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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莫测

多少迷蒙

真相明心

缘到福成

www.minghui.org

（明慧记者李慧容台湾综合报

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四日上午，

台湾立法委员田秋堇主持“营救台

湾人的女儿”记者会，为九十一岁

桃园县民李善桢，营救在上海的女

儿李燿华和外孙女张轶博，她们因

修炼法轮功，被上海徐汇区公安分

局非法关押五个多月。

李善桢哭诉，他的女儿李燿

华（六十三岁，香港籍）居住于上

海，患有先天严重脊椎S畸形病，

经常疼痛，病情严重时会下肢局

部瘫痪，不能行走，不能提重物，

一九九六年修炼法轮功后不久，全

身病痛全部消失了，却遭上海公安

非法关押，不准探视，音讯全无。

李善桢的外孙女张轶博，硕士

毕业，今年廿九岁，在上海西门子

通信公司担任财务经理。自小单薄

瘦弱，患有胃病，一直无法根治改

善。看到母亲修炼后健康状况明显

改善，她惊叹于法轮功的神奇，也

开始学法炼功。自此之后，她的健

康情况马上改善，个性上也变得比

较宽厚。

李善桢恳求台湾社会，“请伸

出援手，救救我的女儿，不要让她

每天受到折磨。”

祖孙大陆求助无门

事情发生在“六四”廿周年

当晚，上海徐汇区公安分局“六一

零”办公室人员闯入李燿华家中，

没有任何拘捕状，强行抓走李燿华

和张轶博母女。之后他们一直被非

法关押在徐汇区看守所。李善桢多

次赴看守所求见，却不准探视。

李燿华远在洛杉矶工作的

儿子张轶渊闻讯，在数月间拜访

一百七十多位美国议员，获得部份

议员的支持和协助。张轶渊也联系

了上海各大律师事务所为他母亲辩

护，但上海没有律师愿意接案，他

们说如果帮法轮功学员辩护，就会

被无故吊销执照。最后，找到北京

维权律师韩志广和张传利，愿意为

李燿华母女辩护，向徐汇公安分局

提出会见探访，却遭到拒绝。

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李善

桢从上海，张轶渊从洛杉矶回到台

湾，祖孙两人寻求陆委会、海基

会、法务部的协助，并获得多位立

委的关切。

台湾立法委员关注

台湾立委潘孟安表示，当他

接到李老伯伯的陈情信时，立即去

了解陆委会和海基会的处理情况。

他强调，像李燿华这样体弱多病的

人，遭到不当关押，我们不禁要

问，目前在中国还有多少法轮功学

员受到这样虐待。潘孟安要求目前

正在台湾洽谈四次江陈会的大陆海

协会副会长郑立中，应该对台湾

人民说明清楚，立即释放李燿华母

女。

立委田秋堇指出，法轮功在

中国遭到的迫害已经到了“令人发

指”、“匪夷所思”的地步了。她

说：“全世界都不应该有任何人，

因为发三十张简介，半夜被捕，生

死未明，到现在都不晓得什么时候

才被放回来。”她呼吁朝野两党，

不分蓝绿，一同为法轮功在中国遭

受的迫害说句公道话。

田秋堇承诺持续关注李燿华母

女的处境，同时对于中共对内打压

人权，对外组经贸团来台湾统战，

其中不乏是主导迫害法轮功的凶

手，田秋堇允诺未来将在立法院提

案，禁止酷刑犯入境台湾，彰显台

湾关注中国人权的态度。

通 过 大 纪 元 网 站 退 出 中

共 及 其 相 关 组 织 的 人 士 突 破

六千三百万之际，马来西亚退党

服务中心于十一月七日，首次来

到位于首都吉隆坡的班丹柏兰岭

（Pandan Perdana）公园举行声

援集会，让不同阶层的人士了解

当前发生在中国的“三退”（退

党、退团、退队）。与此同时，

也让当地民众与警察在中共党魁

胡锦涛于本月十日访问马国前夕

了解中共迫害民众的本质。

退党服务中心中、英文发

言人彭先生与吴先生分别在集

会上宣读文稿。彭先生发言表

示，“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迫害真

相，看清中共，有勇气对中共说

不。” 

胡锦涛十一月十日下午抵达

马来西亚，当地法轮功学员第一

时间在胡必经之路打出了把“法

轮大法好”和“立即停止迫害”

的横幅。 

（明慧记者李慧容台湾台北

报导）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

组织”（简称追查国际）消息，

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北京市副市长

吉林，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日参

加台北京台科技论坛时，当面接

到法轮功学员递送的国际追查通

告，并告诫吉林别再参与迫害法

轮功。

据“追查国际”二零零四

年对北京市委、市政府调查报告

指出，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

江泽民犯罪集团公开打压法轮功

以来，贾庆林（原北京市委书

记）、刘淇（北京市委书记、原

市长）、强卫（北京市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北京市委处理

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组长）、吉

林（北京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

书记）等人，直接操纵、指挥北

京市对法轮功的迫害，导致北京

市成为全国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

直辖市之一。经国际人权组织证

实，截至二零零九年十月，北京

市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

九十七人。

吉林一九九八年起任北京

密云县委书记期间，为干出政

绩，在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后，

不惜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他将

大批当地大法弟子送进劳教所、

监狱。几年来北京女子劳教所里

人数最多的就数密云县法轮功学

员；送进监狱的都被判以重刑。

吉林二零零二年调任北京

市政法委书记，二零零四年四月

即升任北京市副市长，继续迫害

法轮功，今年年初又指挥了北京

的大抓捕行动。最近被迫害致死

的北京市法轮功学员案例：年仅

四十五岁的北京大法弟子杨小

晶，在中共当局长期骚扰、恐吓

与残忍迫害中，二零零九年十月

一日含冤离开人世。其丈夫曹东

现在还被非法关押在甘肃省天水

监狱。

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九九

年七月二十日以来的十年中，通

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

三千三百廿六名法轮功学员被迫

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

中国三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在被迫害致死者中，妇女约

占百分之五十三点七，五十岁以

上的老人约占百分之五十六点

八六。

在北京副市长吉林在台北

被递追查通告之前，参与迫害法

轮功学员的凶手之一、中共宗教

局长叶小文，二零零九年八月

二十八日以参加八八水灾佛教超

度法会名义到台湾台时，法轮功

学员当场递送一份国际组织汇集

的十年来迫害罪证的追查通告。 

巡回全球五大洲四十多个

国家的“真善忍国际美展”，

于 十 一 月 一 日 至 八 日 在 土 耳

其 文 化 名 城 埃 斯 基 谢 希 尔 市

（Eskisehir）成功举办，在当地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每日参观的

民众络绎不绝。

从事律师职业多年的Ahmet 

Acar先生及家人，看完画展后在

展厅中久久不愿离去。他表示：

“这个画展强调了人类在和平中

生活的重要性。任何镇压和迫

害都是人类的耻辱。这是我们迄

今为止看到的最震撼人心的画

展。”

土耳其著名报社记者兼电影

评论家Vecdi Sayar先生等报业界

的一些知名人士特意赶来参观了

画展，他们在高度评价美展作品

的同时，都对中共迫害善良的暴

行表达了极大的愤慨。

安纳托利亚（Anatolia）

中部地区主要报纸Sakarya日

报 的 编 辑 兼 埃 斯 基 谢 希 尔 市

（Eskisehir）艺术协会主席

Sehabettin Tosuner先生参观完

画展后，亲自撰文在报上发表了

一篇关于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

的专题文章，对中共的非人行径

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安纳托利亚大学时装设计系

教师Bunyamin Ege在仔细观看完

所有作品后，激动的对法轮功学

员们说：“这些作品非同凡响！

我的学生们绝对应该来这里看一

下。” 市文化中心的一位销售员

参观完画展后表示：“这个画展

非常重要，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

让所有人都看到的画展。我会尽

全力让更多人来看画展的。”

这次画展的举办地——哈

莱尔（Haller）青年中心的工作

人员，在整个画展期间为学员

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

一位叫Sezgin的保安人员对法轮

功学员说：“我在这儿工作很多

年了，我很少对来这里的人热情

过。但不知怎么的，第一次见到

你们的时候，我就感觉好象很久

以前就认识你们似的。你们做的

事情是正义之举，我很敬重你

们，所以我从心底里愿意帮助你

们。”

九旬父亲台湾立法院陈情　营救上海女儿

马来西亚民众声援六千三百万人“三退”

北京副市长在台北收到追查通告 真善忍国际美展震撼土耳其文化名城

图：人们认真地体味着每幅作品
背后的内涵

图：律师Ahmet Acar先生（左
一）及家人

图：台湾立委潘孟安在记者会上
发言

图：李善桢恳求台湾社会，哽咽的说：“请伸出援手，救救我的女
儿，不要让她每天受到折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