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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参议院副主席阿

莱娜·巴莱茨科娃（Alena 

Paleckova）在给法轮功修

炼者吕适平女士信中说： 

“我又一次意识到，全世界

共产极权制度的本质是一样

的。对人的绝对控制，包括

人的意识和良心、自由意志

的表达，尽管是打坐或者修

行，仍然被当作根本的威

胁。如吕适平女士对我们讲

述的，法轮功讲求‘真、

善、忍’原则，因而和共产

党形成尖锐的意识形态对

立，因为共产党的基石是

谎言、妒嫉、暴力和不容

忍。”

曾经在中国遭受迫害的

法轮功修炼者吕适平女士，

二零一二年二月末应捷克

“梅内泰克节”（Festival 

Mene Tekel）的邀请来到布

拉格，与多名捷克议员及捷

克政府人权专员会面，以自

己的亲身经历向这些议员讲

述了法轮功在中国无辜受迫

害的真相。部份捷克议员陆

续来信，写下和吕适平女士

见面后的感受，对法轮功修

炼者表示支持和敬佩，并强

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

的暴行。

参议院副主席：共产制

度是中国人的枷锁

参 议 院 副 主 席 阿 莱

娜·巴莱茨科娃（Alena 

Paleckova）在信中说：

“（迫害法轮功）这是中国

政府（中共）身上一直持续

的耻辱和罪行。尽管（中共

有关于人权改善的）那么多

的声明，中国（中共）还是

顽固的极权制度。共产制度

是中国人的枷锁，否则中国

的发展将被真正看好。祝愿

中国人能够尽早摆脱这个枷

锁。”

“我了解到开始迫害法

轮功的许多细节，包括中共

强制机构的镇压手段，想一

次性在三个月内达到镇压目

的，但是超过十年也没有达

到目的。相反法轮功却在这

个时期壮大起来，在非官方

的场合，一些中共最高官员

已经承认，迫害法轮功是错

误的。这让我想起以前（共

产党统治时期）的捷克地下

组织，当时把他们非法化对

于当时的政权而言得不偿

失。但是共产政权的主要目

的就是维护自己统治，所以

就这么干。”

人权专员：我们有义务

揭露人权迫害

捷克政府人权专员莫

妮卡·西蒙科娃（Monika 

Simunkova在接见吕适平女

士前就对法轮功真相表现出

浓厚的兴趣。她把法轮功的

著作《转法轮》打印出来阅

读了解。她在会见后说这是

“难忘的经历”，并在政府

的网页上以下列描述公布了

此次会见：

“政府人权专员莫妮

卡·西蒙科娃接见了‘梅内

泰克节’的客人、良心犯吕

适平女士，她是医药行业的

经理，于一九九九年在中国

被抓捕，多次被关进监狱和

受到折磨，仅仅因为修炼法

轮功。经多年关押后她于二

零零七年三月有机会离开中

国。目前她生活在芬兰。”

“她以妇女的角度向人

权专员介绍了（中共）对法

轮功修炼者的迫害。”

“关于中国侵犯人权的

事情我当然知道，但是吕适

平女士讲述的经历的细节还

是震撼了我。作为经历过共

产制度的国家，我们无疑有

这个道德义务发声和指出中

国及其它极权国家侵犯人权

的状况。”

（转第七版）

（明慧网通讯员四川报

道）四川攀枝花市警察徐浪

舟，一九九四年修炼法轮大

法“真善忍”后，年年被评

为优秀警察，攀枝花市电视

台还为徐浪舟做过报导。在

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徐浪舟曾

遭二年劳教迫害，随后不久

被非法判刑八年半，在多个

监狱遭受迫害，于二零一二

年三月十八日被迫害致死，

年仅三十九岁。详细情况待

查。

徐浪舟，身高一米七八

左右，出生于一九七三年，

是攀枝花市交警一大队优

秀警察，专职处理交通事

故。一九九四年开始修炼法

轮功后，严格按照真、善、

忍来要求自己的思想行为，

在炼功后的短短时间内，身

患的疾病消失，身体健康。

徐浪舟以前抽烟、喝酒，对

事故逃逸司机，抓着就打，

请吃也去，送钱送礼也要，

而在炼法轮功后去掉了所有

恶习，再也不打人，请吃不

去，送礼送钱再也不收，而

且工作更加认真负责，踏实

敬业，处理交通事故又快又

好又公正，年年被评为优秀

警察。

然 而 就 是 这 样 一 个

好警察却被迫害致死。自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中

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以

来，徐浪舟同中国大陆很多

法轮功学员一样，遭受了种

种惨无人道的迫害。

一、上访被非法开除、

非法拘留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

日以来，中共宣传机构做

了一系列诬蔑法轮功的报

导，徐浪舟认为报导的是不

实的，是栽赃陷害，造谣造

假。徐浪舟就去北京信访办

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却

被绑架并押回攀枝花关进拘

留所，几天后才放回。

随后单位要徐浪舟在信

仰法轮功与交警工作之间作

选择，徐浪舟的选择是：法

轮功和工作都要。最后因坚

持修炼法轮大法被单位非法

开除。

一 九 九 九 年 十 一 月

二十三日，徐浪舟去攀枝花

市人民政府信访办上访，准

备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

相，澄清事实，结果话没说

完就被信访办工作人员举

报到公安局，被市公安局

“六一零”非法抓捕以后，

又被绑架到户口所在地东区

大渡口派出所。当天晚上关

在派出所的地下室，没有

床、没有凳子，室内什么都

没有。攀枝花人都了解攀枝

花的气候是属于早晚穿棉衣

中午穿纱，温差很大，冬月

的天气，徐浪舟穿着单薄的

衣服，被冻了一晚上。第二

天又被非法送进了看守所，

拘留了一个月才释放。

二、在看守所、劳教所

遭酷刑

二零零零年徐浪舟在

自己家的户外炼功，被绑架

关押在攀枝花市看守所。在

看守所内向犯人讲清法轮功

被迫害真相，被警察迫害

“上刑床”连续十三天（手

和脚呈大字型被手铐固定在

铁床上，胸部横绑粗铁链，

二十四小时不能动弹，吃喝

拉撒全在上面，人极度痛

苦）。

   （转第六版）

澳洲阿德雷德第三届

真善忍国际美展三月三十

日晚，在著名旅游区格林

奈尔（Glenelg）的艺术画

廊隆重开幕，受到当地市

长和议员、艺术工作者、

学子和各界民众的支持。

Holdfast Bay市长罗兰

（Ken Rolland）说：“法

轮功以‘真善忍’为原则。

‘真善忍’是普世的价值，

却不被中国当权者承认。我

们享有自由，法轮功学员却

遭受监禁和折磨，实在难以

想象中国人权的现状。”

美展以数十幅精美的

画作静静地讲述着震撼人心

的事件——二十世纪九十年

代法轮大法从中国发源并

弘传世界；自一九九九年七

月起，中共在中国大陆残酷

迫害法轮功；修炼人面对迫

害展现出的坚韧不屈的精

神。每一幅作品反映了一个

真实的故事。艺术家精心的

创作，对历史真实的淋漓尽

致的表现手法令人惊叹。画

展中展现出的重大的历史事

件，引起人们对人权问题的

关注，对法轮功在中国被残

酷迫害十二年多的关注。

自由艺术工作者帝尔

（Werner Thiel）为作品展

现的美激动不已，他表示：

“中国文化中的虔诚就在人

的心里，如今回来了。中国

当权者惧怕精神运动，这是

因为持有信仰的人能独立思

考问题。人有害怕的心理才

能被当权者控制。这场迫害

可怕又愚蠢。迫害者看似强

悍，其实很弱。我有一种感

觉，旧的势力正在消失，而

一种新的力量已来到我们身

边。”

米尔（Mia Tam）在阿

德雷德大学攻读法学学士学

位，她看了画家董锡强的

《活摘器官》画作中揭露的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的邪恶后，询问工作人员：

“为什么这么平和的功法会

被迫害呢？我们可以做什么

来结束迫害呢？”她表示要

把真相资料发给自己的亲朋

好友，让更多的人关注迫

害。

有位中国女孩被法轮

功学员在承受邪恶迫害中所

表现出的坚定信念感动得流

泪，她很钦佩法轮功学员。

来自山东的丁先生说：“江

泽民不是个好东西。我从

同情法轮功转为支持法轮

功。”他还当场决定退出中

共。还有好几位澳洲人称赞

画展震撼人心，并表示要修

炼法轮功。 

捷克政要支持法轮功　谴责中共迫害

四川攀枝花市优秀警察被迫害致死

澳洲阿德雷德人：迫害可怕又愚蠢

图：Holdfast Bay市长罗兰
在阿德雷德真善忍美展开
幕式上致辞

图：四川攀枝花市警察徐浪舟

图：捷克参议院副主席阿莱
娜·巴莱茨科娃

图：捷克政府人权专员莫妮
卡·西蒙科娃 （右）接见
法轮功学员吕适平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