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组成——“ 声明说：  

他外国的亚裔游客
道歉

明的 约占半版篇幅，下面

唤醒良知
  法轮大法真相 （第二十九期） 

【编者按】冰岛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然而

近冰岛政府却在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和独裁者江泽

民的压力下，做出了限期禁止法轮功学员入境的错误

决定。这项错误决定受到 90%以上冰岛民众的反对和

抗议，并导致全冰岛的媒体公开声援法轮功学员。

 近日来，冰岛政府迫于压力而

拒绝了一部分法轮功学员入境。众所

周知，冰岛属于民主历史悠久国家之

一，正义、热情的冰岛人民无法理解

政府的所作所为。今天(6 月 13 日)

早上，一份向法轮功学员及其他国家

亚裔游客的道歉声明赫然醒目地出

现在冰岛首都雷克雅卫克的 大一

家报纸──莫干布拉迪日报上。占了

(Morgunbladid) 整整一个版面，其

内容分别用中文、英文和冰岛语刊

登，标题以醒目的三寸见方的红色中

 

对不起”。

我们道歉 
我们这些在此签名的普通冰岛

公民，就冰岛政府为了中国国家主席
的到访而采取的无法理解的行动，向
法轮功学员和其

。  
我们向你们保证，这些行动不代

表冰

国领土上严
重践

私

下商量好将一起醒目地佩戴“法轮

功好”的标志。(2002 年 6 月 14 日)

【明慧网 6 月 11 日 在冰岛

人民的正义支持下，6 月 11 日傍晚，原来

被机

可能

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包括英国

西人

体还重点报

氓手段的压力

与此同时

车赶到

警察扣留入境法轮功学员的学校门前举行抗议。他们身

穿黄色衣服，在自己的车上写有声援法轮功的标语，坚

定而

一样，那你们就抓我们吧。他们还模

仿法

调向法轮功学员索要传

单，

现在媒体都在正面报道你们，正义赢

了。

轮功学员

已经

岛人民的意愿。  
此外，我们强烈谴责北京[江氏]

独裁者在中国大陆和中
踏人权的行径。  

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近 700 名

人士，包括议员、诗人、工人和学生，

联合签署了此项声明。(上述联合声

夜特稿】

标题和正文

的半版为几百

名冰岛正义人

士的签名。)  

另据悉，

冰岛所有的政

治青年团体准

备举行一次大

规模示威。他

们将在冰岛国

会 阿 森 (the 

Althing)大厦

前集合。每个示威者都将用布条把自

己的嘴捂住，以此强调政府违反了冰

岛宪法中有关言论自由的条例，并以

此提醒民众在中国[江氏集团]对人

权的践踏。随后，示威团体会步行前

往据说江 XX 会下榻的大楼。人们

场警察送到冰岛某学校滞留的 70 余

名法轮功学员已经堂堂正正进入冰岛。据

不完全统计，曾被扣押的学员来自美国、

加拿大、台湾、丹麦、澳大利亚等地。  

在江泽民政府谎言宣传的欺骗和流氓

手段的压力下，冰岛政府不久前下令在江

滞留冰岛期间禁止法轮功学员入境。

自当地时间 6 月 11 日清晨，来自世界各地

的 70 余名法轮功学员在冰岛雷克雅未克

机场入关时因为承认自己是法轮功学员而

遭扣，并被送入当地一所学校滞留。  

当日，冰岛媒体大篇幅正面介绍了法

轮功，并报道了当地法轮功学员以及来自

海外各国

法轮功学员莉莲.斯太芙（Lilian 

Staf）和加拿大西人法轮功学员周.祁普卡

（Joel Chipkar）与冰岛移民官员会见时

的情况并配发了彩色照片。同日，冰岛媒

道了社会各界针对冰岛政府迫于江泽民流

所作决定发出的反对之声。  

，冰岛人民纷纷表示对法轮功学员的同

情与支持。  

当日晚 8 时，200～300 名冰岛居民志愿驱

有礼貌地对警察说：你们不是要抓法轮功吗？我

们和法轮功学员

轮功学员做出合十的手势，并尝试着要进入该学

校与法轮功学员同甘共苦。  

参加志愿示威的冰岛居民说，不是有人不喜欢黄衣

服吗？我们都穿黄衣服，家家都挂法轮功条幅。如果前

来访问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关起来了，那我们就替他们

去（抗议）。  

很多机场工作人员纷纷低

用心倾听法轮功学员的介绍，并在私下里主动向法

轮功学员表示，他们反对无理对待法轮功。一位在机场

工作的男士私下对法轮功学员们说，你们是对的，你们

虽然被扣了，但

一位女士当众对法轮功学员说：江泽民应该呆在中

国别出来，我们冰岛是一个和平的国家。  

各地旅客更是对冰岛政府禁止法轮功学员入境的

行为感到惊讶与不解，并指出肯定是中国（江泽民）政

府在背后对冰岛施加压力。  

在冰岛人民的正义支持下，6 月 11 日傍晚，原来

被机场警察送到冰岛某学校滞留的 70 余名法

堂堂正正入境冰岛，进行和平抗议与介绍法轮功、

揭露迫害的讲真相活动。 



Les Verts  

2002 年 6 月 13 日于巴黎 

尔戴高乐(Roissy-Cha 是这些人是群众性
轮功成员，正赶上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您的国

家。

们感到震惊，冰岛这样一个与中国相反的民主国家，却使
用此

功是和平非暴力
的运

言，我们认为接受中国政府的压力，阻止这个根本谈
不上

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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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 VERTS)让•马克布鲁雷(Jean-Marc BRULE)  

动得到绿党领袖诺埃尔•马梅尔 (Noel MAMERE, 法国

minique VOYNET，法国绿党全国

总书记)，阿兰•勒 TZ，绿党欧洲议员) 的支

持。

国莫恩勋爵就法轮功学员被拒绝入境

冰岛事件致信冰岛政府官员。译文如

下。  

将许多计划前往
冰岛抗议[江氏集团]在中国对法轮功的
迫害

阿谀
到损

法轮功是一项和平的功法，其创始人曾被三次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即使在中国的
拘留所和劳改营这样的可怕环境中受到虐待和折磨，法轮功学员也从未使用暴力来报复对他们
的不公。中国以外的学员在世界各地进行和平的呼吁以提高公众对这些人权侵犯的关注。他们
遵守法律，礼貌文明，经常得到警察的称赞。 

泽民到达冰岛 当日，当地最大的报纸发表了巨
幅广

界各国善良的人们，谴责残暴镇压，
支持

致冰岛驻法国大使先生 
大使先生：  

多 旅行者被阻在法国领土上的华西－夏我们获悉 名到冰岛
rles De Gaulle)机场，借口

的国际运动法
  
其中有澳大利亚籍的白琳达•潘(Belinda PAN)女士，和美国籍

的布兰德里•卡尔逊 (Bradley CARSON)先生。  
我
种与保障物品与人员自由流动的国际规定相背离的措施。  
冰岛国家安全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威胁。法轮
动，我们担保法轮功成员在冰岛领土不会给社会治安造成任

何威胁。  
我们请求冰岛政府重新审视就这一问题所做出的决定，使有

关旅行者能自由进入冰岛。  
广泛而
民主的国家向遵守国际公约和尊重人权方向迈进是不合适

的。  
大使先生，请您接受我们的敬意。  

签字 
代表绿

亚 洲 事 务 委 员 会 主 席  (PRESIDENT 

"ASIE

这一行

绿党主席),多米尼克•瓦娜 (Do

比兹 (Alain LIPIE

 

【明慧网】2002 年 6 月 13 日，英

阁下，  
我们痛心地获悉贵国在中国国家

主席江 XX 访问期间，

的人士拒之门外。贵国应该意识
到，这场迫害邪恶至极，并且已经造成
了成千上万人被关押。多数情况下，他
们遭受酷刑折磨，数百人被迫害致死。
有可靠的报导表明，在很大程度上江
XX 本人要对这场迫害负责。  

贵政府应该已经意识到，法轮功的
成员和支持者在许多国家都进行过请
愿，这些请愿每次都是完全和平的。  

无论法轮功成员和他的支持者在
江 XX 到访的哪个国家举行请愿，他们
一贯是及时并无条件地听从警察的指
挥。请愿的目的不是为了对访问造成干
扰，而是为了唤起当地公众的注意。我
曾亲自参加在伦敦、都柏林、布鲁塞尔、
日内瓦、柏林、德雷斯顿和沃尔夫斯堡
举行的这样的请愿，每次的实际情况都
是如此。  

令人感到失望的是，冰岛政府认为
有必要以这种方式对一个讨厌的独裁者
奉承。贵国在人权方面的声誉必然会受
害。  
您的忠实的， （签名） 
莫恩勋爵(LORD MOYNE)

冰岛政府仅因迫于压力，做出了限期禁止法轮功学员入境的决定，在冰岛这样一个民主自
由的国家里，其人民是无法理解政府这种违犯本国宪法、侵犯人权的行为的。6 月 10 日至 14 日，
短短数日内，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冰岛人民参与了反对冰岛政府限期禁止法轮功学员入境的行
动， 100%的冰岛媒体正面报道了法轮功，在江 的

告，用中文标题向法轮功学员说“对不起”，并且冰岛人民在人口有限的雷克雅维克发动了三
千人（原定一千人）的大规模示威。示威群众手举法轮功横幅，用黑布条封口，以示对冰岛政
府违背民意、错待法轮功的不满。许多人说他们将代替受到阻挠无法到场的法轮功学员举起支
持人权的横幅。一名冰岛学生强调说：“人权无国界！”一个冰岛人说：“我们欢迎你们，你们是
为了我们的道德而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同时，冰岛人权组织和其它非政府组织也提供了
支持。在这期间，冰岛两个原来不和的党派，却因为在共同帮助法轮功的过程中和好了，难怪
一位组织者说：“五十年了，在冰岛这次抗议是最有力量的，谢谢你们！”冰岛的政府官员对大法
弟子说：“你们走后，冰岛再也不会是过去的冰岛了。”  

在外界舆论压力和本国人民的正义呼声下，6 月 11 日傍晚，在雷克亚维克机场被扣留的约 70
名法轮功学员获释并进入冰岛，14 日晚纽约时间 8 时左右，即江泽民计划离开冰岛的前一天，冰
岛航空公司开始允许被滞留在欧美各大城市机场的法轮功学员登机前往冰岛。 

在此次冰岛事件中，我们清楚的看到了冰岛人民及世
善良正义的强烈心声。历史的未来必将见证——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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