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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江峰
 【責任編輯安康】歷史

像水一般流淌。歷史上的今
天，講述歷史真相，道出生
命冷暖。

今天是四月二十五日，亲
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江峰 

沃尔夫•梅辛是一位犹太
人，出生在波兰华沙。小时候
呀坐火车逃学，列车员就问他：
“小朋友，你的票呢？”他从
地上捡起一张纸递过去，同
时对着列车员心里念念有词，
竟然蒙混过关了。原来梅辛从
小发现自己拥有心灵感应力和
遥视另外时间和空间的能力，
具有特异功能。一九一六年物
理学家爱因斯坦、心理学家弗
洛伊德，对当时已拥有世界第
一神奇人物称号的梅辛进行了
一次轰动世界的实验。当时弗
洛伊德是一言不发，用思维向
梅辛发出指令：“让他从一个
抽屉里取一把铜质的小摄子
来！然后用镊子从爱因斯坦的
胡子里拔出三根胡须来！”梅
辛准确无误的照作了。两位大
师除了惊讶就是赞叹。就在 
爱因斯塔揉着被拔了胡子还
疼着的下巴时，梅辛告诉他：
“您 将会在一九二一年，获
得一项非常重要的奖项。”果
然，一九二一年，爱因斯坦获
得诺贝尔奖。一九三七年，梅
辛在华沙的一个剧院里预言
希特勒“如果转向东方”攻打
苏联，希特勒必亡。希特勒
闻言大怒，悬赏二十万马克要
取梅辛的头。独裁者总 是狂
妄而徒劳的想改变历史的宿
命。梅辛不得不逃亡苏联。在
前苏联，斯大林也考验他：“梅
辛， 我这里可是水泼不进的克
里姆林宫，你能够有本事走
得出去么？”梅辛用他小时候
逃票的简单功能，拿起一张
碎的报纸， 就走出去了。斯大
林一看这情形，愤怒的责备他
的警卫失职。 可是警卫冤枉
地说：“我们看到的，他可是拿
着通行证呢，上面还有斯大林
同志您的亲笔签名呀。” 

人体的各种特异功能是
真实存在的。梅辛相信，他这
种特异 功能，是因为存在着
一种特殊的“场”。如果能够
发现，将为人类提供更多的可
能性，就像电磁的发现一样。
在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观点是坚决反对特异功能
的，但是这个客观存在你怎么
否定呢！何况说不定可以利用
特异功能，用于对西方的军事
目的。于是苏共中央科学部莫

斯科大学，组建特异功能实
验室。美国一九七二年也组建
了代号为“扫瞄”的“精神特工
小组”。也是上个世纪七十年
代，中国的报纸上出现了各地
发现可以用耳朵识字，用手识
字的特异功能儿童的报导。 

话要说回来，中国可比什
么波兰、苏联、美国的特异功
能多 了去了，气功就一直在
民间流传。到了八十年代，中
国出现了气功热。各种气功在
社会上和大 学校园流传。著
名科学家钱学森支持人体科
学研究。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做
总书记的时期，提出一个三不
政策，给了特异功能和气功
一个宽松的环境。从一九九二
年开始，法轮功开始在中国
传播。不仅由于他独特的祛
病健身效果，而且还系统的
介绍了特异功能是怎么来的，
甚至在生命科学、人体科学
方面解开了好多的谜团。这下
子不管是来求个好身体的大爷
大妈，还是来追求科学真理
的科研工作者，都像得了宝贝
似的：“呦，这功真好啊！” 公
开向社会传出这门功法的是
李洪志先生。李先生反复强
调： 大法修炼不求名，不求
利。他传功很简单，就一个标
准：“真善 忍”。做一个有益
于别人，有益于社会的好人！ 

做好人，看着简单吧，难
吶。现在这个世道，哟，您做
这个 好人干什么呀？什么意思
呀，这好人都等于傻子了。这
中国人吧，几十年了，都被折
腾坏了，人跟人之间缺乏信任，
说这法轮功怎么好，练不练的
再说，我先搂着，我倒是先看
看这个功法的师父怎么样。哎，
还真的就有跟在后面观察李
洪志先生的。 

李洪志先生不是办完讲座
去搭地铁么，一般人都是车来
了拥 着上，李先生就让着别
人上，差不多自己最后上去，
一看还有那么几个座，快走一
步还能坐上！ --- 一点儿都
不急，静静地，后面上来的人

一看：这好儿，还有坐，坐上
了。几乎最后就剩下李先生一
个人站在那儿。您说这办一天
讲座呀，你说能不累么？让。
这师父就是那么“正”！所以
带出来弟子都跟着做好人，一
身正气。所以呀法轮功除了
共产党安的那些个罪名之外，
你听说过哪个法轮功坑蒙拐
骗贪财好色了？没有嘛！ 

法轮功的迅速传播是一
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能让
修炼者身 体健康，道德升华，
多好呀！你伸伸胳膊踢踢腿，
没人管你--你有信仰，还有理
论还出书，学员的人数又超过
了中共党员的人数，到时候是
跟李洪志走还是跟党走呀？
这独裁者和政治打手们过敏
的政治神经被触动了。中共群
众运动之前总是搞什么？舆论
先行嘛。党报光明日报，刊登
“中宣部和公安部的文章，称
法轮功是迷信，炼法轮功的都
是傻子。” 但是这也说不通啊！
“迷信”，“傻子？”怎么科学
院那么多科学家，各大大学那
么多的教授练法轮功呢？中央
还有个胡耀邦留下来的三不
政策，对这些搞政治阴谋的
人是个紧箍咒。所以怎么办？
玩儿阴的，搞黑材料。 

从一九九七年起开始，中
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命令警察
在全国进行秘密调查，准备下
手。但是当局也不是都看得
惯他们这套做法的。一九九八
年五月十五日，国家体育总局
局长亲赴法轮大法发祥地长
春考察。最后的调研报告认
为：法轮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错，
对于社会的稳定，对精神文明
建设效果都很显著的。北京
还有一百三十位修炼法轮功的
社会知名人士，联名致信江泽
民和朱镕基，指出公安部干
扰法轮功学员的做法，违反了
宪法和法律。当时的总理是朱
镕基他最头疼的问题是什么？
国企改革，大量工人下岗问
题。法轮功强身健体给国家节
省了大量的医药费，这不帮助
稳定下岗员工嘛！就说了：“你
们公安部去找法功的麻烦干
嘛？抓好社会治安问题才对。”
但是朱镕基对法轮功学员的
批示被罗干等人扣压下来了。 

这时间就到了一九九九年
初了，法轮功所受到的来自中
共的威胁和压力越来越大，已
经延续了三年的干扰也愈演
愈烈，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一九九九年，三年前开始
炼法轮功的石采东，正在中国

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读博
士。四月二十四日这一天，是
星期六。他听到了一个消息和
大家的议论，说“有一个叫何
祚庥的人在天津的‘青少年科
技博览’杂志上发表诬蔑法轮
功的文章。” 当时，天津的法
轮功学员去跟杂志社沟通，杂
志社开始是答应把那篇文章
给拿下来，后来改口了。大家
于是去天津市政府上访，天津
市政府派出警察，把四十多
个法轮功学员给扣下来了。天
津警察还说：“我跟您这么说
吧，大姐，这事儿，天津管不
了，大领导都在北京呢，你们
去北京吧。” 石采东听到有法
轮功学员被抓，天津警察要大
家去北京解决。 他觉得，自
己也应该去。所以四月二十五
号，历史上的今天， 石采东坐
公交车，七点多钟就来到了位
于中南海西门的国务院信访
办。 

北京的四月，天亮的早。
石采东看到，街道两边的人
行道上已站满了法轮功学员。 
人是越来越多，多的是看不见
尽头了。男女老幼的学员都安
安静静地在街边站着。有的
捧著书在看，有的在炼功。穿
着制服的警察也很悠闲，有的
还与学员搭话，有的在相互聊
天。大约八点多钟，朱镕基和
几个工作人员从中南海西门朝
学员走来：“你们到这来做什
么呀？”“我们是法轮功学员，
来反映情况。” “你们派代表
来，我带你们进去谈。”朱镕
基接着这么说的。 石采东首
先自告奋勇地站出来，大家也
纷纷举手。朱镕基说 人不能
太多。就在学员中点了三个先
站出来的学员。 

朱镕基是边走边大声问：
“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不是做了
批示 吗？！”学员都很愕然：
“我们没有看到呀。”代表表
明：一是他们希望天津尽快释
放法轮功学员；二是允许法轮
功的书籍《转法轮》公开出版
发行；三是希望能有合法的修
炼环境。 当晚九点左右，进
入中南海与朱镕基会谈的法
轮功学员告诉 外面站着的学
员说，“天津呐，已经放人了。”
一句话出来，上万人静静的散
去，他们站了一天的地方，没
有留下一片纸屑。 当天晚上，
多个国外媒体都对上万人在中
南海附近和平上访的事件进
行了报导。并称这是六四天安
门事件之后的最大一次民众
聚集。而这一次，事件双方所

表现出来的和平理性，是中国
历史上从来没有的。 

四、二五开创了“中国政
府开明接受民众建议”的先河，
中国政治民主，政府开明的里
程碑。 石采东回去后依旧照
常上班，做实验，写论文。可
是，事情 并没有结束。 当时
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决定镇
压法轮功。一个庞大的政权，
要跟一个民间组织，一群每天
在公园里练功的，自己的温和
的人民开战！这中共高层干部
和家属炼法轮功的都不在少
数啊。尽管高层 内部对于镇
压有严重分歧。政治局当时七
名常委中六位不赞成。江泽民
还是一意孤行用特务手段，搞
了一个法外机构叫六一零，执
行了这场镇压。CNN中国问题
高级分析员威利在《中国的迫
害代价高昂》一文中指出，一
些政治局委员并不支持江泽
民的迫害，这已经不是什么秘
密了。这一切发生在邓小平去
世后两年。文章引用一个老共
产党员的话说：“通过发动政
治运动，江 泽民正逼迫高级
干部向他的路线宣誓效忠。”
于是乎污蔑，抹黑法轮功。
“四、二五”的和平上访也被
官媒说成了“围攻中南海”。一
时间是彷佛文革再现。 石采
东在两千年被抓到洗脑班一
个多月。他的法轮功朋友 被
抓，被判刑，被劳教，有的被
打死。石采东辗转来到美国，
在这里他再次拥有了炼功的
自由。在 每年的四二五这天，
他会和海外的同修，一起到
纽约中领馆前静坐，呼吁停止
迫害。纽约的春天，春寒料峭，
从四十二街上，中领馆的水泥
大楼边上刮过来的风，跟小刀
似的，特别的阴冷。石采东和
他的同修们，坐在冰冷的街道
石砖上，就像二十年前一样：
宁静，坚忍，祥和。 

历史上的今天，四二五和
平上访：说真话，是美德；面对
强 权说真话，是巨大的美德；
而他们面对强权，在为您和所
有 他们甚至不认识的人说着
真话。

 附 注 ：如 果 讀 者朋 友
想 看 江 峰 時 刻的 視 頻 和 其
它 江 峰 先 生 的 欄目， 可 以
在 YouTube 上 搜 索 http://
y o u t u b e . c o m / c h a n n e l /
UCa6ERCDt32ar89w, 點 擊 訂
閱，不要忘記再點擊右邊的
小鈴鐺呦，這樣您就會每天
收到江峰的免費視頻，每天
都會更新呦 ◇

—官媒口径中“四二五”围攻中南海的真相江 峰
時 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