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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昆山日报》二零零六年

三月二十七日以“好心的李老师，

您在哪里？”为题，讲述了一名山

东贫困学子长期受到一位昆山自称

李老师的人的资助，但在他考上大

学之际却与之失去了联系。这位好

心人叫李纪南，因坚持修炼法轮功

“真、善、忍”，被非法判刑三年

半，当时正身陷冤狱。二零零六年

五月李纪南出狱后，仍然遭到当地

警察的流氓式监视。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八日，李纪

南年过八旬的母亲千里迢迢的赶到

昆山探望女儿，不料一下火车就受

到惊吓，一大群人追着李纪南赶到

火车站，其中有当地“六一零”、

国保、街道、社区、居委会等等大

队执行监控人马。老人家一夜无法

睡好，第二天上午心脏病就发作

了。

四月二十四日，李纪南陪着老

母亲去本市的古镇锦溪去散散心，

结果一大群警察开着小车追到古镇

的旅游景点。即使母女两个去浴室

洗澡，警察也要派人跟踪到浴室。

长期资助贫困学生

李纪南原是江苏昆山市政府部

门的工作人员，修炼法轮大法十多

年，按“真、善、忍”做更加好的

人。几十年来她把自己的精力和经

济都奉献给了那些贫困的学生却很

少对人提起，她一共资助了多少个

贫困的学生没有人知道，只是很偶

然的听她说过有几个都已经参加工

作，有的还在上小学。

李纪南于一九九三年开始资助

山东沂蒙山区临沭县的一个贫困儿

童宏刚上学，当时小宏刚才上小学

二年级。李纪南不但在经济上无偿

的资助他，还不时寄些书籍、学习

用品给他，用书信和他交流。为了

减轻他的负担，每次去信都是把回

信的邮票和信一块给小宏刚寄去。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李纪南

被绑架并非法判刑。两人的联系就

此中断。第二年，宏刚以突出的成

绩考入了天津工程师范学院。他接

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给

李老师去信，可是，宏刚的信被邮

局以“查无此人”而退回。宏刚入

学后，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记者。

《昆山日报》于二零零六年三月

二十七日以“好心的李老师，您在

哪里”为标题作了报道，并借此寻

找李纪南老师。而此时，李纪南正

在监狱中。

李纪南遭迫害经历

李纪南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因修

炼法轮功被绑架，并被非法判刑三

年半。二零零六年五月出狱后，当

地 “六一零”、国保警察一直对

她严密监控，曾被迫流离失所。自

去年五月份李纪南从外地回家后，

当地警察更是公然在其住房的南、

北两面的对过楼上安装监控设备，

窗口对着窗口拍摄，红灯一闪一闪

的；尽管房子的北面是烧饭的灶间

和卫生间，警察仍窗口对窗口的近

距离监控，每天如此，长年不停。

就这样，警察还嫌不够，还在

李纪南家住宅楼的旁边专门安装了

一个摄像头，怕天黑以后看不清楚

出入的人，又对准楼梯口的位置，

安装了一个大大的探照灯，并且安

排、发动、收买了社区、居委会人

员、小区的门卫、附近的邻居等等

都加入到监控中来。凡到所谓“敏

感日”，更是日日夜夜派人守在门

口。

李纪南只要一出门，就有多名

特务无耻的贴身跟着。有一个下雨

天，西河社区的副主任陆雪明就带

着两个女的一直贴身跟着李纪南到

超市里边。 

又逢五月十三日，法轮大法

传世十八周年了。在这不平凡的

十八年间，“真、善、忍”的光

芒超越了民族、种族、宗教、语

言和地域的界限普照人间，打开

了人们亘古久远的记忆，唤醒了

尘封心底的佛性。

据明慧网的统计数字，如

今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

等已被翻译成三十种语言并在世

界各地出版发行，目前世界上有

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法轮功修

炼者。一九九六年一月，《转法

轮》被《北京青年报》列入北京

市十大畅销书。世界各国政府机

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

法和其创始人颁发褒奖及支持议

案、信函，已超过三千项。一份

份褒奖令（状）、信函和讲话，

像一首首永恒的颂歌，见证着历

史。

让我们重温一下其中的片

断：

一九九三年北京东方健康博

览会上，李洪志老师获博览会最

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

会的“特别金奖”，以及 “受群

众欢迎气功师”称号，在本届博

览会上李洪志老师是荣获奖励最

多的气功师。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九日，

《中国经济时报》以《我站起来

了！》为题报导河北邯郸家庭妇

女谢秀芬在瘫痪十六年以后因炼

法轮功恢复了行走能力。八月

十一日，《北京日报》载文介绍

京城晨练，特别提及法轮功并配

以法轮功学员炼功的压题照片。

八月二十八日，《中国青年报》

以《生命的节日》为题介绍中国

沈阳亚洲体育节上一千五百人的

法轮功队伍的良好表现和法轮功

的健身效果，并配以两幅法轮功

学员参加开幕式的压题照片。

十一月十日，中国《羊城晚报》

以《老少皆炼法轮功》为题报导

了广州烈士陵园等处法轮功炼功

点五千人的大型晨炼，及患高位

瘫痪的广州皮革迪威有限公司统

计员林婵英在炼法轮功后恢复了

行走能力之事。

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美国众议院通过第一八八号决议

案，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所有被关

押的法轮功学员，并停止对他们

及其他良心犯进行酷刑折磨及其

它残酷非人、侮辱人格的对待；

并且遵守国际民权和政治权利公

约和国际人权宣言，允许法轮功

学员追求他们的个人信仰。

加拿大副总理贺博格瑞说：

“法轮大法通过真、善、忍的思

想达到完善身心的目标。这些原

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很多加拿大

人的共鸣”。澳洲悉尼班克斯城

（Bankstown）市政府议员克理福

-泰勒（CliveTalor）说：“法轮

功是没有任何政治目的的，和平

的，教人向善的功法，如果信仰

真、善、忍的人我们都不支持，

我们还支持什么？”

美国前国会议员、国会人权

小组联席主席托马斯-兰托斯说：

“随着我们逐渐了解法轮功所付

出的努力，我们的敬意亦随之增

长。我们发现中国这场对法轮功

修炼者的野蛮、残忍和血腥的镇

压是骇人听闻的，无法接受的，

并应受谴责的…”

“真、善、忍”的力量将被

永世传颂，在强大的佛法真理的

感召下，更多的生命将在精神的

回归过程中升华。 

“真善忍国际美展”四月三十

日起在印尼中爪哇的日惹市国家博

物馆进行为期七天的展览，共展出

十二位艺术家的四十一幅作品。这

是美展二零一零年在印尼巡回展的

第二站，日惹市副市长哈瑞亚帝•

苏尤帝（Hariadi Suyuti）主持了

开幕式剪彩。

作为开幕象征，副市长打破

粘土制造的陶瓷，并惊喜地得到两

本书，印尼文译文的《转法轮》

和《法轮功》。接受记者采访时，

他说，“这次的画展很震撼。它

传达的一种信息，关于生活，关于

‘真、善、忍’ 的普世价值应该

在印尼广泛传播。我们应该成为一

个具有‘真、善、忍’品质的人。

我们从这次画展中看到了这些信

息。”

开幕式嘉宾当中，包括日惹

市国家博物馆的馆长维惹尼高惹

（Wironegoro），他也是日惹特区

苏丹国王的女婿。对这次画展，他

表示，“这些画作很吸引人，他们

所表达的信息很平和。从这些画作

中，我们能够学到很多作为人类应

有的境界，祥和、安宁和爱。”

印尼法轮大法佛学会代表李曼

•谷尼阿万（Liman kurniawan）介

绍了这些修炼法轮大法的艺术家们

是如何得到创作的灵感，他们按照

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

在生活与创作中严格要求自己，智

慧与技术因此不断提高升华。因为

艺术是神传给人的，画作展现了神

的伟大和慈悲的力量。

著名画家苏巴诺（Suparno）

参观后表示，“如果你不懂得艺

术，你从这些画中就可以看到它。

那种美……这些画作要花很多功

夫。”

参观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

们纷纷表示，美展让他们大开眼

界，犹如经历了一场与众不同的艺

术之旅。真艺术基金会主席巴提亚

（Bachtiar）也是位职业画家，他

说，“真善忍国际美展”的参展画

作表达了善的力量，表现了画家祥

和的内心世界，创作的是正统的艺

术。 

四月二十七日晚七点二十

分 ， 在 美 国 德 拉 华 州 威 明 顿

市 路 易 斯 · 瑞 丁 市 郡 府 大 楼

（Louis L. Redding City/

County Building），纽卡斯（New 

Castle）县议会通过了议案10-

071——“表彰法轮功学员坚韧和

无畏的献身”。

此决议案明确表示支持国会六

零五号议案，并纪念过去十一年来

为和平捍卫人权和信仰自由而遭受

中共持续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决议提到，“言论和信仰自

由是美国人所拥有的两个最重要的

自由，全世界的公民都应具有选择

他们信仰的自由。为了庆祝（真、

善、忍）原则，全世界的法轮功学

员将于五月十三日集会庆祝世界法

轮大法日，庆祝李洪志先生公开传

法十八周年。”

决议的起草人之一，议员威廉

·坦斯（William Tansey）告诉法

轮功学员：“我一直都支持你们，

请坚持你们所做的一切。”决议的

另一位起草人议员罗伯特·威讷

（Bob Weiner）说：“我坚定地和

被迫害的受难者站在一起。我的许

多家人在二战中死于（纳粹）集中

营。”

该县议会曾于二零零六年六月

通过另一决议，就法轮功学员遭中

共活体摘取器官一事，要求对关押

法轮功学员的中共集中营展开国际

调查，并且要求立刻停止在中国对

法轮功的迫害。

美国国会六零五号议案是美国

国会众议院于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六

日以四百一十二票赞成，一票反对

的压倒性票数获得通过的议案。该

议案对过去十年来仅仅因为个人信

仰而遭受中共持续迫害的法轮功学

员及其家人表示同情，要求中共立

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胁

迫、监禁及酷刑折磨，释放所有被

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六零五号议案

超越党派政见，发出了停止迫害，

声援法轮功的声音。 

资助贫困生十几年的好心人出冤狱后仍遭迫害

人间有正道 正义无国界

“真善忍国际美展”印尼日惹市国家博物馆剪彩

美国德拉华州纽县议会表彰法轮功学员

图：当地法轮功学员在纽卡斯县
议会接受议案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