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莆田事件为何一边倒？

据公安部网站消息，赵

克志10月16日主持召开公

安部党委扩大会议，连续7

次点名“孙力军政治团伙”，

强调要“持续深化肃清孙力

军政治团伙流毒影响工作”。

“政治团伙”成为中共对孙

力军案件的最新定性。

此外，赵克志还下达最

后通牒，要求领导干部带头

“讲清自身存在的其他违纪

违法问题”，公安部各级官员

要“抓住最后窗口期”，主

动说清问题，暗示最后的窗

口期一过，新的落马潮或将

开始。

有时政分析人士指出，

“政治团伙”这个说法是首

次出现，中共对于孙力军案

的最新定性暗示此前落马的

龚道安、刘新云等案件很可

能存在紧密关联。公安系统

可能很快会再有一系列高官

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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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政华案牵出江泽民
大外宣罕见揭“610”身世

一位司法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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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共体制决定了悲惨遭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退休教师顾国平

对媒体说：“什么原因造成他去报复社会

呢？就是这个体制，把他逼良为娼，就

是把一个正常的人，就变成了一个坏人

了，一个不正常的人了。”

然而在中国，类似的案例屡见不鲜。

2001年山西榆次大峪口村村民胡文海，

因承包煤矿失败，上访村党支部人员贪

污未果，枪杀村干部及与他有过节的群

众，致14人死亡。隔年1月胡文海被枪决。

悬赏通告无意间泄漏当局恐慌
欧金中事件发生后，平海镇政府10

月12日晚发出悬赏通告：“发现欧金中身

影线索奖2万，发现欧金中尸体奖5万。”

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说，正是政府这

份“抓活的有奖，但死的赏更高”的通告，

助推了当前中国社会又一次的网络奇观：

绝大部分的人公开表示对欧金中的同情。

至于那么多人都同情欧金中是对暴

力的认可吗？唐靖远说，当然不是。他

们同情的是欧金中多年讨一个说法而不

得的遭遇，并且支持对相关部门和各级

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进行追责，“这恐怕

才是当地政府，乃至更高层党官们，感

到恐慌的原因。”

据福建莆田秀屿区官方10月13日

通报，10日下午，秀屿区平海镇上林村

村民欧金中持柴刀砍人，造成一家五口2

人死亡、3人受伤。事发后，欧金中逃跑。

连续多日，欧金中事件在网络上发

酵，有网友质疑“欧金中真的是恶霸？

为什么那么多村民说他是好人？”一份调

查结果显示，同情的网民约占83%。针

对一面倒的同情，央视发表网评称“人

们的同情不宜延展为对暴力的认可”。

社会不公导致民众走上绝路
今年1月13日，欧金中在社交媒体

上发帖求助，“希望大家能告知我可以去

哪里申诉，省内的、市内的信访局已经

上访过了，也没任何回音，求求大家指

条明路。”

欧金中在求助信息中披露，2017年，

他办理了危房新建手续后，他家原有的

房子有400多平，拆迁后只能盖150平

的房子，导致他的儿子无法成家。

事发当天，当地刮台风，欧金中暂

住的房子上的铁皮被吹走。风停之后，

欧金中和家人去捡铁皮，经过邻居家的

菜地，不小心把邻居刚栽的菜压了，邻

居跑过去骂，双方发生争执，最后闹出

人命。

孙力军定性惊人
公安部人人自危

简 讯

翻墙软件下载地址
https://j.mp/fgp88

欧金中多次向政府反映情况没有回应，上访无果。村民眼中老实巴交的欧金中最终被逼成了杀人犯。



对于福建莆田欧金中事件，10

月14日，央视评莆田杀人案称：“暴

力不该被鼓励更不该被赞美。”另一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称

“中国决不应存在为欧某中这样行凶

杀人进行辩解的道义，他的杀人行为

被全社会谴责应当是无条件的”，还

称对欧金中的开脱将造成严重的是非

混淆和价值误导。

党媒所称的“道义”“是非”和“公

平正义”是站在党的利益基点所行使

的双重标准，冠冕堂皇的背后是虚伪、

不公。

中共从起家、建政到执政，一直

靠暴力镇压维持统治。从土改杀地主、

“镇反”杀“反革命”，再到文革“红

八月”、武斗和大屠杀，再到“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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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城和迫害法轮功，中共一路杀人如

麻，手段极其残忍。这些历史就一笔

勾销了？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下令

镇压法轮功，对信仰“真、善、忍”

的法轮功学员实行“肉体上消灭”“打

死算自杀”的政策。在各地劳教所、

看守所、洗脑班和监狱，法轮功学员

受到上百种酷刑的摧残，大批学员被

迫害致死、致残。

22年来，大陆法轮功学员突破

封锁，曝光了大量政法系统人员的暴

力、酷刑、活摘器官等罪行。一些国

际人权组织高度关注并展开调查。然

而，至今没有一个官员或警察因迫害

法轮功的非法行径受到调查或处罚。

至今，在中国法律体系中没有一

消 息

条法轮功是X教的条款，按照“法无

明文不为罪”，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

的。法官知道，检察官知道，派出所

也知道，但党大于法，法律只是一个

摆设。

2021年6月8日，58岁的辽宁

沈阳法轮功学员李红伟含冤离世，生

前因不放弃信仰曾两次被绑架、非法

关押，在沈阳浑南看守所和本溪监狱

遭受了多种酷刑，比如：锁铁椅子、

折叠式捆绑、连续29天被灌盐、电

棍电击等。

据明慧网报导，李红伟曾讲述

其在本溪监狱的部分遭遇：“2016年

10月25日左右，我在床上坐着，一

个名叫郑中的管房犯人看我不背监

规，他让我下来，我下来，靠在窗台

旁站着。郑中上来就搧我一个大耳光，

边打边说，谁让你靠在窗台，我代表

政府打你，这是政府给我的权力。”

央视称不应鼓励暴力，胡锡进称

“无条件”谴责欧某的杀人行为，那

么对于官方以党的意志、以法律的名

义犯下的虐杀民众的罪行，怎不见官

媒拍案斥责？

在共产党一言堂的高压体制下，

惩善扬恶、弱肉强食成了“主旋律”，

说真话、坚守良知的人往往会招来处

罚，甚至可能是杀身之祸。社会道德

在畸形氛围中加剧下滑，而党的吹鼓

手则道貌岸然地混淆视听，美化党的

暴力机器。

对法轮功的迫害若不停止，侵犯

人权的官员和打手若不受到审判和制

裁，所谓“公平正义”将永远成空，

广大中国百姓的苦难将不会结束。

官方改口称秋粮丰收 
河南灾民：做梦算的？

今年河南遭遇大洪灾。央视曾引

述当地高官的话，承认秋粮会有“一

定程度”的减产。日前农业农村部官

员又在央视宣称，降雨“没有影响秋

粮丰收”。河南农民在网上质问：你

们做梦计算的？

有河南农民在自媒体发视频质

疑，“你是怎样计算？你是做梦计算？

还是你到我们河南每家每户来称了？

还是说今年我们河南受洪涝灾害，水

分比较大，你把水分也计算上去了？”

此前曾有陆媒记者走访河南，了

解当地农作物受灾的情况。有不少农

民表示，村里的农田全部都绝收，被

淹的主要是玉米、花生、大豆等秋粮

作物。

虽然官方年年强调粮食丰收，但

中国进口粮食数量不断上升。2020

年的进口量比过去5年的平均值增长

了19%。2021年1～ 4月粮食进口

5079.2万吨，同比增长57.8%。

法轮功学员遭受的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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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鱿鱼游戏》海报

《鱿鱼游戏》微博点击破20亿 有何寓意？

红遍全球的韩剧《鱿鱼游戏》虽

然未能在中国正式上架，但截至17

日，该剧在微博话题上的阅读量超过

20.2亿，周边产品更是热卖，引发

外界高度关注。

《鱿鱼游戏》近日在影音串流平

台Netflix上映后，大受全球观众欢

迎，但由于Netflix未得到中共审查

机构批准、进入中国市场，因此大陆

民众只能通过其他方式观看《鱿鱼游

戏》。据法新社报导，目前在中国大陆，

至少有60个不同网站非法下载观看。

网络上，有网友这样感慨写道：

“如果我们制作这样的作品，一定不

会通过审查……”

对此，外界不禁好奇，《鱿鱼游戏》

究竟讲述了怎样的一个故事，让中共

不想播放它？官方又在担心什么？

据《世界的十字路口》主持人唐

浩表示，这部韩国电影背后揭露的是

中共对人类进行思想改造的多项神秘

战术，同时也预示未来全球社会正在

浮现新局面与巨大风险。

他进一步指出，该剧影射中共5

大鲜明斗争手段，包括“不断分化，

制造内斗，摧毁信任；诱导贪婪人心，

用利益煽动斗争；制造高压恐惧，迫

使人们为自保而害人；制造生存矛

盾，挑拨仇恨内斗；煽动害人，消灭

人性、良知与伦理；改造思想，灌输

党性，将人变成‘非人’”。

“我认为整部《鱿鱼游戏》，从某

个角度看，是在揭露共产党是如何迫

害人类、消灭人性、把人改造成‘非人’

的过程，同时也是一部预测少数资

本权贵将世界带往共产主义的预言。”

唐浩说道，“即便是活到最后的所谓

‘赢家’，其实也是输家，因为他已经

输掉了原本的人性、良知与理性。”

真实版《鱿鱼游戏》：
中国的“按需杀人”
器官市场

在《鱿鱼游戏》中，有一位士兵

活摘人体器官牟利。虽然这部电视剧

是虚构的，是对现代生活的尖锐批判，

但这个情节，人体器官被活摘和出售，

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真实发生的。

联合国人权专家的联合声明
来自人权理事会的9名联合国特

别报告员，花了1年多的时间挖掘证

人的证词，并研究中国高度可疑的器

官捐赠率，以揭示可怕的“按需杀人”

市场的新情况。

声明说：“联合国人权专家今天

说，他们对有关在中国被拘留的少数

民族，包括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人、

藏族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指控的‘摘

取器官’的报道感到极为震惊。

“根据收到的指控，据说从囚犯

身上摘取的最常见的器官是心脏、肾

脏、肝脏、眼角膜，以及不太常见的

部分肝脏。”

这份严峻的声明还指出，这种形

式的器官贩卖，严重依赖发誓要保护

病人的熟练医护人员，包括“外科医

生、麻醉师和其他医疗专家”，以及

各种公共部门专业人员的参与。

声明还说：“如果不放弃自己的

信仰或拒绝与警察合作，一些囚犯受

到死亡威胁，并受到警察摘取器官的

威胁。”

尼斯爵士与人民独立法庭
作为设立于英国的人民独立法

庭，在2019年听证会中，对中国医

院的秘密电话显示，在“按需杀人”

的制度下，病人可以很快得到手术。

在一份摘录中，山东省烟台市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7医院的冯振

东（音译：Feng Zhendong）医生，

在电话中告诉调查人员，“每个月都

有大量的器官”到达。

法庭主席尼斯爵士曾在海牙任审

判塞尔维亚前总统米洛舍维奇战争罪

案的检察官，他在2019年6月宣布

了中共强摘器官案的终审判决。终审

判决报告指出，“没有证据表明与中

国器官移植行业有关的重要基础设施

已被拆除，而且唾手可得的器官来源

至今仍然缺乏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

得出结论：强摘器官至今仍在继续。”



4 聚焦 2021年10月21日

泽民召开的一次政治局特别会议。

文章说，“610办公室”从成立

到裁撤，历经的三位国务院总理朱镕

基、温家宝、李克强，均未在其正副

主任负责人的任免令上签字。这是因

为“610办公室”直接关系到处理敏

感的法轮功问题。

“610”指挥链在中央一级有三

层，第一层是领导小组，第二层是中

央“610办公室”，第三层是公安部

“610办公室”。中央“610办公室”

主任由上级机构中央“610领导小组”

组长任命，该组长多由中央政法委书

记担任。“610办公室”主任则由公

安部正部长级别的常务副部长担任。

“610”头目纷纷落马
文章揭示，“610”的上级单位

是中央“610领导小组”。这个小组

的四任组长中，周永康于2014年7

月29日落马；11个副组长中，则有

4人先后落马，分别是周本顺、李东

生、张越和傅政华。

2018年3月21日，中央“610

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职责，被划归

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中央“610办

已落马的原司法部长傅政华，曾

担任神秘的中央“610办公室”主

任。中共大外宣日前罕见发文，揭示

“610”的成立源于江泽民召开的一

次政治局特别会议。

10月15日，总部位于北京的多

维网刊登《傅政华彭波均曾任职 610

办公室缘何成贪腐高发地》一文。文

章称，彭波和傅政华均曾任职“610

办公室”。该办公室成立于1999年6

月10日，全称“中央防范和处理X

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外界通常

称之为“610办公室”，或直接称其

“610”。

江泽民一意孤行设立“610”
文章揭示了“610”的成立背景：

1999年6月7日，时任中共总书记江

傅政华案牵出江泽民
大外宣罕见揭“610”身世

公室”就此不复存在。不过据称各地

方“610办公室”并未完全撤销。

中央“610办公室”自成立以来，

一直是一个隐秘机构，出镜率很低。

文章说，2013年之前，“610办公室”

几乎没有在中国央级官媒上出现过。

2013年12月20日李东生被免职

时，中共喉舌新华网报导称“中央防

范和处理X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

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

部长李东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

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是官方通告中

首次证实“610办公室”的存在。

文章列出了中央“610”头目的

具体名单，以及相关人员的落马时间。

至今为止的公开资料显示，“610

办公室”成立后共有六任主任：王茂

林、刘京、李东生、刘金国、傅政华、

黄明。其中，李东生和傅政华分别于

2013年年底和2021年10月落马。

“610”副主任包括：李东生、王

晓翔、袁隐、孙力军、彭波、柯良栋。

其中，李东生升任主任后落马，孙力

军和彭波分别于2020年初和2021

年3月落马。

政法系统俗称中共赖以维稳的

“刀把子”，但也是中共官员犯罪的高

发之地。

法外之地被曝在光天化日之下
文章说，公安系统长期缺乏有效

外部监督，成为法外之地。近些年曝

光的公安系统落马官员中，大多结成

团团伙伙和个人利益集团，危害政权

安全，使中央高层推行的政策饱受质

疑。文章最后指，“公安系统中更为

不透明的‘610办公室’，成为反腐

高地也就并无值得意外之处。”

被视为中共大外宣的多维网，突

然公开揭示江泽民主导成立“610办

公室”的详细内幕，以及落马的相关

“610”官员，非常罕见。

时评人李燕铭认为，迫害法轮功

问题一直是中共高层博弈的焦点，也

是江泽民集团的死穴，每逢习、江生

死搏杀关键时刻，习阵营就针对江泽

民这一罪恶开火。

施暴22年



站在正义一边 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将潘晶的卷宗退回，认为现有证据不

足以证明潘晶有社会危险性。潘晶被

非法关押15天后获释。

丹东市振安区检察院退卷，是正

当、公正的。退卷虽然是个案，但是

在法轮功仍然受到高压迫害的情况

下，每一个理智而正当的举动，都将

在历史中留下一个记录。历史终究不

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也绝不会让哪

一个行恶之人漏网。

在过去的20多年间，“不要跟我

讲法律”“法轮功的问题可以不走法

律程序”“对待法轮功不是根据国家

法律，听政法委的”等这些荒唐的言

论，是检察官、法官在非法庭审法轮

功学员时经常出现的“口头禅”。

然而，“不可能”正在变成“可能”，

正义的站位越来越多，明白真相的法

官、检察官正在做出明智的选择。

从“不可能”到“可能”
早在2016年，退卷、撤案就已

开始了，而在此之前，法轮功学员的

撤案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2016年10月9日，黑龙江省齐

齐哈尔龙沙区法院非法庭审屈树荣女

士，律师辩护有理有据，公诉人承认

2021年9月17日，辽宁丹东法

轮功学员潘晶被非法关押15天后，丹

东市振安区检察院以现有证据不足退

卷，驳回公安对潘晶有社会危险性的

指控，潘晶获释回家。

在派出所，面对公安的非法审讯，

潘晶一直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指出

他们的非法抓捕、非法办案，涉嫌犯

了滥用职权罪。公安未得到任何口供

的情况，把潘晶送到看守所。

9月16日下午，丹东振安区检察

院的一名检察官到看守所给潘晶做笔

录。这位检察官说，公安指控潘晶的

罪名是涉嫌“利用X教组织破坏法律

实施”。潘晶说，这个罪名不成立。首

先，她没有做任何危害社会、危害他

人、甚至是伤害自己的行为，是不构

成犯罪的。其次，派出所也拿不出证

明法轮功是X教的法律，公安部认定

的14种X教中没有法轮功。“天安门

自焚”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确认为栽

赃陷害法轮功的伪案。

最后潘晶对检察官说：“希望你能

依法办案。新出台的公务员法也明确

指出，公务员办案是要终身负责的。”

检察官说：“我知道。”

9月17日，丹东市振安区检察院

“三退”保平安。真名、化名、小名皆可。用翻墙软件登录退党网站tuidang.epochtimes.com声明“三退”。

2021年10月21日5 真相

证据来源的非法，法院退案、检察院

撤诉。公诉人杜艳红说：你们聘请的

两位外地律师太正义、太有力了，这

件事影响面太大了，以后在给法轮功

学员判刑得考虑了，不能再重判了。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公安、

法院、检察院等部门至少有76名法

轮功学员被释放和撤诉；2018年，

退卷达156人次，另有8人被无罪释

放；2019年，有186名法轮功学员

被检察院、法院退卷，16名法轮功

学员被无罪释放、撤案；2020年，

有8名法轮功学员在检察院撤诉后回

家。至目前，退卷总计已超过420余

起，撤案达数十起。

正义会迟到  但从不会缺席
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

做好人。迫害法轮功天理不容，就是

按世间的法律也是违法的。随着20

多年来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讲清真

相，坚冰已在融化。

1、按中国目前的法律，法轮功

学员是无罪的。

2、20万人起诉江泽民，让公检

法系统了解了法轮功真相。

3、公检法办案“终身追责”，对

执法人员敲响警钟。

4、政法系统“倒查20年”，“610”

头目集中落马。

5、国际社会对于迫害法轮功的

高度关注。

公检法承担了打压的角色，但从

另一角度看，这不也是一种机缘吗？

有许多法官、警察、检察官正是在审

理过程中，走入法轮功。当然，并不

是让人人都修炼，但是明白法轮大法

是正法，智慧而正当地对待法轮功学

员，这不就是历史赋予不同的角色，

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吗？如果等到水

落石出的一天，正义法庭的法槌敲响，

那时后悔还有用吗？



6 见证

功定为X教的指示，老同学一下子蔫

蔫了，村书记也害怕了，再也不敢供

我们饭了。

有一天，老同学一进村部就对我

们说：“刚才镇上开了个会，要求你们

谈谈个人的认识，为什么非得炼法轮

功？”他对我说：“老同学你先谈谈。”

我说：“行，我先说。过去，我虽然

年纪不大，但是却是村里的一个老病

号。”我对在场的几个村官说：“我的

情况你们都知道，我是气管炎，一年

四季总犯病，常年找医生看病，吃药、

打针、输液成了家常便饭；后来无药

可治，在我卧床100多天要死的时

候，我学了法轮功；我炼了不到一个

月，奇迹出现了，我的病好了。我感

谢法轮功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法

轮功是度人的好功法，李洪志师父是

来救人的。现在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

我理解不了，我感到难过，我无比悲

伤。”讲到这里，我鼻子一酸，哽咽

地再也说不出话来，“唔唔”地哭了

起来。在场的所有人都默不作声地瞧

着我，同情、怜悯的气氛覆盖了整个

空间。有人也哭了，老同学的眼睛也

湿润了。

过了一会儿，老同学问我说：“你

们师父不是总写经文吗？你可以把最

近的经文告诉我吗？”“可以。”我就

半年前，碰到一位老同学，一起

聊我们老同学的状况。提到一位司法

干部，他说“他挺好。他身体也挺好。

咱这些同学谁也赶不上他呀”，夫妇

都有3000多退休金，两个女儿大学

毕业工作，安度晚年，享天伦之乐。

为什么这位从司法部门退休的同

学和家人如此的幸福呢？时光倒回到

1999年。1999年7月20日，神州

大地乌云遮日，江泽民为了一己之私，

发起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三个月

后，江魔头一手遮天，践踏宪法，迫

害开始升级。

一天上午，村里的法轮功学员都

被集中到村部，让大家放弃修炼法轮

大法，写不炼功保证书的就放回家。

我和几名同修没有写，当即被非法关

押在村部。

村部里全体村官在场，镇政府又

派来一个司法干部坐镇。这个司法干

部是我的老同学。见面后，他主动和

我打招呼。

村政府一日三餐供我们饭，菜里

还有许多猪肉。老同学怕我上火，几

次对我说：“先等一等。几天后中央

给法轮功定性，如果不是X教，你们

就回家随便炼了。我们要买东西去你

们几家慰问，让你们家人能够得到理

解。”几天后，传来了中共诬蔑法轮

一位司法干部的正确选择

2021年10月21日

把师父1999年5月8日发表的《见

真性》这首诗背给他听：“坚修大法心

不动　提高层次是根本　考验面前见

真性　功成圆满佛道神”。他听完后，

低头思考，没有说什么。从那日起，

老同学再也不和我提“法轮功”这三

个字了。

一天晚上，老同学喝了酒，胆气

也壮了，他跟我说：“这几天我天天去

你们村上班，我不是看管你，这是我

的工作，你不恨我吧？我一直在和镇

领导给你说好话，没几天你就回家了。

你别着急上火，再坚持几天吧。”

第8天，我在没写所谓的保证书

的情况下，果然回了家。

2001年，我遇到了一件难事，去

镇政府找老同学帮忙。他是司法干部，

有一定权力。他为我出谋划策，全力

以赴地帮助我解决。

2009年，一个同学的儿子办婚

礼，前来赴喜宴的同学有20多人。老

同学身着司法服也来了，他看见我后，

微笑着主动和我点头，悄悄地对我说：

“你的信我看了（我给他寄过真相信），

你们（法轮功）的资料我也看了，我

理解你们，我知道你们没有错，我也

相信你们。”“你有正义感，你很善良，

你会有福报的。”我鼓励他说。“借你

的吉言。谢谢。”他微笑着和我辞别了。

转眼10多年过去了，老同学的确

得福报了，因为他给自己选择了一条

光明之路。

突破网络封锁  寻找真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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