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网通讯员河南报道）

河南省新乡市总工会干部朱颖，年

龄五十三岁，家住新乡市中原路

总工会家属院。朱颖曾是全国劳动

模范，全国人大代表，曾任全国

总工会委员。二零零四年因得了卵

巢癌，做了手术后，为了使身体

康复，二零零五年开始修炼法轮大

法，从此身体健康，没有再有过

病。

在她单位和她同样有癌症的、

比她年轻的同事去世后，朱颖非常

内疚，因为她没有告诉她的同事自

己康复的原因，她怕同事传出去自

己会遭到迫害，她悔恨自己太自

私，从此以后，她下定决心要告诉

所有能告诉的人“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她真的这样做了，她每

天都在履行着自己的承诺。她每天

的业余时间除了简单的吃饭，很少

的睡觉，除去自己的修炼外，都会

出门发资料和讲真相。

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七日朱

颖被恶警魏光雷骗出家门，被绑架

到看守所，随后非法判刑八年送进

新乡女子监狱，于二零一零年十一

月三十日被迫害致死。据悉，几天

后，参与迫害的中共公安部人员离

开了新乡市，这些人究竟在新乡市

作了多少恶，怎么样迫害朱颖的，

现在还不清楚，但朱颖的死，是与

他们有关系的。

三次被绑架迫害

在修炼法轮大法的这五年的时

间里，朱颖曾三次被绑架迫害。二

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一点左

右，朱颖在往路边的自行车筐里发

真相资料时，因对面门市部里不明

真相的人恶告，被东大街派出所绑

架送进拘留所非法关押十五天；二

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晚上朱颖和

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在讲真相劝三退

（退出中共党、团、队）时，因恶

人跟踪恶告，又被恶警绑架，抓进

了西街派出所，在派出所非法关押

了一夜，第二天送进了拘留所，后

被非法劳教十九个月，在外执行。

因非法劳教，朱颖的单位扣去了朱

颖大概一半的工资，也不准朱颖再

上班。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日十六点

四十分，朱颖在新乡市体育中心附

近发真相资料时，被开着巡逻车的

恶警郑凯和恶人赵立超绑架，送进

了东大街派出所，由恶警魏光雷和

恶警柳永胜负责非法审理，两人把

朱颖送进了新乡市拘留所。

朱颖的所谓“案子”上报到了

新乡市（当时的）红旗公安分局，

由齐晓东和国保科张彦胜负责。齐

晓东、张彦胜在朱颖家没有人的情

况下和荣校路派出所，东大街派出

所，街道办事处非法抄了朱颖的

家。抄走朱颖家里所有的法轮大法

书，电视机一台，电脑两台，打印

机两台，未刻录的光盘一千张，大

法真相资料若干，人民币和存折数

万元（已要回），手机两部，mp3

两个，等其他物品。

           （转第六版）

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七日，正

值中国元宵节，乌克兰法庭作出

判决，允许法轮功团体在基辅市

中心广场举办活动。法庭宣读裁

决法轮功学员胜诉后，一位大法

官说： “今后你们可以随便在任

何时间递交申请来举办你们的活

动。”主审大法官接着说：“不

用担心，他们自己知道该做什

么！”

此案源于二零一零年五月

十三日前夕，由于中共大使馆欺

骗乌克兰政府官员，造谣说在这

天法轮功团体将会举行“危险”

的活动，从而导致去年的法轮功

学员申请“五•一三”法轮大法日

庆祝活动被拒。当日政府还派出

了大批警察禁止法轮功学员在使

馆前的反迫害活动。出勤那次行

动的警察对媒体无奈表示，他们

是头一次接到这样的命令，而且

这根本就没有意义。

就此，乌克兰法轮大法学会

依法向法院提出了上诉。申诉过

程虽然几经周折，审理此案的法

官们了解了法轮大法被迫害的事

实真相后作出正确的裁决。

法轮大法修炼以“真、善、

忍”为指导原则，同时炼习五套

功法，学炼者普遍身强体健、心

性和道德提升。自李洪志先生于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在中国长

春传出后，法轮功在中国大陆以

“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迅速

吸引了从政府高官到普通民众的

各阶层人士，目前已传到全世界

一百多个国家，超过一亿人在修

炼。法轮功书籍也被翻译成数十

种文字，被各国家和族裔的民众

传阅。

一 九 九 九 年 七 月 ， 以 江

泽民为首的中共流氓集团出于

自私和妒嫉，发动对法轮功学

员长达十多年的残酷迫害。据

明慧网统计，目前已经有至少

三千四百一十三名学员被证实遭

迫害致死，专家估计实际数字远

远高于此。数十万计的法轮功学

员被关进监狱、劳教所、精神病

院，惨遭酷刑折磨。更有甚者，

中共军队、公安、司法、医疗系

统互相勾结，活体摘取数以万计

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贩卖牟

取暴利，犯下人类历史最惨烈、

最邪恶的罪行。

法轮功学员表示，尽管中

共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媒体一

面倒的宣传，以造谣、诬陷、栽

赃、封锁、洗脑、残杀等手段，

试图消灭法轮功。然而，十年多

来，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向民

众讲述法轮功受迫害的真实情

况，不仅法轮功学员的信念越来

越坚定，而且，支持法轮功的政

府和民众也越来越多。 

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美

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再度来到了美

国麻州波士顿（Boston）舞台

最大、富丽堂皇而典雅的花旗

表演艺术中心王安剧院（Citi 

Performing Arts Center Wang 

Theatre）演出，所呈现的五千

年璀璨中华传统文化，令波士顿

商界、艺术界名流及各界精英折

服。

北美书画艺术家协会秘书

长、波士顿中华书法会会长周文

熙女士，北美书画艺术家协会

副会长、纽英伦华人作家协会

理事、美中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巴黎书画学会艺术顾问黄镜明先

生，他们已经是第三年来看神

韵，在中场接受采访时表示，每

年神韵带来的全新节目都让他们

感到愉悦，都有新的收获和启

迪，都会被感动得落泪。

周女士从事中国书画创作

三十多年，她表示，自己观看神

韵时，几度落泪。她认为，神

韵带来的是“更高层次的艺术

享受”。她称赞“神韵的服饰、

整个舞台背景美到极致，舞台背

景天幕同演员的舞蹈配合得天衣

无缝，气魄宏大而又富有创造

性。” 周女士表示，神韵呈现的

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展现出

了中华神传文化的精粹。

黄先生也赞叹神韵呈现出正

统的中国文化。他以神韵的音乐

举例：“音乐中采用很多五声音

阶，这是汉民族特殊的音乐。”

五声即宫商角征羽，相当于现在

的1、 2、3、5、6.中国古代认

为，音乐五声与五行金木水火土

对应，是宇宙万物的象征，是以

艺术的形式昭示大自然的瞬息变

幻规律和乾坤天地的运转之理。

而神韵将这宝贵的传统艺术呈现

出来，并推上世界舞台。

而让周女士与黄先生印象

最深刻的，是各个不同节目中表

现出来的一种共通性。周女士认

为， “晚会所呈现的不同节目间

有一种共性，最后都是给人光明

与希望！”黄先生说：“尽管受

到挫折与磨难，但节目最后都是

光明的，向善的。整个创作基调

是非常高尚的，明朗的，展望明

天。”

周女士不住地点头，她表

示：在当今这个社会里，人们沉

迷在物质中，很多传统都流失

了。尤其是中国大陆，很多人

对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和传

统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神传

文化是什么？人们已经漠不关心

了。她认为，只有以恢复五千年

中华神传文化为根本的神韵才能

给人们指出正确的航向，神韵就

是人们的希望。

他们表示，神韵把中国各民

族民间的文化与传统，系统而完

美地结合在一起，通过舞台艺术

的形式展现出来，极其有效地向

美国及世界推广了正统的中华文

化。

哈 佛 大 学 肯 尼 迪 政 府

学院（Kenn e d y  S c h o o l  o f 

Government）教授乔治•宝哲思

（George J. Borjas）带着夫人和

女儿观看了二月十一日的神韵演

出。他表示，演出贯穿着善与恶的

较量，正义永远带来光明。波士顿

雅马哈音乐学校创校校长肯楠先生

赞叹神韵完美的演出真是令人感到

惊艳，“舞蹈、服装、音乐，都是

令人难以置信的好！” 

韩 国 “ 爱 国 市 民 团 体 协

会”、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和釜山

市民百余人二月十六日上午，在

中共驻釜山领事馆前举行抗议集

会，呼吁将侵害韩国文化主权的

中共驻韩国釜山总领事馆副总领

事金燕光驱逐出境。

爱国团体市民协会主席申贞

稀强调：“金燕光缺乏作为外交

官的基本素质和修养，应杜绝金

燕光以不纯目的出入釜山市厅、

市议会、警察厅、法院、检察

院、学校等一切官办公署，并将

他驱逐出境！”

不久前，在美国神韵国际

艺术团来韩演出之际，金燕光之

流渗透韩国政府及社会团体，竭

力阻挠旨在弘扬中华五千年传统

文化的神韵演出，最终以失败收

场。申贞稀在集会上严厉谴责：

“金燕光目中无人，竟向电视台

打电话撒弥天大谎，称‘神韵演

出被取消’，并施予压力要求中

断神韵广告播放。金燕光将大韩

民国藐视到何种程度，竟然使用

这般流氓行径？！”

神韵艺术团是以恢复五千年

中华神传文化为宗旨，在二零零

六年设立于美国纽约的非营利演

出团体，韩国法轮大法学会是邀

请神韵艺术团来韩演出的主管单

位。

据韩国法轮大法学会披露，

中共使馆政务处的陈海、文化部

职员王川等，曾分别向神韵预定

的高阳市演出剧场和当地政府对

神韵演出进行诽谤，要求取消租

馆协约。但是演出剧场方面以

“中国大使馆没有资格要求中断

演出，也无任何应该取消演出的

根据”为由，断然拒绝了中共使

馆职员们的无理要求。 

修法轮功癌症康复　全国劳模被劫入狱迫害致死

乌克兰法庭明真相　中共谎言破产 北美书画秘书长：神韵给人光明与希望

韩国民众吁驱逐中共驻韩副总领事

图：朱颖

图：华人艺术领袖周文熙（左）
与黄镜明三次欣赏神韵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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