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壬辰年二月廿四日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星期五

人生莫测 多少迷蒙
真相明心 缘到福成

WWW.MINGHUI.ORG

• 第二五八期 •

 （明慧记者英梓渥太

华报道）加拿大总理哈珀三

月九日在多伦多和中文媒体

举行圆桌会议回顾二月份的

访华之旅，在回答记者的提

问时，哈珀谈到访华期间，

他同中国领导层提出过法轮

功受迫害问题，并表示法轮

功学员在加拿大遵纪守法，

对社会的贡献巨大。

记者问他是否同中国领

导人提及法轮功受迫害的问

题时，哈珀说：“我提出了

法轮功问题。每当我们进行

这样的出访，每当我们同中

国领导层见面，无论是在加

拿大、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

它地区，我们总是提出全面

的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

问题。”

“贝尔德部长和那些

我们同行的人带去了相当详

细的需要讨论和进行审查的

问题，很明显，这些问题中

的一组问题就是关于法轮功

的……在这个（问题）范围

内，同我们的中国同行提

出，我总是广泛提出这样强

有力的观点，无论是法轮功

还是许多其它问题。”

哈珀总理接着说：“因

为在加拿大，我们有包括法

轮功学员在内的超过百万的

华人。这些法轮功学员，这

些华裔加拿大人，和所有其

他加拿大人一样，他们所展

现出的是在自由、民主、人

权和法治的制度下蓬勃发展

的一种能力。”

“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是

遵纪守法的公民，他们和他

们的中国同胞，以及其他人

一样，为我们的国家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我相信将随着

时间的推移，中国会同加拿

大一样，大大受益于更加自

由和宽容的民主和人权，不

但能容忍民主权利，也能容

忍不同的意见。”

哈珀出访前夕，来自

加东城市的数百名法轮功学

员在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前聚

会，在暴风雪中呼吁总理在

访华期间，提出法轮功受迫

害问题。三名受迫害者（包

括家属）在新闻发布会上讲

述了自己或亲人在中国国内

遭受的迫害。

二月十日，哈珀在广州

说，加拿大不会将贸易关系

与加拿大的基本价值观分开

对待。加拿大人明白，他们

的财富及繁荣，不仅来自于

丰富的资源及勤奋的劳动，

也来自于“我们对自由、民

主、法治及人权的坚持”。 

 真善忍国际美展三月

六日至七日在澳洲纽省议会

大厦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展

出，澳洲纽省各党派的议员

政要出席开幕式，并观赏了

美展作品，他们表示被高超

绘画水平以及画作背后深刻

的精神内涵所打动。

位 于 悉 尼 市 中 心 的

纽 省 议 会 大 厦 麦 觉 理 屋

（Macquarie Room）内，

美展开幕式是由纽省拜荣

（Byron Shire）郡市长、

绿党成员简·巴勒姆（Jan 

Barham）主持的。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她表示：“虽然

不是第一次参与真善忍美

展，依然还是感到每幅画都

非常震撼人心，特别是我身

后的这幅画《学法》，母子

间的感情和那种祥和的神态

让我感受到强烈的亲情与放

松。”她希望通过美展让更

多的政要和各界人士了解法

轮大法的美好，人权的价值

与意义。她认为在纽省议会

大厦举办真善忍美展意义非

凡。

法轮功学员岳昌志以

亲身经历现场讲述了她在北

京监狱被中共恶警迫害的事

实。她曾经被多次施以酷刑

导致昏厥，腰被打弯。她的

经历让在场的人们感到心

痛。岳昌志表示酷刑改变不

了人心，她说：“我真心地

告诉大家：法轮大法好，即

使是迫害也改变不了我，我

也真心地希望大家都能够来

了解法轮大法。”

纽省议员、拜尔枚恩

选区绿党成员杰米·帕克

尔（Jamie Parker Green 

Member of Balmain）讲到：

“这些画从两方面给人留下

深刻的印象，首先是高质量

的绘画，非常美；其次是展

示了有关尊重人权方面的重

要问题和知识，特别是法轮

功所承受的磨难，了解这些

是非常重要的。”帕克尔对

画作《莲心》印象尤为深

刻，他说：“这幅画体现了

法轮大法‘真、善、忍’。

美展中的画也告诉大家更深

的内涵。”

纽 省 议 员 、 凯 拉

（Keira）选区工党成员

莱恩·帕克（Ryan Park 

Labor Member for Keira）

在参观后表示，美展传递了

强有力的信息，他认为每一

位政治家都应该来看这个美

展。在谈到中共对法轮功的

迫害时，他表示以前就已经

听说过：“在任何时候，以

及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

区，有人因为自由的讲话而

被暴力迫害，对此（迫害）

我都不会支持，这个很不民

主。任何一个非常相信应该

拥有自由发言权的人都不会

容忍这种迫害的。”

纽省议员、戴维森选

区自由党成员乔纳森·奥迪

（Jonathan O'Dea Liberal 

Member of Davidson）感到

很高兴看到这个美展，他祝

贺美展在纽省议会大厦举

办，他讲到绘画表现非常有

力、动人。他说：“我看到

展现迫害的画作，甚至超乎

于艺术本身，还看到表现和

平的一面和画面背后更多的

信息。这不仅仅是表现艺术

的画展。”他认为真善忍美

展在纽省议会大厦的展出非

常重要，话语权的自由等也

体现了民主自由的普世价

值，不仅对纽省议会的所有

成员，对他本人都是非常难

得的。他还谈到多年来对中

共迫害法轮功的关注和了

解，他说这也是他为什么来

看美展的原因。

真善忍国际美展在纽

省议会大厦的展出，也将

不同党派的政要聚到了一

起。当天参加开幕式的还

有纽省立法委员、绿党成

员大卫·舍伯利兹（David 

Shoebridge）、纽省议员帕

拉玛达选区自由党成员杰

佛·李（Geoff Lee）和帕

拉玛达地区自由党总裁查

尔斯·卡满祖里（Charles 

Camenzuli）、纽省立法委

员自由党成员大卫·卡拉克

（David Clark）、人权活

动家斯蒂文·辛（Stephen 

Sim）等。 

（明慧网通讯员四川

报道）四川省广元市政府驻

成都办事处干部、法轮功学

员祝艺芳女士，屡遭中共当

局残忍迫害，中共四川省委

副书记李崇禧签字把她作为

四川省重点迫害对象。祝艺

芳女士被种种酷刑、药物摧

残致骨瘦如柴，两脚肿胀腐

烂，于二零一二年三月六日

上午九时多含冤离世，年仅

四十九岁。

祝艺芳女士修炼法轮大

法“真、善、忍”后，明白

了人生的真谛，她完全变了

一个人，改掉了不良嗜好和

恶习，身体健康了，药罐子

摔了，在个人利益上不争不

斗了，对人也真诚善良相待

了，工作兢兢业业，单位同

事和领导都说她变了，变成

了一个健康善良的女人。

在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

法轮大法后，祝艺芳女士曾

被中共当局劫持在广元市看

守所吊铐七天七夜，恶警用

尽各种卑鄙方法和流氓手段

进行严刑折磨；二零零六年

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广元市

公安局在祝艺芳的办公室绑

架了她，四川省六一零办公

室下达黑指示给看守所，要

求把她往死里整。看守所警

察和犯人严管她，用手铐和

脚铐把她的手脚分别铐在死

刑铁床的四角，呈五马分尸

状，灌食折磨，狱医给她输

入不明药物后，疼痛的如利

剑穿心，浑身颤栗。

被非法判刑七年后，在

监狱被迫害致生命垂危，劫

持在成都警官医院，每天四

个男犯把她强行按在床上，

用布带把她的手脚绑在床的

四角，把肚子和膝盖也用布

带绑在床的两边，输入二瓶

到八瓶不明药物，致使她血

管疼痛，肚子肿胀，奄奄一

息。

二零零九年六月，祝

艺芳已被迫害得连自己的儿

子都不认识了，祝艺芳儿子

去医院探望她时，痛哭流涕

地说：“这哪是我妈呀……

我的妈妈好漂亮，气质好高

雅，是很受大家尊敬的！”

在警官医院，她不仅

身体没有得到恢复，反而被

折磨的生命垂危。医院护士

长当时警告一位老年女法轮

功学员说：“你要老实点，

不然的话，我们要象收拾祝

艺芳那样收拾你！”后来她

全身血管被针扎烂，已无

可扎针的地方，无法输进药

液，医生确诊她最多能活三

天。省六一零人员到医院察

看情况，并到病床前确认，

看到她的确只有一点微弱的

气息，估计出医院必死无疑

时，才同意祝艺芳亲人将她

背出医院。

出狱后，祝艺芳在亲

人的精心照顾下，通过学法

炼功，才在死亡线上挣扎

回来，但身体非常虚弱。

祝艺芳被保释出狱后，广

加拿大总理赞法轮功学员对社会贡献大

真善忍美展在澳洲纽省议会大厦展出遭吊铐和药物摧残
祝艺芳被中共迫害致死

图：加拿大总理斯蒂文·哈珀

图：纽省拜荣郡市长、绿
党成员简·巴勒姆呼吁人
们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

图：祝艺芳遭监狱药物折磨
后身后和右腿上各长一个大
包，剧痛难忍。

元市六一零个别邪恶之人气

急败坏地说： “这个人我

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

踢进（监狱）去，怎么就把

她放了？死也应该死在监狱

里！”成都女子监狱就派人

于二零一零年一月初到祝艺

芳住的地方，企图把她劫持

回监狱继续迫害，她得知消

息后便离家出走。

在这担惊受怕的流亡日

子中，祝艺芳身体又一天不

如一天，于二零一二年三月

六日含冤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