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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八、二十九日两

天，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的BEA展览

中心举办的亚洲节上，来自亚洲

不同国家、民族的上千人共聚一

堂，向瑞士及周边国家的民众展

现亚洲风情和文化。在广场舞台

边的一片开阔区域，挂着醒目的

“法轮大法”和“真善忍”条幅

的两顶帐篷，法轮功功法表演，

格外引人注目。这是瑞士法轮功

学员设立的信息台。

法轮功学员现场教做莲花

的台案，引来很多孩子和家长。

多彩的莲花，带着“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的纸

坠。家长们一边饶有兴趣地陪着

孩子学习折叠美丽的莲花，一边

认真地倾听法轮功学员讲述莲花

背后的很多故事。不少人取阅真

相资料，想了解什么是法轮功。

更多的人直接询问炼功的时间、

地点，表示要学炼法轮功。

“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

功？”这是所有来听真相的游客

都会提出的疑问。站在路边的多

位法轮功学员耐心地给每位游客

讲真相，从介绍法轮功是一个什

么样的团体，中共为什么要迫害

法轮功，到中共对法轮功残酷迫

害的现实及活摘器官的罪行等。

有的游客是第一次听说法

轮功；有的早有耳闻，但没听过

如此令人震惊的有关迫害的信

息。他们表示：共产党是什么坏

事都能做出来的，虽然是第一次

听说，但是可信度大；以前没听

说，也是共产党极力掩盖的结

果，他们善于搞阴谋诡计，钳制

言论，控制媒体，封锁信息。

听过法轮功真相的游客还表

示：中共越是这样，法轮功学员

越是应该讲真相，揭露他们。因

为这不仅是法轮功学员的灾难，

也不仅仅是中国的事，而是共产

党在侮辱践踏人类的尊严，侵犯

人权，这是滔天大罪，世界上每

一个人都不能漠视的。他们主动

在征签簿上签名，祝愿法轮功学

员成功，继续坚持做下去，讲真

相，反迫害，早日制止中共的暴

行。 

八月二十八和二十九日两

天，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

员在奥克兰（Oakland）中秋摆街

会讲真相，许多游客了解了法轮

功的真相，还有一些中国人退出

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专栏作家阿利斯（Aries）经

常看到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活动。

他在奥克兰、旧金山、圣利安珠

等城市的游行活动中经过看到法

轮功学员。他说：“他们的队伍

非常壮观。我了解在中国发生的

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共政权是个

压迫性政权。中国人应该有信仰

自由、打坐的权利。”

来自柬埔寨的本杰明表示，

哪儿的共产党都很坏。他了解法

轮功在中国受到的迫害，他希望

那里的法轮功学员能够获得自

由。旧金山东湾的山姆拿了一些

真相资料和光碟，表示将回去阅

读。他说：“我知道中共摘取法

轮功学员器官出售的暴行。”

两天来，许多民众来到法轮

功学员的摊位前索取真相资料，

还有的询问哪里有炼功地点。一

位民众听到法轮功学员告诉她记

住“法轮大法好”时，感动地握

着法轮功学员的手说：谢谢，祝

你好运。 

八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

由泰国卫生部、体育康乐协会和

泰国健康促进基金会等联合主办

的泰国健康博览会，在IMPACT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参加展览会的

有来自泰国保健、医疗、环保业

等众多公司和团体，泰国法轮功

学员也应邀参加了会展。

法轮功学员的展位上挂着

“法轮大法好”的灯笼，布置了

美丽的荷花，以及大法弘传各

地和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图片

展，桌上摆放着大法书籍、真

相资料和光盘，播放着教功录影

片，气氛一派祥和。

法轮功学员连续两天受邀

登台表演功法，及在博览会介绍

法轮大法。讲解的学员向观众介

绍了“真善忍”修炼原则，功法

原理，学炼法轮功身心健康的事

例，以及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的洪

传。学员还向观众介绍了中国传

统文化，演奏了中国民乐二胡。

优美的五套功法和欢快的乐曲赢

来了掌声，吸引了不少人伫足观

看并前来摄影。

表演结束后，法轮功学员

的展位成了观众最多的热点，许

多人前来询问讯息，取阅资料，

购买大法书籍。一位泰国石油公

司环保负责人对学员说，以后组

织单位的福利活动时将向职员介

绍法轮功，并请法轮功学员去教

功。还有坐轮椅的老人，也被家

人推着慕名前来购买教功光碟，

希望学炼功法。学员们还向参观

者送上了法轮功真相传单和精美

的纸莲花，期望通过这次活动能

让更多人得到法轮大法的福音。 

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国际新闻

台八月二十七日晚六点，报导神

韵艺术团的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肯

尼迪中心的演出。CNN在肯尼迪中

心歌剧院采访了神韵纽约艺术团

的主要演出成员。

神韵纽约艺术团乐团指挥陈

缨女士先介绍了“神韵”一词的

内涵。她表示，是指来自神的启

迪与美好。

神韵纽约艺术团的晚会节

目主持人文凯莉说：“由于在中

共的统治下，传统文化遭受系统

的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好象

是一个遗失了的艺术，我们的宗

旨就是恢复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精

华。”

神韵纽约艺术团的晚会节

目主持人唐瑞说：“我们的乐团

是一个中西方乐器合璧的大型乐

团，天幕非常美，就好象电影一

样，把你带到中国历史上的不同

时期，我们有大约四十个舞蹈演

员，舞蹈中展现出中国历史上不

同朝代的服饰。”

领舞任凤舞说：“神韵艺术

团的独特之处在于以全善全美的

艺术形式来恢复中国传统文化，

在当今的中国你看不到这样的演

出，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中国神传

文化。”

主持人文凯莉说： “很多演

员是在西方长大的华人，在加入

神韵艺术团以前，我们很多人并

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但一旦我

们钻研进来，经过专业的中国古

典舞蹈训练和学习其背后历史，

尤其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

值，我们感到非常自豪。能与世

界各地的人们分享这个文化。” 

八月二十八日，丹麦第二

大城市奥胡斯市迎来了一年一度

的文化节。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活

动，演示功法，给文化节带来了

传统的中国文化，并向丹麦民众

讲述中共邪党对中国大陆法轮功

学员的迫害。

丹 麦 妇 女 丽 丝 贝 丝

（Lisbeth）被法轮功优美、祥和

的功法所吸引。当她听学员介绍

了法轮功真相后说： “我认为

这个‘真、善、忍’对人类社会

很好，大家应在和善的环境下发

展，互相之间和平地生活。”

为期一周的文化节是奥胡

斯市最热闹的时节。这是北欧最

大的文化的盛会之一，展示多元

的文化和艺术的盛会：舞蹈、戏

剧、展览、古典音乐、歌剧、儿

童文化、运动和娱乐。今年文化

节的主题为“邻居”。丹麦女王

玛格丽特亲临奥胡斯文化节，在

开幕式上作了即兴演讲，她说：

“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奥胡斯与

世界各地相接，从而相互成为

‘邻居’。”

一位名叫伊丽娜的女士来自

罗马尼亚，对于在中国大陆发生

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她说：

“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做出这些

事情来，因为我来自罗马尼亚，

我们都有过相似的经历。在共产

极权统治的社会里，这种人权迫

害经常发生的。我在丹麦生活了

十年，我发现丹麦人和其他生活

在西方民主社会的人是难以想象

共产极权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人

们不敢相信这样残酷的人权迫害

还能在本世纪发生。”

伊丽娜曾经去过中国的一些

城市，她表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

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是在那里很

难看到真正的中国文化。最后，

伊丽娜认真地在法轮功学员反迫

害的签名簿上，一笔一划郑重地

用中文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八月二十八、二十九日两

天，风和日丽，美国俄勒冈州尤

金市一年一度最大的社区活动

“尤金庆典”吸引了比以往更多

的人们。今年的社区展位被安排

在热闹的街道，而法轮功学员的

展位又位于街道的中央，“法轮

大法”、“真善忍”的大字特别

引人注目。

早晨的游行一结束，人们

便络绎不绝地来到社区展位街。

很多人被法轮功优美祥和的炼功

音乐和功法演示所打动，他们驻

足观看、拍照，取阅资料，并向

学员详细了解法轮功是什么，在

哪里可以学功等等。不少人已经

知道法轮功以及在中国发生的迫

害，他们询问当前的情况，对迫

害表示进一步的关注。也有人表

示自己已经开始炼功，并兴奋地

介绍给一同前来的朋友。

一位西人女士在揭露迫害的

图文展板前看了很久很久，当学

员走过去进一步介绍时，她已是

泣不成声。她一边表示抱歉一边

说：我是个很坚强的护士，经历

过很多。但是，在这些照片前，

我无法忍受内心的悲愤和痛苦。

我知道，那些施暴者一定是禽兽

不如，否则，他们怎能下得去

手？相比之下，仔细看看这些学

员的表情，那么坚定，平静……

这位女士一再表示，她实在

无法把这么祥和的功法和这残酷

的迫害联系在一起，这场迫害比

纳粹更加邪恶，因为它试图泯灭

人的良心。

还有一些大陆华人来到展

位，他们对中共的迫害感到愤

慨。一对带着两个孩子的老年夫

妇，看了有关迫害的展板流着泪

难过地说：这共产党太可恶了，

把老百姓迫害成这个样子。这些

人不就是想做好人，锻炼身体

吗？老夫妇拿了《九评共产党》

的光盘，表示要回去慢慢给孩子

们讲，因为他们在美国长大，很

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荒唐的事

情发生。

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士两次来

到展位，取阅资料。她对迫害的

现状极为担忧，希望更多的人能

够战胜恐惧，站出来讲真话，支

持正义。

两天中，一群一群的人们带

着真相离开了法轮大法的展位，

他们一定会把真相告诉更多的

人。 

瑞士伯尔尼亚洲节　法轮功再展风采 美国加州奥克兰街会上传福音

泰国健康博览会　法轮功受瞩目

CNN国际新闻台报导神韵艺术团

波士顿华人敬仰李洪志大师造福人类

奥胡斯文化节　民众关注法轮功

“尤金庆典”把真相告诉更多的人

美国大波士顿区亚裔于八月十五日及

二十二日，分别在波士顿华埠及昆市中心，举

办二零一零年中秋联欢会，热闹非凡。法轮功

学员在二个活动上摆设摊位，展示功法、讲真

相、教折纸莲花，吸引络绎不绝的民众前来。

许多人对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有兴趣。阿

登（Arden）和大女儿布里安纳（Brianna）

不畏风雨，当场就在展位旁学功。欧若拉

（Aurora）女士主动留下自己的电话及电子邮

件，希望学员继续和她联系。

昆市基督教青年会（YMCA）工作人员大卫

（David K）不但自己想到炼功点学功，还请基

督教青年会活动主任到法轮功展位，邀请法轮

功学员到他们那里去教功。

早期因家人被中共无故迫害而移民来美的

黄老先生，得知法轮功真相后，义正辞严地谴

责中共的非人道。他在签名簿上写着，“我敬

仰李洪志大师，支持法轮功的传扬，以造福人

群，改变世界。”

华裔大学生布赖恩•李（Bryan L.）曾听他

的武术师父谈过法轮功，知道中共惨无人道地

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他在反迫害的请愿书上

注明：“中共不该迫害法轮功，所有的国家都

应该让人民有信仰的自由。” 

二零一零年九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