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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陕西榆林粮油蔬菜店主

罗某夫妇购进7斤芹菜。市

场监管部门提取2斤抽样检

查，剩余的5斤售出。结果

罗某夫妇被罚款6.6万元，

原因是芹菜抽检不合格。

网民纷纷抨击：这是

“明目张胆的抢劫！”政府横

征暴敛令老百姓怨声载道。

央视也来报道乱象，方

式却是“坏事当好事”处理：

“中央是好的，都是地方惹

的祸”。其实对待老百姓，

中央地方本质上都一样。

根据中共统计局的数

据，上半年中国31省份的

公共财政全部出现赤字，所

以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向社

会搜刮。中共的矛头只会指

向人民、压榨人民，这是中

国人民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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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宗教、科技文化传到国内，会开拓

国人的眼界，产生自由思想和反抗情绪。

不过该文作者郁风第二天再刊出文

章，提及自己的文章被历史研究院投诉。

闭关锁国的本质是
愚昧与文明之间的较量

时评人江峰表示，自从民国初年以

来，历史学者对清朝闭关锁国的结论非

常明确，就是封闭与开放、野蛮与文明

的对立，这是人人皆知、人人可见的结论。

但是在《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

里，结论变了，说 “闭关锁国”起到过

反侵略、反殖民、反海外敌对势力干涉、

反文化渗透的积极作用。

其实，这个结论是为当下中共为其

政权安危，随时决定国门或开或关、开

多大、关多久寻找历史借口。

江峰认为，中共对于现实的极度恐

惧，对于政治经济体制走入绝境的无奈

下，闭关锁国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而“自

主限关”只能是中共外交国防无能的遮

羞布。

中共的专家带着政治任务为中共的

政策背书。江峰表示，既然历史研究是

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那么颠倒了历史

就颠倒了全社会，就可以让所有反人类

的言行都变得合理有根据了。

近日，中共官方“中国历史研究院”

发表特稿《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

新探》，被指为闭关锁国翻案，引发极大

争议。文章也凸显出中共治下的文人堕

落得非常厉害。

8月24日，《明清时期“闭关锁国”

问题新探》发表在中国历史类核心顶级

期刊《历史研究》今年的第三期上，署

名是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历史

研究院课题组。

该文认为，明清的闭门政策并非“闭

关锁国”，而仅仅是“自主限关”，是为

了维护国家主权、防范西方殖民侵略。

但也造成了消极防御和对西方先进科技

的漠视，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中国遭到

西方侵略埋下了伏笔。

这篇文章在网络上流传，引来不少

网友指责，“这算是否定改开吗？”“这就

是自比明清了呗？”“邪恶风”。

28日，有网民发表《批驳历史研究

院“闭国锁国有利论”》，指《明清时期“闭

关锁国”问题新探》美化、赞扬、合理化“闭

关锁国”政策，没有任何新颖、有说服

力的史料，大量充斥的是“某历史学家

认为”“某学者指出”这样的“论据”。

文章认为，“闭关锁国”不是“自主

限关”，也不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维护

爱新觉罗氏的统治，清廷害怕西方的思

卖5斤芹菜
被罚6.6万
地方政府穷疯了

简 讯

翻墙软件下载地址
电脑版  https://j.mp/fgp88
安卓版  https://j.mp/fgv88

希望之声

中共为闭关锁国翻案 引爆网络

历史研究院特稿 （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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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热点

视频中，王某某声音被变声处理；

而陈继志的声音，有网友称是东北口

音，“样子变了……居然声音也变东

北话了”“怎么看都不像同一个人”。

央视采访中，被害人“王某某”说，

好几个人殴打她们后，威胁不许报警，

“否则就弄死我们，然后就跑了。”

网友分析，这是中共编好的串词，

“就陈继志这种背景的人，会警告女

孩不要报警不要叫人这种怂话？呵

呵”“陈继志在唐山嚣张惯了，可以

说都是它自己人，正常情况下被它欺

负的人报警，它也不会怕，加上烧烤

店它喝酒壮胆，更不会怕，也就不存

在央视采访中假装受害女性说的被陈

警告不让报警。”

唐山打人案事发两个多月后，中

共通报了最新进展，不过网友不买账。

四名受害人是否还活着，各界关注。

官方否认4名受害女遭性侵
超10亿人次围观惹议

8月29日，河北省人民检察院

公布了案件的审查起诉情况，否认了

受害人曾遭性侵害、被从楼上扔下，

以及被汽车碾压等说法。并认定四名

受害女子：两人轻伤，两人微轻伤。

消息传出后，引发网络一片质疑之声。

时评人周晓辉表示，广大民众最

为关心的是：烧烤店旁边的小巷子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央视为了避免

引发人们的质疑，先点出这里是“公

共视频的盲区”，这是央视撒的谎言。

因为网上有视频显示巷子里的墙

上曾有一个摄像头，但在事发后不翼

而飞。什么原因不翼而飞，已不必再

说，无疑，在中共看来，只有否定视

频的存在，谎话才可以大行其道。

“怎么看都不像同一个人” 
央视播放了采访被害人王某某的

视频，以及主犯陈继志被审的画面。

不过，被害人王某某在受访时背对镜

头，主犯陈继志也仅显示侧面，两人

都没有一个正面照。

唐山案“受害女”现身？通报细节再引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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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女孩不愿意面对公众？
不过有人相信央视的说辞，认为

4名女孩不想被人议论，才不愿露面。

对此，有位推特网友提醒：每

当你觉得自己快要信了的时候，不妨

想想——吹哨人李文亮被央视定性为

“造谣者”，铁链女被说是小花梅……

4名女孩被暴打成，按照正常人

的心理，受害者和家属一定要为自己

和亲友讨回公道。害怕见人，害怕在

公众面前曝光的，应该是施暴者，而

不是受害者。公众谴责的是犯罪者。

受害的一方是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才

能让邪恶曝光，让犯罪者受到严惩。

中共说的话，做出的承诺，事后

来看，全是假的。

央视的采访视频中，受害人“王某某”背对镜头，声音经过处理。

赵兰健

安徽雷击事件
媒体这碗饭不好端

最近，安徽网友因为发生在自己

身边的一件事，对媒体的内幕有了真

切的感受。  

这个事情是因为一起雷击事故引

发。8月26日晚9点，当地网友爆料，

安徽芜湖南陵县政府前的南陵广场，

人们在做核酸时，突然一道雷击下来，

造成二人死亡，多人受伤。

结果，当地媒体在报道这件事

时，刻意回避了事发时人们在做核酸

检测，先说成是运动健身中出现雷击，

后又改口说是4人在跳广场舞时被雷

击致2死2伤。

了解实情的网友们纷纷质疑，明

明是做核酸时发生的事，为何说成跳

广场舞？在网友的质疑下，后面的媒

体就学乖巧了，标题没变，还是说广

场舞，但是文章的内容中通过目击者，

间接透露出了真相。

这不免让安徽本地的网友们又好

气又好笑，一个简单的新闻事情，都

要顾忌方方面面，于是接连改了两次

标题，一直到第三次时，才在网友们

质疑声浪中，最后间接说出了真相。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体制下的

记者们不好混，媒体这碗饭是真的不

好吃，写个新闻都束手束脚，不能在

第一时间把真实的情况告诉网友，非

得让网友们指出来后，才改过内文。 

但是这样一来，疑问不免也产生

了，如果媒体们都能这样去改编新闻，

那我们何时，又要在何处，才能看到

真实的新闻呢？

还有网友发帖说，核酸检测是危

险项目，必须取消。

看中国 



中共下架多个书画作品
龙应台回应：“被你禁，真的是我的光荣”

日前，江苏盐城、山东青岛等地

学生家长收到校方通知，作家易中天、

陈丽华等人部分作品，漫画家郭竞雄、

台湾作家龙应台所有作品被禁。

中共禁书引发网友反弹，有网友

惊呼：焚书开始，何时坑儒？很多网

友追寻禁书原因，发现龙应台、郭竞

雄等名家，留下不少经典言论或画作，

这让中共惊恐之余，而欲除之。

龙应台：“被你禁，真的是我的
光荣”

有网友贴出龙应台的经典名句，

认为这可能是她被禁的原因：“你可以

选择做官，你也可以选择挣钱，但你

不能选择通过做官来挣钱；你可以选

择做圣人，也可以选择做俗人，但你

不能选择让大家像圣人一样崇拜你，

还要像俗人一样原谅你。只想要权力

不想要约束是恶霸，只想要享受不想

尽义务是流氓。”

针对中共的禁令，8月30日，龙

应台在脸书上回应，“被你禁，真的

是我的光荣。但是，我会继续为你努

力，真诚地努力，用每一字、每一句，

用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故事，打开你

心里一扇又一扇不幸紧闭的窗，让你

领悟人心有向往，让你明白文明有力

量，让你认识和平有意义，让你看见

控制的路上其实血迹斑斑，希望你有

一天终于知道：国家存在的唯一理由

是给予人民幸福，政府存在的根本前

提是保障个人的自由。”

易中天部分书籍被禁
有网友猜测易中天被禁的原因时

说，“易老师时不时话语中带点思想，

我以前听他的《三国》就听出来了，

所以被盯上了。”

有一位网友贴出《易中天中华史》

中的一段话，暗示被禁原因：“历史

学家已经发现，一个王朝和国家，越

是政权不稳统治动摇，就越是对内拼

命钳制，对外顽固排斥。相反，如果

相信自己的政权稳如泰山，自己的文

化浩如沧海，那就会打开所有的门窗，

对外来文化一视同仁地照单全收。”

大雄作品被禁 与奥斯卡有关？
郭竞雄笔名大雄，吉林长春人，

有着“中国漫画天王”之称。

大雄的画作获奖不计其数，

2000年他以全国动漫画作品大赛冠

军崭露头角。2006年，他与武侠小

说泰斗金庸合作的漫画《天龙八部》，

获得法国安古兰国际漫画节艺术特别

奖，这是华人第一次获得这项被誉为

“动漫界奥斯卡”的奖项。

2008年，大雄因画九评退党漫

画遭到中共迫害，被迫于奥运前流亡。

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

2022年9月2日 聚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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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雄为上街争民主的港人义务创作了

《香港加油》《撑起希望》及《守住未来》

等12幅漫画海报，在香港的街头巷

尾爆红，并获得一些港星转载。

近期，动漫电影《长春》——大

雄历时6年、用画笔记录下20年前

震惊世界的法轮功学员长春电视插播

事件，然后由加拿大制片商Lofty Sky
制作，斩获了多项国际电影节大奖。

加拿大电影电视协会8月24日

宣布，提名中文动漫纪录片《长春》

入选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成为加拿

大首部提名入选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的中文动画纪录片。

中共迫不及待地封禁这些知名作

家、漫画家的创作，反而印证它害怕

人有思想，害怕中国人受到中华传统

文化的熏陶。这也是中共临死前所能

做的最后挣扎。

郭竞雄任
美术主笔，
加拿大动
漫纪录片

《长春》入
围奥斯卡。



4 百年真相

史，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短短6年间，

从文艺界到史学界进行了很多解禁。

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我们必须揭露历史的真

相。”“对我们来说，掩饰历史是不允

许的。历史已经存在。”

以“填补空白点”为特色的“历

史热”在苏联兴起。史界和社会各界

对内战、新经济政策、大清洗、饥

荒、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重点领域补充

了150多个历史空白点。在真相面前，

人们发现，苏联的教科书充满了谎言。

1988年6月，羞愧使有关部门取消

了那一学期的全国中小学历史考试。

同年，影射斯大林的电影《忏

悔》在全国公映，成为苏联解体前标

志性的文化事件。导演钦吉兹‧阿布
拉泽在影片中塑造了30年代的州长

阿拉维泽——一个暴君与撒谎者的形

象：他一开始许诺为人民建立“人间

天堂”，执掌权柄后，对支持者们残

暴践踏，把自己的朋友、艺术家山德

罗关进了集中营。他自觉不可一世，

晚年愈发昏愦，甚至想开枪射下太阳。

《忏悔》的公映引发苏联各界强

烈反响，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开始反思

当地时间8月30日晚，苏联最

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去世，终年

91岁。

在他的治下，苏联正式解体。解

体前的人民不再信任苏共，国内经济

极度匮乏，庞大的暴政最终在人民的

唾弃和部队的倒戈中走进历史坟墓。

苏共最年轻的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的幼年经历过1932

年苏联大饥荒，他的祖父和外祖父在

三十年代都曾被苏共逮捕，他的父亲

也被送到西伯利亚流放。这样的生活

经历让他对苦难有了更多的了解。

戈尔巴乔夫1955年大学毕业后，

仕途顺利，不断升迁，他有许多出国

访问旅行的机会。戈尔巴乔夫曾去西

德、加拿大、英国等西方国家访问，

在民主国家的所见所闻开阔了他的眼

界，使他能够重新审视共产体制。

1985年3月，54岁的戈尔巴乔

夫被选为新的苏共总书记，成为苏联

最年轻的领导人。

实行前所未有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苏联政治体制

的弊端及其对经济改革的阻碍作用，

执政后他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

在思想上推行多元化，政治上推行多

党制和议会政治，经济上推行私有化，

军队建设上推行非党化、非政治化，

都是从根本上放弃了共产党的价值观

念和政治体制，成为东欧剧变的重要

推手。东欧绝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高

层放弃了一党专政，以和平的方式走

向转型。为此，1990年戈尔巴乔夫

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填补空白的“历史热”
共产党擅长掩瞒历史和制造伪历

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与苏共解体

2022年9月2日

共产极权罪恶的来源以及成因。

俄罗斯的反共高潮
苏共党员有1900万，解体前就

有500万党员公开退党。苏联当时拥

有400万的军队，在苏联解体时，军

队倒戈，拒绝了党的指挥。

1991年8月29日，苏联共产党

被禁止开展任何活动。俄罗斯人民掀

起了一场去共化运动。作家伊万诺夫

要求将那些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有好感

的人从国家机关中赶走，选拔国家公

务人员的主要标准是具有反共思想。

老党员、眼科医生费奥多罗夫指

出共产党在国内形成了一种新的邪恶

宗教，并规定了人们的行为准则：对

上级奉若神明、卑躬屈膝；对同级憎

恶猜忌；对下级命令施压。

很多党员公开与共产党决裂，人

们在大街上焚烧党员证。许多人呼吁

对共产党进行纽伦堡式的大审判。

1991年12月25日晚7点，戈尔

巴乔夫发表电视演讲，辞去总统一职，

38分钟后，红色的苏联国旗从克里

姆林宫上空降下，苏联解体。

中共最大的恐惧
像苏联一样死亡和被埋葬

2011年8月，英国《卫报》独

家采访了戈尔巴乔夫。当记者问到他

最遗憾的事情时，他毫不犹豫地说：

“应该早点离开共产党。”

中共一直把苏共的解体解释为

“美国和平演变”的结果，这种论调

是共产党的自我解嘲和颠倒黑白。穷

凶极恶的共产党带给人类的从来就是

灾难、贫穷与死亡。

天意民心，4亿中国人已经退出

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是真正

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天灭中共，谁还

在糊涂？

上接第1版“三退”保平安。神看人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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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中共党团队）。如今，超过4亿人“三退”。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退党（团队）证书”被美移民官认可。

大纪元 

米哈伊尔 · 戈尔巴乔夫（1931年～ 2022年）



不喜欢共产党。”

我就想，走在唐山的大街小巷，

主动跟你搭讪的，不是熟人，多半就

是推销的。而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慈

眉善目，和蔼可亲，他们会真诚地告

诉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既不加你微信，又不跟你要钱，还可

能会免费送你一个精美的小挂坠，或

者一本劝善的期刊或者书。我想，如

果我是家长，我会非常乐意自己的孩

子也能偶遇这么一个美好的瞬间。

然而，这样的善良人，却常常遭

到警察的抓捕。法轮功明慧网上报道，

最近三年里，唐山地区发生了五次公

安系统秘密策划的大规模绑架案。例

如2019年7月6日凌晨3点，仅遵

化就出动300多警察，按内定法轮功

学员名单30多人，统一实施绑架。

最具讽刺意义的，烧烤店打人事

件发生后，公安开展了“百日行动”，

唐山警察大面积骚扰修心向善的法轮

功学员，敲门、录像等。至少十位法

轮功学员被非法抄家，有六位被非法

抓捕，她们有的是钢厂的退休职员、

高级工程师，还有高校教师。

这些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被抓，大

多是像前文提到的老大爷一样，在街

上告诉人“真善忍好”，然后就被警

察抓捕判刑了。从另一个角度讲，当

河北省唐山市的治安状况堪忧，

从烧烤店打人事件火遍全国网络，余

波尚未平息，又传出越野车辗压女友

视频，接连撞破人性道德底线。据传，

今年唐山境内的几所大学招生遇冷，

情况非往年可比。

有家长调侃：“去唐山上学可能得

自带护盾，不然下了火车没到学校就

出事了。”有的家长说：“决不让孩子

去唐山的任何一所大学！生命安全比

事业前途更重要！”家长的心情可以

理解，这让我想起一件事。

我认识一个小伙，有很好的工作，

曾在唐山上过学，他跟我讲了这么一

件事：在唐山上学期间，有一天碰到

一个老大爷，亲切地跟他叫“大外甥”！

他心里一惊，想：这人生地不熟的，

怎么有人认识我？紧接着，这位老大

爷就跟他讲法轮功真相、中共为什么

迫害法轮功，以及退中共的一切组织，

不与恶为伍，能保幸福平安等等。

我问他：“这老大爷说的，你相信

吗？你爸妈可都是警察呀！”他说：“我

还感觉挺好的，虽然有些东西一时不

能完全接受，但是以后我可以慢慢去

了解。老人很善良，很真诚，陪我走

了一路，他说的那些对我没坏处，就

是在心里面退出中共就行了，记住‘真

善忍好’，我同意‘真、善、忍’，也

唐山的社会乱象是谁造成的

这个社会不允许传扬“真、善、忍”

的时候，必定滋养虚假、暴力和恶性

争斗，以牙还牙，以恶制恶，长此以往，

社会上必然会积累相当大的怨力。

作为河北省的一个经济强市，唐

山毗邻京津，政治方面不甘“落后”，

多年来紧随江泽民余毒迫害法轮功，

使这片曾有众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赵

大地，如今成为打击“真、善、忍”

的重灾区，各种社会乱象的根源似乎

就是这些执法犯法的公安警察。试想

一想：做好人遭迫害、讲真话遭迫害

的社会，可不可怕？你愿意你的孩子

生活在那样的社会吗？

2022年9月2日 真相 5

2022年7月21日，美国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DC举行反迫害游行，呼吁立即制止中共迫害。

明慧网

拒绝为中共做伪证
喉癌不治而愈

福 报善 恶 因 果

2006年，沈阳市苏家屯有一

个人，在沈阳市人民医院确诊患了

喉癌。到了快说不出话的时候，苏

家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非

法组织的主要头目带领一伙人进了

患者家，威逼利诱这个患喉癌的人

冒充法轮功学员，否认苏家屯活摘

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让他做现场采

访的对象来证明。如果他同意这么

配合，就能给他3000元钱治病。

就在病人百般无奈的时候，病

人的妻子回来了，进家门一看是这

么一回事，就十分生气地说：“一个

得癌症连话都说不来的病人，还要

接受采访、作假证，这让人家知道

了，你们怎么去解释？你们的事人

家都知道了，还要让人怎么说；做

没做，你们还不知道真相！”这伙

人一看，慌忙地走了。

神奇的是三个月后，那位喉癌

患者再去医院检查时，医生告诉他

癌症没有了。病人不敢相信这是真

的，但他能说出话来了。现在，他

逢人就说，法轮大法就是好，信法

轮功永远没错的！ 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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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

2011年，我讲真相被绑架，后

关入监狱。有一个姓徐的狱警，是专

门管法轮功学员的。有一天，她把我

叫去谈话。我当时也没有害怕，很平

和地跟她讲大法的真相。

我说：“我是因修大法救人被绑

架来的，我们修炼人要讲真话，我对

你也得讲真话，说真话是救人的，说

假话是害人的。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

大法师父要求我们要做到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要设身处地为别人好。现

在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都让炼法轮

功，就是中共搞镇压。法轮功要不好，

能有这么多人炼吗？法轮功对祛病健

身有奇效，我以前患多种病，炼法轮

功后，再没有吃一粒药，全都好了。

你看我现在的身体多好。”

她说：“你讲的这些，别人也跟

我讲过，你们那本《转法轮》我也看

了多遍了。”我说：“谁看谁受益，看

得越多，受益越多。”她说：“你说的

这些，我凭什么要相信呢？”

我说：“凭我的精神状态，凭我的

为人处事，凭我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她说：“我不看这些。”我说：“那你看

什么呢？”她说：“我就想要个孩子，

老也怀不上，我要能怀孕了，我就相

信你说的这些。”

当时，我扑哧一笑，她问我笑什

么，我说我笑你很善良啊。她说：“善

良什么呀，你们都给我上恶人榜了，

你还说我善良。”我说：“你可以弥补

啊。你可以在你的责任范围之内，给

我们一个宽松的环境，让我们能学到

法，这就是行善事，这就是在弥补，

这是功德无量的大善事。”她说：“我

早就知道你学法，你还抄书呢。”我说：

“那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不

知道就行了，你这就是在弥补啊。”

之后，那位狱警对法轮功学员的

态度有了转变。没过多长时间，她就

怀孕了，生了一个男孩。

狱警明白真相得福报老汉说九字真言
救了自己

2021年10月的一天上午，我

出门碰到一个人拄着棍子在走路，

有时还跺跺脚，面色很难看。

我一看这是我以前帮他做过

“三退”的人，他说：“我得脑血栓了，

现在又得了肾结石。医生说石头太

小打不了。可是我好几天不能睡觉，

疼得不行。”

我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了吗？”他说：“念了，不

管用。”听他的口气，他并不是很

相信。我说：“你今天只念一遍，明

天也只念一遍，那能好用吗？”他说：

“那怎么办？”我让他在那等着，我

回家拿了护身符送给他，说：“照这

上面的字念，尽量多念，心诚则灵。”

过了20天，我又遇到他，他

笑眯眯地说：“好了，这九字真言救

了我！那天你告诉我后，我没有回

家，拿着护身符就在村子里转了一

大圈，有3个多小时，嘴里不停地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到

家后真的就不疼了。大姐，谢谢你！”

我说：“你别谢我，你得谢谢法轮大

法师父！师父看你这次是真心实意

地念，相信了，就给你治好了。”

我又说：“你家不总有二三桌打

扑克的人吗，你回去把念九字真言

救了你的事告诉大家，你这个拄棍

也会扔掉的。”一个星期后，他真

的把拄棍扔掉了。 明慧网

真相

2001年除夕，天安门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自焚事件，这是江泽民指使
拍摄、漏洞百出的世纪谎言。下面仅举两例。

震惊世界的自焚事件被证实是世纪谎言

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被烧得浑
身焦黑，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
却完好无损。有人做过一个试验，用
火烧雪碧瓶，5秒雪碧瓶子开始变软，
7秒收缩变形，10秒缩成一小疙瘩并
燃烧。可是，王进东两腿间的雪碧瓶
翠绿如新。这该如何解释呢？

2 塑料瓶子烧不坏？

焦点访谈“自焚”录像截屏显示，
图1、自焚者之一刘春玲身上的火被
扑灭时，有人用重物猛击她头部；图
2-3、刘春玲不自觉地双手护头，随
即倒地，被打弯的重物从其脑部快速
弹起；图4、一名身穿大衣的人站在
出手打击的方位，仍保持用力姿势。

1 自焚者刘春玲被烧死？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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