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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消息

2007 年 4 月 20 日

遭殘害腦內大出血 張連英生死未卜

猛擊張連英的頭顱。像這樣用繩
子或帶子緊勒在脖子上，待被摧
殘者幾近窒息再暴力毆打，女勞
集訓隊的惡警指使包夾已多達九
次使用這種殘忍手段迫害張連
英，有兩次張連英被勒、打得小
便失禁。這次同樣，張連英脖頸
上的繩索越勒越緊、兇狠的拳頭
越擊越猛，直至張連英被毆打致
顱內大出血，奄奄一息才被送往
大興區的北京仁和醫院。經緊急
手術搶救張連英保住性命。
勞教所的惡警隊長卻企圖向
家屬掩蓋張連英腦出血的真正原

因，集訓隊王姓隊長對張連英家
屬的態度十分惡劣。張連英的丈
夫和女兒去探視都需先去女子勞
教所管理科拿「 批條 」，待「 批
准 」後方可趕往醫院見張連英一
眼。且每次家屬去探視時，看守
的幹警為了掩蓋張連英身上、頸
部等處的傷痕，用被單將張連英
週身遮蔽的非常嚴實，直至下頜
處。
遮掩不了的是：張連英剃光
了頭髮的頭上插著粗細不同的管
子，有的管裡滿是從腦內引出的
血，大塊的醫用藥布包紮在頭部

【明 慧 週 報 訊】重 慶 市 江 北
區大石壩大法弟子向世華，已被
非法轉送到西山坪勞教所。幾年
來，向世華全家受到中共嚴重迫
害， 妻 子 羅 丕 萍 被 非 法 判 刑 十
年，現被非法關押在永川監獄，
兒子向東被非法判刑三年，在巴
南區看守所關押期間癱瘓，後保
外就醫回家。
向 世 華， 男，51 歲， 原 重
慶 長 安 公 司 一 廠 32 車 間 工 人。
2001 年 與 妻 子 羅 丕 萍（ 長 安 廠
大集體職工 ）、兒子向東（ 當時
17 歲，學生 ）在大江廠發放真相
資料被惡人舉報，一家三口被當
地惡警綁架到巴南區看守所非法

關押。妻子羅丕萍被非法勞改十
年，開除公職，從巴南看守所秘
密押往永川女子監獄受迫害。
向世華與兒子向東在巴南看
守所雙腳被摧殘的無法站立，生
活不能自理，後被緩刑四年放回
家 中。 向 世 華 被 長 安 廠 開 除 廠
籍，單位多次強迫向世華搬出現
住宅，向世華據理力爭，稱自己
住宅買了一半產權，單位迫害未
得逞。
向世華與兒子堅修大法，半
年時間父子二人雙腳不治而癒。
2007 年 2 月 10 日 下 半 夜 2
點，江北區公安分局、國安、610
及江北大石壩派出所惡警們一窩

蜂闖入向世華家中非法抄家，象
土匪式的綁架向世華，並劫持到
華新街看守所關押（ 當時兒子向
東在外地打工不在家 ）。
2007 年 3 月 27 日， 惡 警 將
大法弟子向世華非法勞教一年零
三個月，從華新街看守所秘密押
往人和轉運站，又轉入重慶北碚
西山坪勞教農場，並且不通知家
人。
這次大石壩派出所和江北公
安、610 惡人在綁架向世華以後，
到處打聽家裏其他親人及兒子向
東 的 下 落， 圖 謀 進 一 步 迫 害 向
東，目前向東流離失所。

圖：在北京仁和醫院做完手術後的張連英

公共場合的退黨
標語和退黨聲明

上圖：2005 年 7 月 17 日津榆公路蘆台大橋
橋頭，人們爭相細看如何退黨。
右上圖：2005 年 3 月 25 日早晨，在吉林市
站前繁華地段的小區內出現了一米乘半米多的
大紅紙寫的七人聯名退黨聲明。
右下圖：明慧網 2005 年 4 月 24 日報導，
江西某市出現張貼的退黨聲明
絕大部分中國人都不喜歡共產黨，都在罵
著共產黨。我們都曉得，共產黨是能入不能出
的，除非被黨開除。大批民眾主動退黨，那是
人們在過去不敢想像的。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發
言人高大維表示， 這些公共場所的聲明及勸退
標語的大量出現，使退黨真實化，打破了中共
的封鎖，打破了人們內心的恐懼。這些敢於站
出來向專制說不的先行者們，將是新中國的希
望。

自 2004 年 11 月 19 日大紀元網站發表《九評共
產黨》，同年 12 月 3 日，發起退出中共及其相關組
織（ 或曰「 三退 」，退黨，退團，退隊 ）開始，引
發了退黨大潮。到 2007 年 4 月，已有超過兩千萬
人退出了中共黨團隊。
長期遭到當局監控的湖南異議人士賀偉華先生
在接受採訪時說，「 我在外面經常看見，如在公共
場所、居民生活社區、電線桿上、商店的門口，還
有大街小巷，在每一層的樓梯間裡都貼了這標語。
有一次有人還把《九評共產黨》塞到我家門口。」

手術後的刀口上，鼻內也插著管
子，見圖。
仁和醫院神經外科的醫生交
待：張連英傷勢嚴重，要脫離危
險期需十二天，即從三月二十日
手術當天，要至四月一日才算脫
離危險期，而女子勞教所卻於三
月三十日提前兩天將張連英秘密
轉移。
北京女子勞教所一直以來對
張連英進行摧殘。近幾個月張連
英被送入女子勞教所集訓隊，被
送進去的人都被關在兩米大的小
閣子裡，沒有窗戶，吃喝拉尿全
在裡面。包夾犯人在惡警隊長的
唆使下，經常對張連英毆打。張
連英堅持絕食、不穿勞教服，並
呼喊「 法輪大法好 」，惡警隊長
就指使包夾用繩子或帶子勒住張

連英的脖子並暴力毆打。
至張連英被強行帶離仁和醫
院，她的家人就再未見到過她，
這麼多天以來，張連英的親屬多
次給北京女子勞教所打電話要求
見張連英，每次姓史的科長都搪
塞說：等「 上面 」同意才能見。
親眼見張連英被摧殘迫害的慘
狀，至今多方打探卻得不到張連
英的任何音信，家人焦慮萬分。
北京女子勞教所地址：大興
區黃村鎮天堂河魏永路 12 號
北京女子勞教所管理科：史
科 長， 電 話：010-60279755 轉
5819
北京女子勞教所集訓隊：電
話：010-60278899 轉 5810
張連英家街道六一零：楊義
國，電話：010-64671059

奧賽特等獎得主
遭迫害 生命垂危

【明 慧 週 報 訊】北 京 大 法 弟
子張連英被北京女子勞教所毒打
至腦內大出血，三月三十日在離
手術後脫離危險期還差兩天時，
勞教所便聲稱張連英已轉至北京
團河勞教所內部醫院。至今半個
月已過，勞教所蠻橫拒絕張連英
家屬的探視。目前張連英下落不
明，生死未卜。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日下午
十五時三十分，張連英的丈夫牛
進平接到北京女子勞教所王姓管
教電話，要求牛進平簽字同意張
連英接受緊急手術。牛進平匆忙
趕到北京市大興區仁和醫院，看
見張連英已重度昏迷。牛進平詢
問在崗的薛醫生引發張連英腦出
血的原因，薛醫生表示張連英病
情原因不排除遭受他人嚴重毆打
所致的可能性。據醫生描述，張
連英頭部不僅大面積出血，且腦
部 兩 側 大 量 瘀 血。 由 於 病 情 險
惡，有可能遺留後遺症且有復發
的可能。
事實經過是：當天一大早，
北京女子勞教所集訓隊內，惡警
就指使犯人包夾將已關押在女子
勞教所集訓隊幾個月、被摧殘的
面目全非的北京大法弟子張連英
的脖子再次用繩子勒緊並用暴力

【明 慧 週 報 訊】法 輪 功 學 員 瞿 延 來，
男，28 歲，曾獲全國化學奧賽特等獎、數
學一等獎，畢業於上海交大能源工程系。
2002 年 9 月 30 日深夜被上海市桃浦派出所
綁架，被非法判刑 5 年，非法關押在上海
提籃橋監獄。原本身高 1.80 米，體重 140
多斤的壯小伙子被折磨得只能躺在床上或
坐在輪椅上，生活無法自理。
近期網上刊登了有關提籃橋最近迫害
大法弟子的情況，提到瞿延來不知被惡警
綁架到哪裏去了 ? 我們得到消息：他因生命
出現危險而被送往提籃橋監獄醫院。
瞿延來是從六監區被惡警上了皮帶手
銬綁架到現在的二監區四樓去的，監獄惡
警持續迫害已經絕食四年六個多月的瞿延
來，在那裏那些惡警對骨瘦如柴的瞿延來
進行了身心各方面的摧殘，導致瞿延來在 3
月初出現了生命危險而被迫送入監獄醫院。
二監區大隊長歐利剛（ 警號 3101219）為首的惡警對曾在
同一大隊嚴管中隊的「 上海首富 」周正毅卻是低頭哈腰，笑臉
相迎，為什麼？就是因為周正毅得到上海市 委書記的朋友招
呼，是他們一夥的哥們，因為周正毅用錢行賄二監區的腐敗惡
警，所以監獄惡警就為周正毅提供豪華的獄中生活。在同樣的
地方惡警卻對信仰「 真善 忍 」的大法弟子大打出手，用盡陰毒
手段。
我們希望國際人權組織機構、國際紅十字會能進入上海提
籃橋監獄真正來調查情況，問一問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瞿延來等
的親身體會，希望善良的人們給予大法弟子幫助。

新疆四姐妹被非法判刑
【明 慧 週 報 訊】2007 年 4 月
初，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中共操控
的所謂「 高級法院 」，對新疆昌
吉地區大法弟子張燕平四姐妹及
其他五人的非法庭審結果下達到
本地。原檢察機關以所謂的「 顛
覆國家政權罪 」起訴，現法院以
「 破壞法律實施罪 」強行判決，非
法判決如下：張燕雲被非法判 6
年，張燕平被非法判 5 年，張燕
林被非法判 5 年，張秀珍被非法
判 4 年，趙雪梅被非法判 4 年，
於月娟被非法判 3 年，因以前煉
法輪功被判三緩四未到期，加刑
一年，實際為四年；楊穎婕被非
法判 3 年，鄭新秀、黎剛判三緩
四。
2006 年 3 月至 8 月期間，昌
吉市公安局以國保大隊岳江民、
黃太為首的惡警，先後非法抓捕
了十幾位大法弟子及家人，其中
四位張秀珍、張燕平、張燕雲、
張燕林是四姐妹，黎剛是張秀珍
之子。到八月，有十四位大法弟
子被昌吉州檢察院以「 顛覆國家
政權罪 」起訴。後因事實不清，
證據不足有五人免於起訴，另外
九人於 2006 年 11 月 2、3 日被昌
吉州法院以所謂的「 顛覆國家政
權罪 」非法開庭審理。因證據不
足無法定案，並於當月轉到自治

區所謂的「 高級法院 」，仍無法
定案。
直到 07 年 1 月，新疆自治區
中共邪黨黨委書記王樂泉，夥同
政法委書記張秀明、朱海倉出台
了所謂「 打擊三股勢力 」的方案，
在新疆召開了「 政協 」和「 人大 」
兩會。會上自治區檢察院院長肉
孜 - 司馬義表態：
「 絕對高壓 」
；
同時自治區高級法院院長買買提 玉 素 埔 也 表 態：
「 頂 級 重 判 」。
所謂的「 高級法院 」就開始實施
陷害了。
由於法輪功學員是在做好
人，沒有任何違法的行為，所以
邪黨不法人員為了誣陷，就製造
假證。如：楊穎婕只是有人說她
有 mp3（ 裝有煉功音樂 ）而公安
抄家後在她家並沒有搜出任何證
據，然後法院就以她的 mp3 文件
太多為由重判了 3 年。又如：張
秀珍在被抄家時公安在她家拿走
一張廢光盤，幾天後卻以該光盤
內有法輪功的內容為名抓人，庭
審中張秀珍對此陷害行為提出抗
議，卻仍然重判四年。還有更可
笑的：檢察院從門縫收到的講真
話的「 明慧週刊 」也作為定罪的
依據。凡此種種，使法律界許多
知情人士都看清了這場迫害的邪
惡。

修煉園地

É 各地煉功點（提供免費教
功），請參閱：http://www.
umich.edu/~falun/contact.html

É 煉功音樂、教功錄像、師父
講法錄像、更多大法書籍，請
訪問：http://www.falundafa.org

É 法輪功學員的修煉心得
體會和其他文章，請訪問：
http://minghui.org
注意：初學者應儘快靜下
心來通讀一遍《轉法輪》，或
者按順序靜心觀看一遍李洪志
老師的講法錄像（聽一遍講法
錄音也能收到同樣的效果）。

我小時候是在魚村長大的，
父親長年跑遠洋航線打魚，往往
一兩個月才回家一趟。
當時哥哥姐姐都已經離家到
都市去上班上學，家裏只剩下我
跟媽媽。媽媽白天幫人家做些漁
夫打魚要用的工具、晚上還拿些
手工貼補家用。我當時為了考大
學每天讀書直到深夜，媽媽也都
還在辛苦的做著手工。她身體向
來不好，因為頭疼長期止痛藥沒

此外，法輪大法的任何活
動都是由法輪功學員義務提供
的，都是免費的。包括錄像
班、教功、修煉心得交流會
（通常稱「法會」）等等，為
了保持修煉的純正，一律不允
許收費。如果收費，就不是真
的法輪功學員辦的。請大家注
意識別。

圖：台南縣關廟國小晨間煉功點

1995 年我開始修煉法輪大法。今
天，我要向大家講述法輪大法給予了我甚
麼。 首先，我簡單陳述一下我得法以前的
情況。
得法前，我是一個疾病纏身的人。從
生下來起，身體就不好。沒人能說得清到
底是為甚麼。我渾身無力、抵抗力差，似
乎隨時都會暈倒。外面流行甚麼病，我都
沒有拉下。我的父母抱著我東奔西跑，到
處求醫。醫生們除了開些營養藥、建議多
吸些新鮮空氣和改換飲食外，他們對我無
能為力。有一次在我生命垂危的時刻，我
那信奉上帝的父親在不知所措的情況下跑
到教堂，祈求上帝的幫助。他向上帝發誓：
如能讓我活下來，他將把一個月的工資奉
獻出來。我脫離了危險，我父親按誓約把
月工資交給了教堂。
我雖然脫離了危險，時而好些，但我
身體仍然很虛弱。不用打針吃藥的日子很
少。儘管我注意體育鍛練、吃營養藥片、
看醫生、不吸煙和不喝酒，但是我還是在
26 歲時肌肉萎縮。我不能自如地控制身體

活動。醫生懷疑是癲癇病，是不治之症。
醫生說：
「 你心臟有毛病，你今後要每天打
針服藥。」
更不幸的是在我 36 歲時，我得了肺
癌。我接受了放療。然而，癌細胞不但未
被制止，反而卻擴散到全身。我開始了化
療。 我 感 覺 一 天 不 如 一 天， 不 知 如 何 是
好。醫生所能做的無非是給我些鎮痛劑。
我對人生絕望的同時，似乎有甚麼原因讓
我掙扎著要活下來。
醫院不能救我，我開始尋求其他的治
療方法。希望能從中得救。幾年中，我花
了相當可觀的錢財，接觸了世界上幾乎所
有身體和精神方面的治療方法和醫療氣功
以求得身心的好轉。但我仍然很弱。一個
症狀似乎消失了，可另一個症狀卻又出現
了。就這樣循環往返著。我繼續掙扎著，
尋找著。
1995 年， 通 過 一 個 熟 人 的 介 紹， 我
接觸到了法輪功。在我參加集體煉功不長
的一段時間，我的病症一個個的消失了。
我奇蹟般地恢復了健康。如今，49 歲的我

老闆覺得她為人誠實可靠，業務
上又能獨當一面，沒多久就決定提
拔她當總帳會計。沒想到小孫卻執
意推辭，不肯接受。大家當時都覺
得不理解，從一個普通會計一下升
到總帳會計，工資要比原來高許
多，這是同事們求之不得的事。小
孫家本來就困難，正缺錢呢。
小孫為甚麼要執意推辭呢？原
來，像國內的絕大多數企業一樣，
小孫所在的這傢俬營企業也難免要
做假帳，當了總帳會計就得常常幫
老闆辦這樣的事。小孫覺得自己作
為一個法輪功學員，修的是真善
忍，做假帳不是一個修煉人應有的
行為，所以她婉拒了老闆的好意，
繼續當個普通會計。
但老闆還是常常要安排一
些假帳讓小孫幫她做，小孫心
裏很彆扭，一開始她安慰自己
說，這些假帳並不是她本人主
動要做的，而是老闆佈置的工
作。後來，隨著小孫對真善忍
法理的更深的理解，她開始覺

給我們小孩麥芽糖時，她也總是
將糖還給那老人，對我們說：
「要
吃，我們自己買。」
空閒的時候媽媽總是拿著佛
珠虔誠的念著，這對我的影響非
常的深遠，也種下了我想尋找修
煉路的機緣。母親就這麼勤奮的
日復一日的念佛，當我們姊妹都
已經接觸法輪大法時，看到我們
原本讓她操盡了心的身體狀況都
完全得以改善時，她非常的放心
和贊成我們修煉大法。
有一天她主動的告訴我們，
她想學習法輪功，可是她學習的
動機卻是因為她的身體狀況一日
不如一日，她說為了不讓我們擔
心，她願意開始學習。
於是母親開始聽李老師閩南
語 的 翻 譯 講 法 帶。 母 親 不 認 識
字，所以她把我們教她的功法動
作用幾個簡單的圖做了筆記，很
用心的學著煉著。我們看著母親
畫的圖都笑了，為母親的用心感
到很開心。
因為母親的心向來純淨，她
一打坐沒多久，隨即在入定中身

終於嚐到了身體無病的滋味。我感到一身
輕。我再不用吃藥，不用看心理醫生，更
無需採用甚麼體育鍛練了。
能夠體驗到身體無病的感覺，是用語
言難以表達出來的。只有那些親身經歷過
的人才能懂得。我知道，能夠得到一個健
康的身體只是修煉大法的副產品。一個真
正法輪大法的修煉者在其修煉的開始就能
得到身體的淨化。
我明白，修正法可以使真正修煉的人
得度。
大法不僅使我的身體得到了淨化，還
使我明白了我為甚麼要作為一個人活在這
個世上。大法不僅給了我新生，還使我懂
得了甚麼是真正的對與錯、好與壞。大法
教會了我提高心性是修煉的關鍵。大法給
我提供了一個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
返本歸真和功成圓滿的機會。
為此，我要深深地向我們的李老師道
謝，謝謝您，李老師！ ( 原文發表於明慧
網 2001 年 3 月 25 日 )
文／瑪格達琳娜

得，即使被動的幫老闆做假帳，也
是與真善忍的標準背道而馳。小孫
主動找老闆要求調換工作。
當時，許多同事都為她惋惜，
覺得她傻。一位平時專門負責和這
家企業打交道的稅務官真心真意的
勸她說，「這年頭，哪個企業不做
假帳啊？有我在，保證你不會有
風險，你怕甚麼？！」他們哪裏
明白，小孫不願做假帳並非是因為
怕，而是出於一個修煉人的良知。
後來，老闆也沒給小孫調換工
作，她乾脆辭了職，另找了一份新
的工作。小孫心裏明白，如果不修
煉法輪功，她是決不會這樣嚴格要
求自己的。
法輪功讓小孫變成了這樣一個
出污泥而不染的好人，當這樣一個
好功法平白無故遭誣陷的時候，小
孫憑著憲法賦予她的合法權利，為
法輪功說幾句公道話，卻因此被判
刑，怪不得有人說，「放著那麼多
貪官污吏不抓，卻把這麼好的人關
到監獄裡，這是甚麼世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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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往 上 騰 空 了 約 四、 五 十 公 分
高，由於她勤於聽師父講法，知
道修煉要實修心性並不追求這
些，所以當她告訴我們這樣的狀
況出現時，她只是輕描淡寫並沒
有看重或顯示。她非常的精進，
每天不斷的聽著師父講法，當我
們拿錢要她放身邊想吃甚麼就去
買時，她總是說： 「 卡帶有毀損
不能聽了，再幫我買卡帶就好。」
以前母親的藥是用一個臉盆
裝著的，她的心臟動過大手術，
現在她身體狀況很穩定，不曾再
吃過止痛藥。出門時，總是真誠
的告訴每個能跟她說上話的朋
友：「 法輪大法好。如果你有這
個機緣來學，那真的是最幸運的
事情！」
我微笑著聽母親說，看著她
愉悅的神情，我專注的看著母親
的臉龐。大法的威力使母親歷盡
風霜的臉龐竟然出奇的祥和親
切，原本有些老人斑點的臉也變
的格外的乾淨，我看到母親很滿
足的笑著……
文／于筱紅

圖：歐洲學員煉功

去年三月，我、我的妻子 答。「 是不是這個？」我
及同修小文一起到舊貨市場 從 兜 裡 掏 出 錢 包。「 是。」
買電腦，轉了半天也找不到合 『 是 』 字 還 沒 說 完 手 已 伸 出
適 的， 我 們 手 頭 比 較 緊， 只 來， 就 像 慢 了 點 就 要 不 回 來
想買一台一千元左右的。 突 似 的。「 慢， 你 叫 甚 麼 名，
然，發現在地上有一個錢包， 身 份 證 號 碼 多 少？」 小 文 攔
我 撿 起 來 追 上 同 修：
住他。他把名字及身份證
「 是 不 是 你 的 錢 包？」
號碼一說，果然是他的。
我一邊問一邊打開錢
「 給你。」我遞給他。「 真
包， 一 大 疊 一 百 元 的
的謝謝你們，真的謝謝你
人 民 幣， 少 說 也 得 有
們。」他感激得說個不停，
6 千 元。 小 文 摸 摸 兜
「 給 我 你 的 手 機 號， 改 天
說：「 不是我的。」我
我拿禮品到你那拜訪；這
往後看發現沒有像找
錢 我 急 著 要 用 呢！」“不
東西的人，我說：「 怎
用了，也沒甚麼。」小文
麼辦呢？」
“找到失主
趕緊說。我一看周圍來許
啊。」小文說。「 怎麼
多人，也跟著大聲說：
「不
找啊？」我看到了錢包
用了，不用了，修法輪大
有 張 身 份 證， 接 著 又
法的人都會這樣的，修法
說，「 我們回到丟錢包
輪大法的都是好人……」
的地方看看，如果找不到人，
我們買到電腦回去後，我
我們再把錢寄給人家，這有張 才想起一個多月以前曾夢到過
身份證。」
這件事，那錢包的主人有一世
我們回到丟錢包的地方沒 曾是我的家人，那時師父就點
多 久， 就 看 見 兩 三 個 青 年 很 化我了，用這種形式去告訴他
著急的找著甚麼。 「 你丟了 真相。今天這錢包和身份證簡
甚麼吧？」我問其中的一個。 直就是緣線啊。
文／黃芸
「 錢包！」他急不可待地回

拾起緣線

【明慧週報報導】大法弟子孫
美霞，因為向人講法輪功真象，兩
年前被非法判刑。得知小孫坐牢的
消息後，許多熟悉她的人都為她不
平。
據熟悉孫美霞的人介紹，她原
來應聘在石林建材市場當會計，這
是當年南京市最大的一家建材市
場。因為煉了法輪功，小孫把名利
漸漸看淡了，在單位裡她處處自覺
以真善忍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工
作上早來晚走，勤勤懇懇，與同事
和睦相處，從不與人爭名爭利，因
此深受大
家的歡
迎。

有間斷過，家裏發生的大小事情
都是媽媽艱辛的在處理著，可是
從小到大我沒有看過母親掉過一
滴眼淚。
母親的心很平淡，向來不追
求不貪圖她認為不屬於自己的一
切，只是一心希望我們能有所作
為能踏實的找到一份工作，很少
對我們說甚麼大道理，一切卻都
在她的生活中體現著那份純淨。
小時候當外邊賣麥芽糖的老人送

2007 年 4 月 20 日

4・

・

2007 年 4 月 20 日

1999年4月25日，上萬法輪功
群眾陸續彙集在北京「府右街」
附近。儘管人數眾多，人群卻出
奇的安靜，並且秩序井然，人們
似乎在等待著什麼。而維持治安
的警察這時候也覺得沒什麼事可
做而開始閒聊 。
與中南海相鄰的「西安門大
街」，是當時國務院信訪局的所
在地。中國設立信訪制度的本
意，是為了使群眾疾苦有一個下
情上達的渠道。上萬名群眾直接
來到國家最高的信訪部門，這在
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這次大規模的群眾和平上
訪，事後被海外媒體簡稱為「425
事件」。隨後，法輪功，這一
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氣功修煉
方法，通過海內外媒體的傳播，
迅速成為世界新聞的焦點。儘管
在以後幾年裡，中國的官方媒體
對於此事件和海外媒體有截然不
同的態度，我們從當時的中央電
視台新聞畫面和現場照片都可以
看到，上訪群眾的身後，並不是
中南海特有的紫禁城紅色圍牆；
而和上訪群眾隔街相望的才是紫
禁城的紅色圍牆，以及中南海西
門。眾所周知，中南海的正門是
面向長安街上的新華門。事實
上，4月25日在長安街上並沒有上
訪群眾聚集。人群主要分佈於府
右街和西安門大街，並且無人聚
集在中南海紅色圍牆的一側。
在隨後中央電視台播出的現
場錄像中，並沒有出現示威中常
見的情緒激動的人群以及斑駁的
標語、喧囂的口號等。很明顯，
上訪群眾沒有「圍」住中南海，
更沒有發生所謂「衝擊」事件。
上萬名法輪功群眾的這次和
平上訪是為什麼呢？

「風雨欲來」
自1992年傳出的法輪功，強
調以真善忍為核心指導修煉，因
為功效顯著，簡單易學，免費教
功等特點受到廣大群眾的喜愛。
然而，修煉人數的快速增長，卻
很快引起了中共高層的注意。而
一些嗅覺靈敏的政治投機者，也
覺得施展身手的機會來了。
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
報」發表評論文章，把當時被北
京青年報評為「十大暢銷書」之
一的《轉法輪》當作「偽科學」
進行批判。一個月後，中宣部管
轄的新聞出版署以「宣揚迷信」
為由，禁止出版發行法輪大法書
籍。
從1997年起，中央政法委書
記羅幹利用手中的權力，命令公
安系統在全國秘密調查，企圖尋

對於「4.25」事件，即1999
年4月25日的法輪功學員萬人大上
訪，有人提出的一個問題就是，在
美國，如果一萬人去圍白宮，你看
鎮不鎮壓你？
這種想法可以理解，但是這種
對比是缺乏根據的。
第一，在西方國家，特別是美
國，遊行示威的權利是得到充分保
障的，遊行許可的申請絕大多數都
能被批准，包括白宮附近，甚至總
統車隊途經的路線，都能允許人去
示威。

時事評論

圖：法輪功學員在中南海附近的中央信訪辦上訪，執勤的警察在閑聊。

機取締法輪功；而以羅幹的親戚
何祚庥為首的一些人，開始在全
國各地不斷發表批判法輪功的文
章。
1997 年初，羅幹指示公安
部在全國進行調查，網羅罪證欲
定法輪功為「邪教」。全國各地
公安局經充份調查後均上報反映
「尚未發現問題」，調查不了了
之。1998年 7月公安部一局發出
公政 [1998] 第555號《關於對
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通
知》中先把法輪功定罪為「邪
教」，緊接著又提出：要掌握活
動內幕情況，發現其違法犯罪的
證據，各地公安政 保部門要深入
開展調查。令他們驚奇的是，在
全國各地，一條法輪功的罪證都
沒有蒐集到。但這兩次調查造成
嚴重後果。
如：遼寧省朝陽市公安局
向所屬公安部門發出了朝公發
（1998）37號《關於禁止法輪功
非法活動的通知》，有的輔導員
被數次罰款，累計金額達4000多
元。有的不給收據，有的只給白
條。由此引起40餘人到公安部上
訪；1000餘人聯名投訴朝陽公安
局侵害公民合法權益的違法行
為。
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
局又向全國公安部門發出《通
知》，再度引發新疆、黑龍江、
河北、福建等地基層公安部門強
行驅散煉功群眾，非法抄家，私
闖民宅，沒收屬於個人的私有財
產等違法亂紀問題，人為地挑起
了公安部門與煉法輪功群眾的對
立，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

「天津事件」
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在
天津教育學院發行的一份全國性
期刊上又一次發表文章，說煉法
輪功會使人得精神病，並暗喻法
輪功會像義和團一樣會使中國亡
國。

中國憲法中規定百姓有言論和
遊行示威的自由，卻幾乎沒有幾個
示威的申請真正批准過，除非權力
集團為了自己的目的而需要人們去
遊行示威，其實這時它也不需要你
去申請了。
第 二，美國總統就職典禮
時，抗議活動是經常發生的，大家
各行其是。美國總統決不可能發佈
取締或鎮壓令，真發佈了，他也就
當不成總統了。布什在 2001年就
任第一任總統的典禮上，在白宮附
近有近10個團體組織的兩萬多人舉

文 章中對法輪功毫無根據的
指控，尤其是亡國的帽子，使法
輪功學員感到，如果不能澄清事
實，不但學員們的合法煉功權利
會受到威脅，煉功群眾還可能被
別有用心的 政客硬拉入骯髒的政
治鬥爭中去。於是，人們本著善
意自發的去天津教育學院跟編輯
們反映真實情況。開始的時候，
編輯部的領導出面接見了法輪功
學員，表示願意 更正這一不實的
文章，但第二天卻突然改口，拒
絕更正。
越來越多的群眾來到編輯部
的門外，希望能用親身經歷澄清
事實。然而，4月23、24兩 日，
天津市公安局動用300多名防暴
警察毆打反映情況的法輪功學
員，導致學員流血受傷，並抓捕
45人。天津市政府的官員還告訴
上訪學員，這件事天津直轄市 管
不了，要說明情況就要找直轄市
的上一級－－北京的中央政府。
當法輪功學員請求放人時，在天
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這
個事件，如果沒有北京的授權，
被 逮捕的法輪功群眾不會得到釋
放。天津的公安亦向法輪功學員
建議：「你們去北京吧，去北京
才能解決問題。」

和平上訪
天津市政府的反常態度和警
察的毫無顧忌，使人們明顯感到
一股來自中央高層的壓力。但
是，法輪功學員們堅信按真、
善、忍修心向善做好人沒有錯，
他們的親身經歷 證明了法輪功是
好的。抱著信任政府的誠意和澄
清誤解的心願，4月25日，上萬名
法輪功學員自發來到中南海附近
的國務院信訪辦上訪。
當天，總理朱鎔基接見了學
員代表。
據法輪功學員，原廣東省政
協委員高大維回憶說：「大概10
點多吧，就是朱鎔基總理到機場

行抗議活動；在他的第二任總統就
職典禮上，更有人在他的車隊路過
時進行「抬棺」示威。這些示威者
並沒有受到美國政府的任何鎮壓，
總統也沒有搞「秋後算賬」。
第三，「4.25」並不是去遊
行示威。如果要從法律上較 真，
「4.25」是法輪功學員自發的到位
於中南海附近的國家信訪辦集體上
訪，這是不需要申請許可的，上訪
也沒有人數的限制，而且當時學員
站隊和排列位置都 有警察在現場
安排。法輪功學員上訪完全是出於

然而，此時的最高當權者卻
並不信任這群對政府充滿信心的
百姓。
四 月二十五日當晚，江澤民
以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身份，給政
治局常委及有關領導人寫信批判
法輪功。此後，他又頻頻向政治
局，書記處，和中央軍委施加壓
力，並將批 判法輪功的講話作為
文件在黨內傳達。6月10日，在江
澤民的直接操縱下，成立了「中

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
這就是臭名昭著的「610辦公
室」，後來又被更名為「反邪教
組織辦公室」以避人耳目。
至此，一場由江澤民親自發
動，旨在徹底剷除法輪功的鎮壓
運動，已經全面佈置就緒。
江澤民為什麼要鎮壓法輪
功？對於有理性的人們來說，這
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
事實上，作為當時中國黨政
軍三位一體的最高統治者，江澤
民的上台不是因為有治國的才能
或是深厚的資歷，而是憑藉政治
投機，在89年的天安門事件中率
先積極響應強硬壓制手段而獲得
賞識的。上台後他也深知，黨、
政、軍中有一大批資歷和才能都
遠勝於他的高級幹部，對於他這
樣一個無德無才的政治投機者是
不以為然的。由此產生的不安全
感和對於權力的欲望，使得他對
於朱鎔基總理因為妥善處理425事
件而贏得的國際聲譽，和法輪功
及其創始人在中國的廣受歡迎都
感到極為妒忌和恐懼。
CNN中國問題高級分析員威
利．林在「中國的鎮壓代價高昂」
一文中指出，一些政治局委員並
不支持江澤民的鎮壓，這已經不
是什麼秘密了。文章還引用一個
老共產黨員的話說，「通過發動
政治運動，江澤民正逼迫高級幹
部向他的路線宣誓效忠，這會提
升他的權威。江澤民希望，就算
政治局在如何處理法輪功問題上
有不同意見，也要表現出對他的
公開支持。」
此外，儘管拿不出令人信服
的證據，江澤民還是在政治局極
力把法輪功描繪成有「海外敵對
勢力」支持的政治團體，這樣就
使得他對法輪功群眾鎮壓的個
人決定具有了特別意義——如果
他的決定「在危難時刻挽救了
黨」，那麼無疑它將在黨內的歷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全力推動這
場鎮壓的江澤民相信，他一定能
迅速消滅法輪功。因為這幾十年
來政治運動中積累的整人手段，
足以使任何一個人生不如死。於
是，一場 由江澤民直接指揮的，
對法輪功的全面鎮壓，被作為一
項政治任務層層下達到全國各
地。在紅頭文件層層傳達之後，
「一小撮」被劃為另類的普通百
姓就失去了憲法 規定的種種權利
和自由，而全國各地從此便開始
「擁護」和「響應」了。這種並
不陌生的情形對於50歲以上的一
輩來說，無異於再次揭開了我們
這個民族剛剛開始癒合的那道深
深的傷疤。 ◇
文 / 陸振巖

對上級領導的信任。在文革以後，
為了處理大量的冤假錯案，從中央
到地方的「信訪」部門應運而生，
負責接待處理 人民來信和來訪。
「4.25」上訪其實是法輪功學員多
年來為爭取寬鬆的修煉環境持續上
訪中規模最大的一次而已。
第四，「4.25」發生的背 景
是法輪功學員的修煉環境受到某些
職能部門的騷擾，大法書籍被禁止
出版，媒體上歪曲事實攻擊法輪
功，甚至公開出現抓人打人的惡性
事件。在中國大陸，受害群 眾如
何對待面臨的錯誤對待呢？中國百
姓特有的做法就是向上級部門反映
情況，希望作為父母官的上級領導

來給百姓做主。
用平常心看 「4.25」，不過
是一個很具中國特色的民眾受到不
公正對待時尋求上級領導主持公道
的上訪事件。「4.25」上訪在當天
得到妥善處理，國務院總理責成信
訪辦的負責人出面接待處理，無辜
被抓的法輪功學員獲得釋放，政府
聽取了學員允許出版大法書籍和給
一個寬鬆修煉環境的要求。事情圓
滿解決。
人們去白宮示威，美國政府不
會鎮壓；真正發動鎮壓的，是急於
樹立權威、妒忌法輪功創始人有那
麼多信徒的江澤民。
文 / 歐陽非

去送外賓，一下看到那麼多學員
就叫工作人員下去了解情況，
那麼朱總理當時帶了話，他到送
完外賓以後，會回來接見我們的
代表，了解詳細的情況。法輪功
學員的代表提出了我們的三點訴
求：第一點是釋放在天津被非法
抓捕的所有學員；第二點是為廣
大法輪功群眾提供一個合法、合
理的修煉環境；第三個就是允許
出版法輪功的有關的書籍。」
朱總理很快下令天津公安局
放人，重申了國家不會干涉群眾
煉功的政策。
清華大學煉功點的法輪功學
員楊清回憶道：「4.25的晚上，
大約9點多鐘呢，進去的代表出來
了，出來告訴大家要有什麼意見
可以向各地的信訪部門反映，國
務院會把這些意見進行處理，當
時聽到這些消息以後就覺得呢，
領導上能做到這一點我們也就滿
意了。」
當晚10點，學員們靜靜離
去。整個過程，平靜祥和，秩序
井然。
425 事件開創了五十多年來
官方與平民之間通過和平對話解
決矛盾的先例，也震動了全世
界。國際媒體對此給予了高度評
價，認為425是中國政治民主，政
府開明的裡 程碑。不少人由此對
中國政府產生了新的希望。人們
也開始注意到法輪功這個由最基
本群眾組成的修煉群體是如此的
不同凡響。
當時任職於美國聖地 亞哥
Scripts研究所的封莉莉教授，震
驚於425事件中的民眾所表現的
和平、理性與勇氣，由此對法輪
功產生了興趣並最終走入修煉。
談到她當時的感想，她說：他們
這麼的單純！對這個國家充滿了
希望！他覺得到那裏以後，他可
以跟他信任的政府去對話，他可
以把他的心交給政府，把他的信
任交給政府。一個國家應 該為有
這樣的百姓而高興，應該擁抱他
們、獎勵他們，因為他們和政府
是一條心的。

風雲突變

談古論今

2007 年 4 月 20 日

5・

・

ȵ၄ᄎᗶȶ᱿㋧мُȵྚ⎟ߡԻȶ᱿ᲁు
߱˚ट᱿ᗯ֡ᤄ̳ఱゾᗯ⩟

̳⮆ሬȮмːȮᮚ⎏┛ʾʁᵲᾀ

᩸ൔʀỆെᝐᇮȯːʃᄢҘᔻŊ

ㆺᇓ֒ࣀҙŊሷɺಚ֔౺מԋƞƞ

ᾀŊྈ̲⧾Ⳇⵣᆯ⣬ʁ߸᩠᱿⇢

ʠര൸ᤋבᙙʴŊ≟ʈ⦦ӛɺᯈ˪

ᛍഛૹȯჇᅆ⥆ⰶŊぷቄᲁɿ

Ꮘȯ˫⦦ȵごʁ˫ᘍջ

ː㊻ײ᱿⥾͗ȯ˟⦦ᔘര߱」⇵᪗

౺ņҝҀ583౺ŇŊぷᄽుᅠ

ːȶŊᱻ⭢┮⳼ᔝȯⳆʬᆯᣅˑ

⚠ὀ⣲ӷʴռشᔏుȯ⬰ᄽᆗሯᯍ

ᘍోଃ̲ᄞᱹଭ̳ӛ᱿తञ⪯

㓯̳ᣅӛᅞकʠːŊᆙᵧᯍ

⳧ᔏు᱿͜⠡Ŋ᳖⣲ᔏు߱ϳ᱿

᪇ŊᄚᛍഛૹŊ̳ᣅȵ̲ ʠ

ᓏ≛ȵહʴඖȶ᱿ŊⴒϘϘ⣬

ҙŊ⡕⽁┮ɿ⸅⽁ȯᔏు⦦Ŋ

ⵣȶヾ░ૹ᱿ʁずŊͧᘍో⸃

ȵ၄ᄎᗶȶŊʃฏҭᨃ㕻㆞ըȯ

ȵ̷ᅹᆯໟ⳧᱿⎄ઈŊ߱ߊ

∑ଡ̦ȯ

Ң૪Ŋᯍᆹᗼʁȵ၄ᄎᗶȶ᱿ُ

Ŋሰໟぷᲁు⦦ᆙŊໟ⥓घ⇢

Ⴧȳ↲㋧мЗȴŊΈ

ଋⴒʃᔋȯᔍԊᔏు߱ռࣀش

⳧ⵣ⋱Ⲉ⤟ᆙᱺŊڱ᩸ᝥ̲ᘍ᱿⇢

ቦŊᆯ֡ռቄ⎏ぷቄᅽቅ߱ᛍഛૹ

ҙ⥪˪ȵחℱȶ̲ᄞᆹŊଔሷ✗ᅘ

⸅Ŋʃ⋱च⬌҉Ŋቃぷు⃛ໟἼ

జኞㆤૹмᩅŊȵⳖˊʀ⥏ȶŊ⎞

ଅଅ᱿Լോȯశቃⳇ⳧Ⳇˀۧʶ

Δ⠗᱿㋧мȯരː૽˟⎞टשશ

აǱΦӺщ߯ተӴ

ୀṒోᇜㆄُɿ⧄શԡશ≛♀

ᄞ᱿⥪˪≟ȯॖሷɺ⤵ʃ๚Ŋ͵

ୀኚŊ↧↲Δ⠗Ŋʏᤀඖلʠ⚥ȯ

شᔏు⧄ⲩʃᝥ̲Ŋ♠ᘍోˇ

Ύ̨Ŋ͐ໟ⋱चサ߸᩠ȯȶ ᄽ

ờᣅぷ˩ɿञోȯ

ሳཫ⎐ᕃ⯿ʠṳȯᔏుᄲ┛ʴ̲ᄞ

ಂ౺രŊӷぷᄽుᆹໞᣅट

ㄇ⣲شᔏు⧄Ңᝥ̲ʠ⳧Ŋᲀ⡕Ⳁ

ᆗӷരുᙙŊଔ༴Ⳇˀʶळᅠᲁ

߱֡ռቄᆹ᱿ռُشռ㕑̲

ʠരŊञᕆʁɺᦸૐȯ൸⣲

ʁሷ᱿㋧мȯ

ӛȯజмːⳬỬŊ⎞̔ɼː⃑

ʀŊᲁు˪لटʁ᱿ːྈːɻӛ

ᄞബᲰ⠗Ŋૹずмː᳷घȯ̟ռش

ُଋ㋧⊖༾ⲈŊჇԻᦩȯⳆռش

ᯍ˚᱿ણദദ༴ഢᆹ

㇔≟ᔘŊҢʶ⭤Ꮞᣅऄᣊȯ̲ᄞΔ

ᣅشᔏుϝᘍʶ⬢ಙŊ⥑Ἴɿᅺ᱿

ᔏుબᄽⴞ⎊నʃΒ̲Ŋ≟ʈ⥪˪

ᔏుᆯΤᄽᔏҚ༇Ŋㅼሷˀ༇

ʠ⨸ᔏుŊ⣶̳˫߸᩠⋶ଃ

⠗⧾ȵҞᘘ⇵✭ȶŊҢʑʠɺଔᆯ

ञṤȯⳆ߱ᯍᆹᆯɺ˴⎠ߡᲀᵧ᱿

ᝥ̲ᄞȯ˟᱿Ჿ᱿ᆯบ˫ᔍ͐ߡ

ણŊ̟ɺᆹ⿵ὀ⡕⦦᱿ᤀᘍⴒםȯ

ᅞȯҢ૪ʃᤋȯⳆᆯߌᣅⳆˀણ

ȵ൘ⲊȶŊ˶ຈ˟ː᱿ʃҝଃഩŊ

ञʶŊ˫⡕૯Ҙぷʑȯ

ሷሩघ᱿ːഺʶᮝᮟȮ࣑Խߡಝề

⬠┮ᔏుᗖ㓿᱿ἇᒆŊⳖɺᔎ

Ἷ߱ᤀṘ⧄⤑ಙ͗⮨ಙȯ૪

ʏʃ⤺ⰱȯⳆˀ㋧мʠ˫ȵʃ

Ⱨᳵଔᆯ1999౺4ሶ25ᅺᘍ

ᄇȯӷോҞ౺ņ577౺Ňᝥռ㕑

ը⦦ⳬŘȵごʁ˚ඨ᪗ԻŊᶝࣺɿ

もʀʜሷⳬ㋧мŊ⎊ᤋଃ̲ᘍ

൘ȶŊʜʃ൘ᤀᵧ≛Ҙ߸᩠Ŋᆯᣅ

ⱐञᘍ೭ઈ߱ʑ֡ᙹߡՖずΒ⥏Ⲅ

രŊᔏుบ┮༴ぜ̲ᄞ᱿ᄎ˪

ņ̲ᄞ̲྆⥱ȮᘍȮмŇŊᆯ

ᛖΒʃᯝŊᛖΒᶝࣺ̲ᘍ⣬Ҙ߸

ञ๔෫ʠൔȯ

ҝા┋ːʀ⥏Ҝⳕ౺ʴŊ൸ᤋบ⬚

ೊӷռ㕑ࣀҙȯ˟͗ӷⶕࡆņռ

⣲ːŊい㕆߸᩠ʃ⧄⪽⫣Ŋごʁ

᩠Ŋᆯʃ⩐᱿टȯᳵ⣲ᲁు⣬Ҙ

ռشᔏుᚉᝥ̲ᄞ᱿Ჿ᱿Ŋ

֡ռቄ⎏ぷⳆᕀᔕȯബघːʃΒ

㕑ߡⵣŊ˚ᗯռ ⎈ឳⅠࣀҙŇŊ

મവʃඈŝȶᔏు⊝രञŊᳵᴈ

߸᩠Ŋ̲˫๔෫ᣅ໊Ŋ⎊ᤋ࿁ل

͗ᆯบྚ⎟ߡԻŊϝɺᯈञᏈ

ۧณሷࢊŊ૯ӛⳆᕀᔕᆯቅቃ⋱

⤃⎊ʙྃ⤽⧄ɿᄞἼ᱿ञʶŊᲿ

᳅ᴿ┮⦦Řȵ̟˪ᱻവᐪŊ

ըȯ≟ଃ̲ᘍԅལʃΒŊ˫

᱿ȯ⦨บटʃⳠːㆤŊ˟߱ռ㕑

⩕ːΩᛖඎŊᣅˑ㓯ञᘍ೭ઈ⣬

᱿߱ⷠⷻᝥ̲ᄞȯᯍᆹ⡕ץゝ߱ࢍ

ቀˇʃⲆ߸᩠⧠ȶȯှㆊ

ᄢ⦦ڊඇ⎊నʁ߸᩠ʬϊവȯᯍᤋ

ȵחℱȶ̲ᄞ᱿Ὦʷ౺ଔ⯿෧ณ

ʀ⥏Ŋᣅˑ㓯ञᘍ೭ઈ൘ⲊŊᮚ⎏

᱿ռ㕑㋧мሷʽᱻㇷːŊʬ߱

ⳬŘȵごʁ˫ᘍջːŊỚ

ʃΒᔖʃΒŊሷᗞሷߌኞࢊະʬʃ

ŊҚ⯿⁴ᦝ≟ᔘȯʃӷɿ౺ŊᎫ

ञなञᘍ೭ઈҭᮝ֭لるുוը⦟

Ңʑȯ

ᏈŊᱻᯍҠごʁ߸᩠ࣜŊ̬⚠

ᆯᲁుଔ⋱ᗉહ᱿ȯໟΩᾀʁҪߊ

ᕃᔘشు⎊ἼᣅుŊଔᆯɺ⃥

ʊːŘȵ൬ⲵ㔋ȮߨȮぶŊʃ⣬Ⲳ

ᔍ ᆹ ᔏ ు ˫ʙ᱿⯿˷ُञ

ሷᐪרവŝȶᔏుʃ⊝ըبŊ߱׆

⳧͗⦦ⳆΤ⥾㆛ȯ

ʑ׆᱿ぷᄽుŊ≟ռشᔏుɺᮝ⥶

らᶝࣺ̲ᘍ᱿ʑҠ̳そ┾ȶȯ̟ㆤ

ȵ⤽ۄȶ ɿᄞἼʠʶŊᗼʈ߱

ռ㕑ࣀҙ⎪ट╾߸ぜ̲ᄞŊɺӡ

ᣅˑ㓯⦦בȵᱻᯍ

ߧᱹଭҢߡԻȮヰᏈ᱿ռ⎏شᔍ

˚ᅺʠʶໞᣅᔕᆹ᱿ᆹαŊരː

ᔍʠԊ߱ռشㅹ⥪ᚉᝥ̲ᄞʴŊ

ЭᲵᕇᅠᢜřೆᮟҘષŊмଛՐ

Ҡごʁ߸᩠ࣜȶخŝⳆᆯߌᣅɺ

ʬ˃ʴߡȯ

ʃҪٳᓾໟΩⴒ߱⸅⮳ᔕ᱿⣰

⎞ሳ᳷мᯍᤋⵣൔᵧ⊱ᆙŊᔏుʃ

˪ⴒΈȯ౽॑Ⳇᔏుʏᴇ᳤ൕࢊ

ᅻȵᄎಓʁ˪חℱȶŊ˫⊾હሳ

֓⳧בᄲ౺Ŋ⎏ぷᲁ֓ɺ

⳧ᆯ⣬Τ॑⊝᱿☼םŊઽలᚉᝥ̲

≛ŊʶരʏʃⲲἄŊവ˫ⳟ

ሷബघʃᆙ᳠᱿ᱻ⭢┮⬚ٷŊ

౺Ŋञಓૹʍ⬰ᄽᆗ൸ᤋሀᔘŊڱ

ȵҞଙబȶʑ♭˒∑

Ⱪȯ

ᄽ/なྚఙ

⥆വሷ̤ሹהሯଃໟ⦦Ŋ

߱ᘍⱐञᘍʑŊȵ᳠ۧ൘ȶ᱿ᘍ

̷ΩᘍⱐԼ⧾᱿ȵ᳠Ȯۧȶⵣ

ᆯߥ➄᱿Ŋȵ᳠ȶʑሷȵ᳠ۧ

॑Ŋଔᆯȵ൘ȶᗞˑ㓯॑᱿ȯҢ

൘ȶŊȵۧȶʑሷȵ᳠ۧ൘ȶŊ

મ൏ࡆሷɺᱻㇷ›૰қ›᱿

֔⸄ྴሬᣅɺᦷŊ

⃥ᶝࣺʠԊŊ૰ૌ⎞൘⩕߱ಂ֔

૪Ŋॎʬ⥓ᗞา⨯ӷŊȵ൘ȶʃ

ȵ൘ȶʑⴒሷȵ᳠ ۧ൘ȶȯଃ˟

ଅబŊȵҞଙబȶȯჇȳࡆ

⩕˟ಂଙ̬ב९ŝ

౺᱿ᄽջ༫Зʑᅽᆯʑߡːᮝ

ХХᆯㅏΒ᱿Ⲋטᅠ⋥ʁŊⴒר

ː᱿૰ૌُ൘⩕⯿ʃᆯଔծؐ

Ⅰ⦒ᯆȴ⥆ⰶŘᄽὉҝņ֯

┋⸄ࡆ˚ଋ߱Ŋ

ل᱿ɺⵒӠʴŊᆯȵ˒ȶŊᆯ

˫ᆯઋ➄᱿⩕ፃŊ♡ॖଃಳㅼ

ʴ᳠⦞ُۧ⏦ܜŝ

Ŋᛤ˩⎄ŊࡆːŊષ₲⎏

ʃ⣲ᯍ౺Ằআᲁȯ

ȵ∑ȶŊⴒᆯȵẌȶȯ

᱿ञಙŊȵҞଙబȶʑ᱿˒∑ȯ

ᄽ / Պኇ

డⵒଋሬȮẌⵒଋሬȮ≉ኚず

ːʜᆙᱺʴҢʑ᱿ⳬŊ

ずણ ंȮᄽⓧᕆञણंᾀŇ≘

ʙՒദരⲵ⩕ɺɾŊⶑːʬʃ

ᅣሷἇ߸Ŋര͗ἇ߸⡕ⶑଡؖᕿ

ᮙ┛രŊʬദരⲵ⩕ɺɾŊᅠᆯ

Ṙࣺפː⳼ᢤŊ॑ːⴍ

ᆯ⒆⦘Ȯ⦦Ŋᗉʃ⊝ഺȯը⦦

ᵿᦷ̫ᮢŊқᦩࡠʃʁȯ

ʑ⿵ӛʴɺጻқɾ૰᱿⋟Ŋ

ːЗሬӷˊࡆŊҝ༥⥸ᅠര

ໞᣅ͗ദ⠗ː᱿⳧ⳬŊⳆጻ⳧ⳬ

ߊŊʺ:

ଔᆯ˚ⴊぬࡆ⡹≉ኚಓᅣⴗ᱿

ɺ₣ሬ͗ףᣅᦷŊ

˒∑⋟ȯ

⩕˟ɿଙ̬ב९ȯ

ȵҞଙబȶȮȵ˒∑⋟ȶ

ࡆ┋⸄˚ᩖ߱Ŋ

ʃХᄑʶㆩ̙ŊⳐ⥸ⵣןಂʢ

ʃ⣲ᯍ౺Ằআᲁȯ

ȯㆩ̙᱿ᄑʶŊʃХᱹᮝ߱ቺ

ːവሬŊⳠႣ⩕ɿଙŊؖ

ռȮમ൏ȯ߱ˊቺ౹⩟≘ࡆŊʬ

ᕿҢ∑ŊʬẌ⩕ɿଙŊҞଙబ

ሷጻ˒∑⋟ȯᄑʶ᱿ҙૌⴊぬ

͵ໞʴⳆጻଅబ᱿ờȯ

⎞ȵ˒∑ ⋟ȶ˸̲̲Ŋ≟ᄑ

ᤀ᩸ሷϵŊⴊ૫᱿ⴊぬሷΤȵ˒

ʶ᱿ʙ⤑Ŋᆯπଋሬ᱿⤃ȯπ

∑⋟ȶŊ⧾᱿ʬᆯㆩ̙᱿ᄑ

ଋሬଔᆯ݄ヿʌⲉⳖंȮષ⎏డ

ʶȯᛤ˩ʯひ౺⿵Ŋⴊቺ༇ઈ᪗

ⵒଋሬ᱿π҆☡ȯॖኞ˝₳≙⨢

ᦲᣊ߱ˊࡆᣅષŊሯ˶≉ኚずℶ

߸׳ᅞൠȮᖁ⿵З⦦Ŋ⊾હⴒሳ

ΔȮҙ͜⩊ણंᾀȯɺᅺ᪗ᦲ

ᱹሩघㆩ̙᱿ ᄑʶȯ

ᣊ൸ӷ≘ሬΒŊབྷɺ᳖Ŋ

߱˚ट⧾ἄὊᦩȮཬ≛

ᅞᵧⶑଡ⬠˟ʃ߱Ŋ̫қ

᱿ʑߡḽሳŊⳆỚവⴒ⩕ː᱿

ʑ⿵᱿ずᦷȯʑߌᔍ⎞ⶑːᱹ

૰ૌ⎞⧼⩕Ŋ ධඇʃᣅ˚ट

ᮝᦩࡠŊⳠྴሬ͗⦼˟ӛㄇ⦦

᱿ːΩ᥊ʴƞƞҢᯍːΩ

⥾Ŋ˫⩕ⶑːⲵⅧȯ

᥊ʑҠ㋧ષΩᣅ⧦ẜӴ≟

ʃʝŊːᄇӷʴቃ
ʝ᱿ߊΒŊ⡹ⴗִףሷɺ㈪༌ᗴ
⥸Ř

ຈᓏབྷᕇᤀⲁᖁ᳷᱿̦Ŋら
า༌ࣱᖁ⿵Βˮ᱿ᆹαȯ
Ң૪Ŋ߱ʑߡᔌ⃥ᄽջ⡕₇

ય˩┮ણ≛ᙈⴏ߱ȳधɻ

ː͗⦟بŘȵᆙटʃ⣬ʀᑙŊᑙ

ൠȴֱὮʪ⡪ㄇŊ૯ʁʴⳆᑂɺ

ሳ༿ᅜĿȶटᆙʠരŊሷː༴छ

ῇᄽὁŊϊവ⦓᳠〇⤍ُඎ≙ȯ

ʑᇓŊبᵧҢ˟ⶑଡŊⳆ༇ᵧ

ࢤᖶឲៜŊ˫ᕓ౺᱿Ҝ

ⳬŘ॑ˀːʬϝʴ᱿छȯ

ሶ֓ҜᅺᣅሱञŊᆯटʁ֓Ӡऄ

ߌ≟ଔሩԽΒᆯṘ・߱Ύ⩂⎊

⇾᱿ᇓ⤐ȯӷʴⳆɺटŊྈᤫ⎈

నŊʬΒ᳠᱿֭る૽⎏Ŋӷ

મ᱿ᖁ⿵∳ΈŊञ֚᱿ːⵣሳ

רඇȯ

᳖ៜȯ

ञៜଔ⣬͗ʴŊ֭るʬଔ

₺⎟֓౺ņҝҀ1140౺Ň

⣬͗ʴŊ᳖ៜ᱿ːִʃᵧⳬŊ₥

᱿ẠटŊ߱ឲៜ᱿ԊқटЀᇄŊ

₥ӷᑙʀȯᑙʀബ൬͵Ἷដʴ

̦߱ᖶⴗ᱿ଡᖁʑŊሷˀːŊ⊝

⤐ៜ᱿ːȯ

ӷटἇʑሷː⧾⥾Řȵ˚౺ະ⥿

ᆫङϝ⳧छ᱿ːŊᵧⳬሷ

߱ᑙʀᔘ᱿ːŊሷ॑ಂᱻŊⵣᆯ

֭るŊଔ߱ᅣⴗ⤐ૣŊᱹሷ⤃

ˀณȮᛐʱʃઓᄪᕒʠ

ȮሹהŊଔը˟Ωʁᑙȯ̟⡕

ːȯⳆˀ⥿ᔘ᱿ːʑŊྈҩᒑ

ը᱿ːŊʃ̟ʃʁᑙŊⴒ⦓ᣅⳆ

ውŊ߱ⴒᗞሷӷ᱿Ŋ̷Ω⣬Ⲑ
ⳌА˟Ω͗řʃ߱Ⳇҩʑ᱿
ːŊԅ⣬⩕˟Ω⬮൬サȯȶב
⊝ӷἇʑሷʃଇːߊᾊŘȵᆯĿ
ᆯĿȶᯍ߸ଡᖁ⊝ӷⳆˀ⊖ㅠŊ
ב㊻בඇŊʃᄢ⧾⥾ȯ
Ὦʷटङ⡹Ŋ̦߱⭪ᙬᑙ
ᅣⴗ᱿ଡᖁʑŊሷˀːछ⣲ሷ

≛ːŊ┛וവΤ⎊༪ᗞ⬶Ŋף
॑ⲙ⯿サȯ
⳧ʴɺሳҊŊៜᖛᜨ͗Ŋ
ᖛ՛ष㊘Ŋᙔᜨ៵ᜊŊʃଁ
ȯ᳖ៜ᱿ːŊཞ༆ञפŊ༆⎮
⭁⮳Ŋ˫ᣅटʁम⤐ŊᲵᄇᳵ
ಎȯᔌ߱ᔊפᆹŊ൸ᤋŊᑙ࢚┛
ᖛŊሷ߱ᑙʀ᱿ːŊҚⵒ⡕ᛝ
ᔘʴĿ
ര͗Ŋᔘ≛᱿଼Ԋ͗⦓ଧȮᄇ
ᄺȯ⳧⭰᱿ːŊʬ᳖͗⣶ᔘ≛Ŋ
ᱹᔘ᱿ːᷨ૪ⵣᆯɺˀณȮ
ᄍ◯ȮʃઓʠളȯⳆ༇ӷŘṘ
・ⳆᓝぜณŊᆯζᮢ⤐ៜ≟૪
ᅡŊ⃑ϵᤋʠʶȯ
ߧŘࢤៜ

6・

・

正道滄桑

2007 年 4 月 20 日

圖：2006年被非法抓捕前，王新中在「明慧焦點」節目中揭露中共的謊言。

【明慧週報訊】1999 年以來，石
家莊法輪功學員王新中歷經磨難，僅
僅因為堅持信仰，被抓過多次，腰被
打 壞 過， 被 勞 教 過 三 年， 遭 受 過 酷
刑，現在又被非法關到看守所，全家
人（ 包括妻子和愛女王博 ）都被非法
判了 4 年至 5 年。
目前被石家莊趙縣看守所非法關
押的王新中身體接連出狀況、惡化，
犯了心臟病、高血壓（200/120）。王
新中的親友聯名向各相關責任人寫
信，要求立即批准被非法關押的王新
中保外就醫。
王新中一家人本來就是被冤枉
的，他們沒有違反任何現行法律，北
京 的 六 位 律 師 李 和 平、 滕 彪、 張 立
輝、李順章、黎雄兵、鄔宏威已經為
他們向法院遞交了內容詳實的無罪辯
護詞。看守所惡劣的生活條件和監禁
的 氛 圍， 只 能 使 王 新 中 身 體 每 況 愈
下，不可能恢復。
王新中的代理律師張立輝和李順
章律師在辯護詞（ 後附全文 ）中最後
強調：「 綜上所述，辯護人認為王新

【明慧週報訊】芝加哥大學助理教授
吳偉標博士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到中共駐
芝加哥領事館申請護照延期被拒絕，原因
只是因為他修煉法輪功並公開反對中共政
權對大陸法輪功民眾的迫害。以下是明慧
記者電郵採訪報導。
吳博士，請簡單的介紹一下您求學、
任教的經歷。
答： 我是在 1997 年大學畢業，本科專
業是數學。那一年得到美國密西根大學的
錄取通知，之後到其統計系讀博士學位。
在幾個很傑出的統計和概率學家的指導
下，四 年後(2001年)我畢業。那年夏天我到
芝加哥大學統計系任教(tenure-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 ， 見 http://www.stat.uchicago.
edu/people/faculty.html
您的科研方向？目前指導幾個博士
生？科研資金來自哪裏？科研論文一般發
表何處？能否告訴讀者您的科研網頁？
答： 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數理統計、
概率和計量經濟學中的大樣本理論，以及
統計在氣候和工程中的應用。目前我帶三
個博士生。我的科研資助主要來源於美國
自然科學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兩年前NSF授予我CAREER
AWARD。
談到論文在何處發表，因為我做的
研究涉及統計學的理論及應用，所以可
選擇的期刊比較廣，包括概率、統計、

中不構成犯罪，一審判決認定事實嚴
重不清、適用法律錯誤、 程序違法，
二審應依法予以糾正。王新中及其妻
子、女兒一家三口先後被勞教三年，
現又被判刑四至五年，不僅個人自由
被剝奪，整個家庭也將名存實亡、破
碎殆盡！還家庭生存與延續，還社會
穩定和希望！」
王新中是石家莊鐵路分局幹部，
妻子劉淑琴在石家莊工商行上班。女
兒王博從小苦練鋼琴，高考考上了中
央音樂學院。王新中在修煉法輪功前
身體非常糟糕，患過類似瘧疾之類的
病，醫院也確診不了，一直治不好，
經常原因不明的發高燒，常住鐵路醫
院。修煉法輪功後，奇蹟般的身體好
了，夫婦倆的多年積怨一直鬧離婚也
和 好 了， 一 家 人 身 體 健 康， 和 睦 相
處，親戚們都為他們家高興。可是 99
年以來，王新中一家三人只因為堅持
修煉法輪功，從未有過安寧的日子。
本來幸福的三口之家無端的分別被非
法勞教，05 年底短暫的團聚，06 年 7
月 28 日再度被非法判刑，家破人散。

計量經濟學、數學和工程中的期刊。最
近兩年的文章發表在概率年鑑 (Annals
of Probability)、統計年鑑(Annals of
Statistics)、美國科學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計量經濟理論 (Econometric Theory) 和英
國皇家統計學會雜誌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等。
在我的網頁 http://www.stat.uchicago.
edu/~wbwu/papers.html可以下載我的論文。
您目前是否有在國際學術期刊任編
職？是否需要出國參加學術會議或進行學
術交流，比如給講座等？
答：自2004年起，我任國際統計學
會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Institute) 下屬
的期刊 Bernoulli 的編委，見 http://isi.cbs.
nl/bernoulli/board.htm
因為工作性質，我需要出國講座和參
加學術會議。明年我想去澳洲、法國、匈
牙利和其它一些地區參加學術交流。現在
不太敢答應他們的邀請，因為芝加哥中領
館拒絕我的護照延期。
芝加哥中領館為何拒絕您的護照的延
期？能否介紹一下事情經過？
答： 今年 11 月 20 日我去芝加哥中領館
去申請護照延期，我把申請表和護照都按
程序交上去了。按他們的規定，四個工作
日後可以取護照。四天後，我把取證單交
上， 前台的工作人員找不到我的護照。後
來簽證領事張楚雲出來和我單獨談話，說
不能參加法輪功活動等等。他們的數據庫
中顯示我是法輪功學員。張說過幾天後給
我答復。十天後，他們決定不給我延期護
照。中領館官員知道這樣做會給我很大的
麻煩。我是要經常出國進行學術活動的。
您甚麼時候開始修煉法輪功？修煉對
您有何影響？
答： 我在 1998 年夏天開始修煉法輪
功。在那以前我一直對修煉中的現象感興
趣。自從接觸了法輪功之後，我當時感覺
法輪功特別不一樣：這個功法非常注重人
的心性 的提升，要求去掉對名利的執著，
做任何事都要想一想是否會對別人造成影

【明慧週報訊】李鳳美因堅持信仰真
善忍，多次遭中共不法人員綁架、非法
關押。先後被蓋州市拘留所、營口教養
院、鱍魚圈第三看守所和遼寧省女子監
獄殘酷迫害，身心受到很大傷害，幾度
生命垂危。
李鳳美，女，一九六五年生，原是
遼寧省營口市熊岳高中一名優秀的英語
教師。是一九九七年開始修煉法輪大法
的，修煉後她嚴格按照大法要求自己，
不斷提高自己的心性，與人為善，在學
校師生中有很好的口碑。
二零零四年十月，鱍魚圈公安分局
第三次強行將身體虛弱的李鳳美押送至
遼寧省女子監獄非法關押迫害。而熊岳
高中領導也助紂為虐將李鳳美非法開除
公職，其丈夫迫於壓力也與其離了婚。
二零零六年七月李鳳美被遼寧省女
子監獄折磨的全身淋巴結腫脹，生命垂
危，監獄拒不放人，又將其關押在瀋陽
監獄城總醫院繼續迫害。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日，李鳳美又被
女子監獄第十監區流氓惡警于成水、陳
海新指使犯人陳風雲、孫笑丹等綁到監
舍樓裡的儲藏室進行殘酷毆打，惡警陳
海新將李鳳美背銬、吊銬，用電棍數次
電擊，並扒光李鳳美的衣服，用膠帶封
住嘴和下體，不給飯吃，不給水喝，不
讓洗漱，不讓睡覺，限制上廁所，且採
取流氓的手段污辱李鳳美。強制她在冰
冷的儲藏室二十四小時蹲著，直到三月
中旬才回到普犯牢房。李鳳美被折磨的
遍體鱗傷，一條胳膊被擰斷，下肢行動
不便，頸部長期流膿，臉部嚴重腫脹，
全身都佈滿電擊傷痕。目前，惡警于成

響甚至傷害。做研究中會經常出現名的執
著和干擾。由於修煉的緣故，自己也在慢
慢的看 淡這些。在研究的過程中要把課題
踏實的做好，去掉浮躁的心理。舉個例子
說，以前自己的文章被拒絕後，收到退稿
信時不免不高興。現在逐漸的看淡這些，
做研究時心態非常寧靜和集中。當然，法
輪功還包括煉功（如打坐），這對於放鬆
身心非常有益。
中共媒體經常宣稱修煉法輪功之後，
人們不再熱衷工作、學習，也不再關心家
人。您如何看待此問題？
答： 讀遍所有法輪功的書，沒有一處
教你修煉法輪功之後，不做工作、學習，
也不關心家人的。放下對名利的執著並不
是放棄工作和學業。相反的，修煉法輪功
後，會更加負責的把自己應該做的事做
好。這樣的例子我周圍就很多。正是中共
對法輪功的迫害，使得很多法輪功學員流
離失所，失去工作和學習的機會。中領館
官員不給我延期護照，給我出國進行學術
交流帶來很大的不便。
中共以崇尚科學為名攻擊法輪功。作
為學界人士，您如何看待此問題？
答：中共以自己對科學的解釋權，用
「崇尚科學」作為政治口號和依據來迫害
法輪功。中共將科學當作打人的棍子了。
中共做的很多反科學的事情，包括當年迫
害了那麼多科學工作者和知識份子。正是
因中共的制度性腐敗，阻礙了大陸科學的
發展。難道科學需要中共來崇尚和捍衛？
法輪功中講的一些修煉的事情確實不
在現在科學的認識範疇之內。其它宗教中
講的事情也不在現在科學的認識之內。但
都不能因為這些而剝奪民眾的信仰權利。
科學最重要的就是自由的思考、自由
的交流。我作為海外的法輪功修煉者，
可以自由的獲得任何資訊，可以自由的思
考、自由的發表自己的言論。可是中共用
大陸納稅人的錢建立互聯網上的防火牆，
不准大陸民眾獲得海外自由社會的信息，
更不准大陸民眾自由的發表自己的言論。
同時中共把信仰法輪功的大陸民眾抓進監

圖：長時間酷刑折磨演示圖

水、陳海新已調離第十監區，又調換來
惡警董金風、代晶，繼續折磨迫害李鳳
美。在迫害如此嚴重的情況下，惡警還
逼迫李鳳美幹活，不幹活就關禁閉。
四月九日親人去探望，有氣無力的
李鳳美當著惡警的面告訴親人第十監
區的所有惡警都參與了對她的迫害，每
天晚上採用卑鄙的手段折磨她，不讓睡
覺。如果她死了一定是惡警們害的。李
鳳美還把自己被迫害的過程告訴每一位
接觸到的普犯，她表示一定要堅強的活
下來。四月九日當天親人到遼寧省監獄
管理局信訪辦上訪，無果。準備於四月
十六日再到遼寧省司法局等部門上訪。
附：遼寧省女子監獄電話
（ 區號：024）
：
監獄總值班室：89296733，
總機室：89296600
獄長李森辦公室：89296666
政委辦公室：89296677

獄、勞教 所、洗腦班，以酷刑摧殘強迫他
們違心表態放棄自己的信仰。難道中共就
是這樣崇尚科學的嗎？
對於中領館拒絕給您延期護照，您將
如何應對？是否準備向西方主流媒體和當
地各界人士說明此事？
答：我會將此事告知媒體、 VIP 、以
及各界人士，包括我認識的所有人。自從
1999 年中共迫害法輪功以來，有很多法輪
功修煉者的護照延期被無理拒絕。邀請我
參加學術會議的學者們覺的不可想像：正
常的政府職能竟被這樣用來迫害法輪功。
對於中領館參與此事的人員，您有
何建議？
答： 我希望外交人員不要成為「外
斗人員」。要知道人做了任何壞事都要承
擔後果的。 2004 年 8 月 27 日，美國聯邦法
院吊銷了伊利諾州一名八十四歲居民的美
國國籍，因為他曾是德國納粹分子。這
位居民叫 Joseph Wittje ，是個退休築磚工
人。見美國司法部的通告 http://www.usdoj.
gov/opa/pr/2003/September/03_crm_494.htm
。將來共產黨比納粹還要臭名昭著，由於
你們做的這些事情，屆時你們將如何面
對？
對於在海外求學和工作的大陸同胞，
您有何訴求？
答： 我想對這些同胞和朋友們說，我
和你們一樣希望中國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法輪功在歐美和台灣等地都和社會和諧相
處，不介入政權和政黨的紛爭。在將來自
由的中國，法輪功也會同樣與社會良性互
動。這些年法輪功遭到中共的血腥迫 害，
仍然秉承和平、理性、非暴力，這本身就
證明法輪功民眾是一個善良的團體。我們
反抗中共的迫害，反駁中共的誹謗，揭露
中共的邪惡，這是義之所在。中共建政
五十多年，以暴力和謊言殘害愚弄大陸民
眾，中共才真正是反華勢力。法輪功民眾
以巨大的付出爭取自己的信仰、言論和集
會的權利、維護信仰者的尊嚴，其實這也
是在為所有的中國人爭取自由和權利，在
維護中國所有的普通民眾的尊嚴。

海外綜合

【明慧週報訊】「中國自由
文化運動二零零七年特別精神信
仰獎」頒獎大會，四月八日在新
西蘭奧克蘭歐緹會議中心（Aotea
Centre）舉行，自由文化運動發
起人袁紅冰代表評委會宣布，把
「2007年特別精神信仰獎」頒發給
法輪功精神修煉者群體，表彰法輪
功精神修煉者維護人類精神信仰自
由權利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袁紅冰表示，這是中國的自由
知識份子第一次以一個社會歷史運
動的名義，對法輪功修煉者所經受
的迫害向中共暴政提出的抗議，同
時也表達對法輪功修煉團體的敬
意。他們希望能夠通過這次頒獎為
挽救中國知識份子的良心做出一點
事情。
法輪功發言人張而平代表法輪
功學員接受了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向
法輪功修煉團體頒發的獎牌，並向
自由文化運動轉贈了法輪大法創始
人李洪志先生的親筆題詞：「復興
中華神傳文化」。張而平說，人們
對法輪功不同方式上的支持，不僅
僅是普通意義上的，道義上的支

【明慧週報訊】自三月二十四
日以來，全球聲援兩千萬人退出中
共黨、團、隊的大型活動已覆蓋北
美、歐洲及亞洲等十多個國家、近
三十個國際都市。四月十五日，台
灣於科技之都新竹市舉辦盛大的
「和平新世紀：聲援二千萬人退出
中共惡黨」的集會遊行，近四千名
來自台澎金馬的民眾共襄盛舉。
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於大會
聲明文中表示：從中國的秦朝、隋
朝的短壽，到希特勒吞槍自殺，縱
橫古今中外的事例清楚的說明了一
個真理：暴政必亡！這個真理在預
示中共暴政必亡！因為在看似炫
目的經濟成就之下，今天的中國大
陸：「貧富極其懸殊，貪腐嚴重無
比，官員棄職外逃，維權案件暴
增，官民衝突激烈等，由此可知民
怨已愈積愈深！」
台灣退黨服務中心代表侯念祖
致詞時表示，天滅中共是歷史的必
然，兩年多以來，三退人數如同滾
雪球般的迅速擴大，從每日數千人
到現在的每日三、四萬人，從使用

【明慧週報訊】澳洲一年一
度國家民俗節，是首都堪培拉的
盛大節日。四月六日，法輪功學
員應邀參加了這個盛會，把真相
帶給歡慶節日的人們。
民俗節有音樂演奏和各個民
族舞蹈，各種風味的美食、服
裝，各項飾物的展覽，大小攤位
百十餘個。法輪功學員擺設了講
真相的攤位，並在舞台上示範功
法、表演中國舞。飄逸的仙女
裝，舞姿優雅，吸引了大量遊人
駐足觀賞，並給予熱烈的掌聲。
學員們還舉辦了正法之路圖
片展，講述了法輪功在全世界的
洪傳，在中國無辜遭受的迫害。
一位女遊客一邊看圖片一邊流眼
淚，她對學員說：「你們太了
不起了，我不知道該怎麼幫助你
們，但是我會將這些故事告訴我
的親朋好友，請他們想辦法幫助
你們。」

持，而且是在做歷史上的選擇。
袁紅冰代表「中國自由文化運
動」評委會致頒獎辭中說：「從上
個世紀末至今天，在中國的大地上
持續發生著一場當代世界上最嚴重
的人權災難，就是中共暴政對法輪
功精神修煉者的政治大迫害。這場
政治大迫害已經深刻地傷害了人類
的良知。」「中共暴政動用它所壟

斷的全部國家暴力機器，把國家恐
怖主義發揮到極致，企圖摧毀法輪
功精神修煉者的信仰。但是，迄今
為止的歷史進程告訴人們，中共暴
政失敗了，而且正在走向最後的失
敗。」
頒獎辭還說： 「法輪功精神
修煉者以和平而又英勇頑強的方式
對暴政的抗爭，正在贏得歷史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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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面對比法西斯更兇殘的中
共暴政，法輪功精神修煉者以堅忍
不拔的意志維護自己信仰權利的行
為，證明了一個真理：強權沒有能
力戰勝精神信仰。面對慘絕人寰的
政治大迫害，法輪功精神修煉者以
和平而又英勇頑強的方式對暴政的
抗爭，正在贏得歷史的尊敬。」
頒獎大會由自由文化運動協調
委員會委員仲維光主持。仲維光向
張而平頒發獎牌時表示，今天心
情特別激動，必須盡量抑制自己的
情感。他對法輪功團體有「高山仰
止」的崇敬之心。能得到李洪志先
生的題詞，他感到非常榮幸。仲維
光還表示，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或
作為一個自認為是中國社會良心的
知識份子，「其實，我們應該在法
輪功剛被鎮壓時就出來，現在是太
晚了點，但太晚了還不遲。我們能
夠在這個時候站出來發出我們的聲
音，我還是感到一些欣慰。」
「中國自由文化運動二零零七
年特別精神信仰獎」獎金額度為五
萬新西蘭幣。新西蘭法輪大法學會
負責人做為代表接受了獎金。

化名到今日公開用真名退黨，從一
侯先生表示：中共並不等於中 大集會上，已經脫離中共的前中共
般黨、團員到現在的政界、軍隊高 國，中國悠久偉大的五千年傳統文 外交官陳用林表示，退黨是全中國
層幹部，甚至是駐加拿大中國領事 化，絕非是中共邪惡的黨文化所能 人民的事、是中華民族的事，並分
館的官員家屬以公開退黨表示對暴 代表的。
析了退黨數據的正確性，呼籲民眾
政的唾棄。
同一天，在澳大利亞悉尼的盛 早日擺脫中共的束縛。

【明慧週報訊】俄羅斯法輪
功學員四月九日在聖彼得堡市集
會，呼籲俄羅斯當局不要圖小利
忘大義、不要屈從中共壓力做出
助紂為虐的壞事。
去年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罪魁
周永康密訪俄羅斯之後，俄羅斯
內務部即無理的拒絕給多名持有
合法工作準證的中國法輪功學員

辦理居住簽證，並強迫這些學員
離開俄羅斯，迫使其成為聯合國
的難民。
今年三月二十八日，中、俄
特工部門相互勾結，共同預謀綁
架並秘密強制遣返了聯合國難民
馬慧母女。至今移民局拿不出決
定遣返馬慧母女的正式文件給律
師。此事引起俄羅斯多個團體及

幾十家媒體網站的輿論譴責，聯
合國難民總署也致函俄羅斯政府
要求對此事做出解釋。
在聖彼得堡市集會現場，很
多人停下腳步，認真了解真相，
譴責俄羅斯當局屈從中共做出違
法不義之事。 ◇

【明慧週報訊】四月十一日
晚，剛參加完紐約法會的新加坡
學員，在返回途中，轉機日本東
京成田機場，他們發現眾多中國
人在登機處等待，準備回北京。
為了讓這些中國人能了解真
相，學員們一部分上前一處一處
的講真相，一部分則在顯眼位置
處靜靜的煉起了第五套功法。
祥和的煉功場面給這些中國
人很大的震撼：「哎，法輪功」
「這裡沒人管嗎？」由於中共宣
傳的欺騙，中國大陸民眾不知道
法輪功學員在海外的公共場合， 包括機場，可以安靜的不受干擾 的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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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週報訊】四月八日，
法國巴黎法輪功學員在著名的
埃菲爾鐵塔附近的人權廣場
上，抗議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
學員器官的暴行。
過往的人們被真相展板上
揭露的中共罪行所震驚。法國
民眾丹尼勒?維萊特先生說：
「使我震驚的是由於精神修煉
的原因而遭迫害，這讓我深深
的震驚！我覺的對於揭露的這
些迫害應該給予關注。」
與此同時，有法輪功學員
在現場展示法輪功功法，慈悲
祥和的能量，吸引了來自世界
各地的遊客們靜靜的欣賞。

【明慧週報訊】德第二大
日報《法蘭克福匯報》四月
二日長篇報導了中共迫害法輪
功，並以盜取器官方式謀害法
輪功學員的情況。
文章中指出，在中國，
「歷年被執行死刑罪犯的具體
人數，是中共政權和國際人權
組織一直爭論不休的一個議
題。」但即使按照中國每年被
執行死刑的最高猜測人數計
算，中國很多用於移植的器官
還是無法解釋它們的來源。
「幾個月前，中共方面公
開承認了摘取死刑犯器官的事
實。官方對此的解釋是，通過
這種方式，罪犯可以為社會做
出貢獻。且摘取前，都『儘可
能的』得到了死刑犯的書面同
意。可是，不管人們怎樣看
待這種事情，一個死刑犯身
上也只有兩顆腎臟，一顆肝臟
等而已。然而，中國的『市
場上』，存在著數量更多的人
體器官。一名居住在美國的中
國前外交官員張而平對此說，
自願捐出自己內臟的中國人極
少，幾乎沒有。」
文章中介紹了加拿大律師
大衛 ． 麥塔斯和前加拿大亞太
司司長大衛 ． 喬高的關於中共
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獨立調
查報告，「根據這份資料，法
輪功學員在未經過法院審理判
刑的情況下，被蓄意抓捕和殺
害，目的是盜取他們身上的器
官。」
文章中還寫道：「喬高和
麥塔斯曾派人以病人身份打電
話到中國的醫院內，詢問器官
移植情況。據說，醫院人士肯
定的回答這些『病人』說，保
證在一週之內就可以為他們提
供所需的器官。病人唯一需要
做的就是來到中國。」
和其他國家的幾年甚至十
幾年的等待時間相比，在中國
為得到一個器官的等待時間出
奇的短，只有數量巨大的人體
器官庫才能使其成為可能。
「這二位加拿大公民說，只有
具有穩定器官來源，不依靠捐
贈的人，才能夠做到。」
根據中國的公開報導，在
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九年的六
年期間大約有一萬八千五百例
移植，而根據中國醫學器官移
植學會，在二零零零年到二零
零五年期間卻有六萬例移植
（在這期間發生了對法輪功的
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