党》系统、深刻地指出

了共产党是如何反人性、反人类的——

“在共产党那里，没有普遍的人性标

准，善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变成随

意移动的标准。不能杀人，但党认定

的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

父母除外；仁义礼智信，但党不想或

不愿意的时候除外。普遍人性被彻底

颠覆，所以共产党也是反人性的。”

中共的反人类本性注定其自我美

化终将是徒劳的。中国问题专家胡平

评论：“共产党写党史有一个致命的死

结，那就是它反复多变，隔些年就要

改写一次。改写的次数太多了，改写

的幅度太大了，到后来大家就什么都

不信了。”

谎言重复一千遍仍旧是谎言，假

话翻新也仍旧是假话。自愿和被动上

当的人一直会有，而只有能识别和拒

绝谎言的人，才能得到真理，得到精

神的自由与重生。

漫画  《学党史 毁中华》/绘制 善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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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法轮功学员庆祝法轮大法弘传29周年

2021年5月1日，天气晴朗，5200

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湾台北中正纪念

堂前自由广场排字，庆祝李洪志先生

华诞暨法轮大法弘传世界29周年，场

面壮观殊胜。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锦华

说：“今年5月13日是师父70华诞，

5·13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普天同

庆的日子。台湾学员排字表达感谢师

尊将无限殊胜美好的大法弘传，大家

都亲身体会到修炼大法后身心健康的

提升及整个生活质量的改变，达到自

在祥和的生命境界。”

台湾各界祝贺李洪志先生生日
快乐

台湾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说，在

法轮功创始人生日前夕，祝福所有法

台湾历年大型排字回顾

轮功学员，期待他们坚守理念，把“真、

善、忍”的能量持续推广到全世界。

台湾前卫生署长、生物技术开发

中心董事长涂醒哲表示，“5月13日

是法轮功朋友们最重要的日子，也是

创始人的生日，在这里先祝福创始人

生日快乐。也祝福所有的法轮功成员

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涂醒哲说，法轮功学员这几十年

来，受到中共的迫害，其反迫害的精

神，以及遵循“真、善、忍”的做法，

得到全世界的肯定，他表示敬佩。对

于中共迫害人权甚至活摘器官的行

为，他希望能够让全世界来口诛笔伐，

像这样人类受迫害的事不要再发生。

“我们大家一起祝福法轮功所有

的学员们。”前国大代表黄澎孝说，“在

这个法轮功的纪念日，非常祝福法轮

功跟所有学员。这几十年下来，法轮

功学员反对中共对信仰的迫害、对自

由人权的践踏，通过坚忍不拔的努力，

不断引领世界往正确的方向前进，让

‘真、善、忍’的精神可以得到更充

分的发挥，让人们看到了未来中国的

一线曙光。”

台北市议员洪健益祝福法轮功创

始人李洪志先生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他觉得法轮功学员做事很用心，20多

年来都是站在第一线揭露中共，包括

中共活摘、贩卖人体器官及人权相关

议题。他感佩法轮功学员的意志力，及

揭示真相的初衷不变，并不因中共的

迫害而减少。就他所知在台北就有很

多法轮功学员担任志工，自愿制作、

发放真相资料，让中国人了解法轮功

遭中共迫害的真相。他认为，“这对

世人的影响是正面的、是好的”。

盛大排字  展示真相  揭露谎言
22年来一直担任排字图像设计

的吴清祥表示，法轮功教人修养心性

做好人，身体健康让国家节省医药费，

社会上好人越多社会愈祥和。坏人少

了，就不会有很多争端，治安就会好，

当然受台湾政府欢迎。其实不只台湾，

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欢迎法轮功。中共

打压法轮功，难道担心好人越来越多

吗？其实就是很荒唐、最愚蠢的行为，

所以法轮功学员以排字方式展现法轮

大法弘传世界的盛况，让世人知道真

相，让中共的谣言不攻自破。

2015年 2018年 20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