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6 月 23 日至 6 月 30 日鑫诺卫星插播有关
法轮功的图片信号，大陆独裁者的喉舌──中新网、新
华网就一片吵嚷之声，什么破坏祥和啦，什么违法啦，
什么危害国家安全啦，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啦，简直炒
翻了天。这些扣帽子、抡棒子的龌龊事，在文人打手那
里还要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真是不可思议。
(美联社图片) 2002 年 7 月 8 日，在
中国信息产业部无线电管理局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政府官员杜百川(音译，左)，
陈广仁(音译，右)，坐在巨大电视屏幕前，
屏幕上正在回放上月在收视率高峰期针
对农村地区插播的法轮功节目。屏幕正
上方的中文字是“法轮大法好”，
下方是“韩国”(表示炼功镜头是在
韩国拍摄)。

任何的行为，都不能脱离具体的环境去评论。如
果江泽民政府能够允许法轮功说话，允许他们通过法
律手段进行自我申辩，相信没有人会通过这种方法来
传播他们的声音。当国内所有的媒体都一边倒地批判
诬蔑法轮功，当法轮功学员被随意抓捕、酷刑折磨，
基本人权(包括生存权)失去保障，甚至连请律师的权
利都没有，贴张真相传单甚至可能被当场开枪打死的
情况下，人们如何才能为自己说一句公道话？
三年了，所有江泽民治下的媒体，都在开足马力、
歪曲事实地诋毁法轮功，煽动不明真相的人对法轮功
学员的仇恨；所有专政的暴力工具，都在对着那些善
良的手无寸铁的群众在表现淫威。想想那些法轮功学
员干了什么？不就是希望按真、善、忍原则去修心养
性吗？不就是希望能炼功，能身体健康吗？为什么要
那么抓人、打人、酷刑折磨，甚至把那么多人迫害致
死呢？可是独裁者的哲学就是，我让你做奴才，你就
得做奴才。看着那么多人信仰真善忍，他不舒服，他
可不管你无辜还是有辜，就想置之于死地，也不管用
怎样的谎言，怎样的暴力。在这种丝毫没有说话机会、
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就算是法轮功学员（注：目前尚
无证据证明此结论）采用了电视插播的办法，过份了
吗？一点也不过份。就象一间绝无窗户的铁屋子，眼
看就要把人憋死，你该不该去打开个孔透透气呢？当
然应该。可是，按照专制者的逻辑，你弄个空隙求生
就是危害安全，就是在犯大罪。他呆在铁屋子外边，
屋子里边老百姓的死活对他来说可不重要，重要的是
铁屋子要保持绝对的牢靠，里面的人不能向外传出自
己的声音，外面的消息不能让关在里面的人知道，这
才让独裁者略感放心。
江泽民花着老百姓的血汗钱，用现代传媒手段在
全国、全世界散播谣言，到处制造对法轮功的仇恨，
难道那卫星是江家的私人财产吗？既然是我们老百姓
的东西，为什么不能为民众了解真相信息服务？
让我们来看看到底是谁在破坏祥和。就在新年期
间，湖北的丁文，湖南的江来生，吉林的吕淑秋，重
庆的刘春书，甘肃的黄志义等法轮功学员被活活迫害
致死。就在世界杯决赛期间，黑龙江的王淑君、张晓
春等学员被折磨致死。每天，都有大批法轮功学员在
倍受酷刑折磨；每个星期，都有好几位法轮功学员失
去宝贵的生命。在喉舌媒体的一片歌功颂德声中，流淌
着善良者无辜的鲜血。难道这就是人民需要的“祥
和”？
那么，到底是谁在违法呢？当江泽民用他的标准随
意给民众的自由思想定罪，随便剥夺法轮功学员就业、
读书、生存的权利，大肆搜捕、虐杀学员时，法律何存？
当江泽民及其帮凶肆意诬陷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时，法律
何在？当他们不顾各国指责而封锁互联网，利用特务系
统搜查法轮功学员电子邮件时，他们讲过法律吗？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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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肆意把海外法轮功学员列入黑名单时，他们讲过法律
吗？在江泽民集团手里，法律只不过是根打人的棍子，
是打击异己用的，不对自己适用。这样的人，又有什么
资格去谈法律呢？
再来看看是谁在危害国家安全。法轮功传出 10
年，令亿万人身心受益，受迫害前国内专家大规模
的抽样调查表明治疗总有效率超过 95%；法轮功教人
修心向善，对社会秩序好转有积极意义。而江泽民
放着各种社会问题不管，却动用大批武警、公安、
便衣、特务、流氓到处监视、搜捕、虐杀无辜群众，
搞得人心惶惶，一片恐怖，这难道不是在危害国家
的安全吗？如果不承认长年劳民伤财播放诽谤法轮
功的节目是危害国家安全，那么现在几秒钟的法轮
功真相图片又如何能危害国家安全了呢？
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良好道德素质的民
众。当江泽民打压人们向善的本性、纵容谎言与暴
力时，当黑帮乱党黄毒横流、贪污腐败坑蒙拐骗盛
行，当杀人放火都无人去管，贴一张“法轮大法好”
的传单就要被“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直接火
化、不查身源”时，江泽民在把我们国家带向怎样
危险的未来呢？坐在这样完全偏离轨道的列车上，
我们的国家有安全可言吗？
最后，又是谁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呢？谁能代表
“天下”？独夫江泽民代表得了吗？法轮功广传世
界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 700 多项褒奖。江泽民
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受到国际社会普遍谴责。
他只能靠暴力工具在国内压制法轮功学员的声音，
在国外企图通过卫星、领馆播放他那漏洞百出的造
谣录像片，侮辱民智，这才是真正的冒天下之大不
韪。诸君不见，江泽民在国外每到一个地方，连黄
颜色的服装都怕看到，做贼心虚、胆小如鼠到如此
地步，却敢狂称“天下”？
这次卫星插播图片的努力是为维持正义而采取
的和平正义之举。人在极限情况下用武力施行正当
防卫都是合法的，何况法轮功学员们一贯用的都是
绝对和平的方式！设身处地想一想，在压迫中要坚
持和平的方式是何等艰难，要长期坚持和平方式就
更难。更难能可贵的是那么多法轮功学员能在三年
残酷迫害中一直采取和平的抗争方式。这是中国民
众的大幸，也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脊梁。
江泽民看到那几秒钟的卫星插播就暴跳如雷，
发动全国媒体口诛笔伐，兴师动众，大动干戈。为
什么？归根到底，是因为他愚弄了百姓三年，干了
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亏心事，蒙在鼓里的百姓要知道
了真相，清醒过来后就可能要跟他算那笔帐。干尽
了坏事的独裁者，心里能不恐慌万分吗？对于靠黑
幕维持生存的独裁者来说，还有比见阳光更可怕的事
吗？虽然卫星插播只有很短的时间，但却对迫害者发出
了强烈的信号。所以一切冠冕堂皇的说辞，无非是要继
续阻止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努力，想彻底封杀百姓知道
真相的可能。
日月昭彰，迷雾终有散尽之时；历史无情，铁幕定
有瓦解之日。朗朗乾坤，自有天理明断今日之是非、善
恶与曲直。亲爱的读者，愿你用雪亮的眼睛洞察这一切。
(2002 年 7 月 10 日 文/舒平)

【明慧网】军人的生活常会
让人觉得枯燥乏味。有人说：
「当兵的过程是一种历练，是一种成长。」我却一直觉得
当兵真得很苦，认为当替代役的年轻人很可怜，没有自由，
不能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
可是自从友人送了我一本书后，我收敛了我的脾气，
有些事情一想到别人比自己辛苦，就不再争辩了。一想到
自己的疏失、错误后，也不再强词夺理了。是什么巨大的
力量改变了我的心，就是「转法轮」这本书，书中教人要
以真诚的态度对待别人，而且要懂得吃苦，要理解别人，
这是一种宽容的胸怀。
我学会理解别人，我懂得承受苦难，正因为苦我懂得
珍惜、懂得认份，我想再苦就这两年。其实事后再来看那
些所谓的难，根本不算什么。我尽力把事情做好，善解与
长官同僚间的矛盾，虽然当兵很苦、很累，读了「转法轮」
后我懂得苦的滋味原来是如此美好。
法轮大法的书，里面都是教人做人处事的道理，书中
有几段话说：「现在社会上什么性解放啊，这些黄色的东
西在干扰着人……」、「现在这个环境，打开电视一看，

什么都有，容易勾起人的欲望。」
(《转法轮》)「如果你们不是夫
妻，你们要有性行为，这样做你就是在干一件最骯脏的
事。」(《在美国东部法会上讲法》)看完之后，我就把家
里的情色 VCD、“A 片”全部折断投入垃圾桶里。一年了，
我没有看过任何 A 片。
朋友笑我是不是要当和尚，要出家了，其实不是。读
了大法的书后，我不再沉迷于女人没穿衣服的的胴体，反
而会觉得穿着端庄，有涵养的女性才是美好的。就这样大
法的书籍把我从肮脏的泥淖拔起，洗清我满身的污泥，使
我不再沉沦情欲中。
在古代认为姻缘天注定，婚姻大事是要得到父母同
意，亲友的祝福，并且举行隆重的结婚庆典，一拜天地，
二拜父母，然后夫妻对拜，才送入洞房。在国外信仰基督
教的国家里，要在神圣的教堂举行结婚仪式，由人所敬仰
的神父或牧师主持，在众神和人们的见证下结为夫妻。那
才是道德纯洁的人类关系啊。
（2002 年 7 月 9 日 文/仁骏）

【明慧网】7 月 8 日早上 8：40－8：50 分，法轮功
学员戴志珍和她的两岁的女儿接受意大利国家电视一台
（RAI UNO）采访，在 UNO MATTINO 节目中，讲述了法轮
功在中国受到的迫害情况。当时在场的还有 Hands Off
Cain 人权组织主席 Sergio D’elia 先生。
主持人 SARAH 女士：法轮功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讲还
不意味着什么，但是对戴女士来讲，(你们
看到她和她的女儿坐在我旁边)，意味着和
平、宽容和打坐。但是在她的生活中，她却
因此遭到了不幸。为了追随这一精神修炼，
她的丈夫被杀害，丈夫的姐姐被送入劳教
所。
SARAH 问：戴女士，是谁杀害了你丈夫？
戴：是中国国家主席江 XX 下达了镇压和杀
戮的命令，还在全国范围成立了 610 办公室，
专门负责镇压法轮功学员。
SARAH：让我们回到 1999 年 7 月，中国
政府开始镇压法轮功修炼者，您的家庭也在
其中。他们对修炼者做了什么？
戴：我们生活在恐怖之中。我的丈夫被
杀，丈夫的姐姐被判劳教，丈夫的父亲也去
世了，留下了这个小女儿给我一个人。我们
家的遭遇只是千万中国家庭一个例子，他们
没有办法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我和我的
女儿得以保住性命，是因为我们有澳大利亚
护照。丈夫死后，我和我的女儿想回中国拿
丈夫的骨灰，但是他们不给我们签证。我到
处求助，终于在澳大利亚政府的帮助下，得
到我丈夫的骨灰。
SARAH：2000 年 11 月，您的丈夫决定离
家出走，他担心什么？
戴：他不想被送到洗脑班去。洗脑班非常可怕，精神
上的折磨比肉体折磨还要可怕，24 小时不准睡觉，还要
遭到警察的残酷毒打，我的丈夫就是被打死的。
SARAH：您选择离开中国生下这个可爱的孩子，然后
又回到中国。是否因为你对未来害怕才作出了这个选择？
戴：是的，我担心我女儿的安全。丈夫去了北京，我
也想随他去，可是我害怕，因为我知道中国警察是非常粗
暴的，他们会打我，会把我送入监狱，会强迫我堕胎，这
是我第一个孩子，我不愿意失去她，所以我回到澳大利亚

生下了女
儿。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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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四个月
你用谎言动摇不了我修炼的决心
时，我和
你用皮鞭抽不走我对大法的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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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用电棍打不垮我对真理的捍卫
了中国，
孩子需要
同胞——宇宙众生的一员啊
爸爸。
你可了解这是我久远的心愿
SARA
我愿 用鲜血擦亮你混浊的眼睛
H：您的丈
我愿 用微笑唤醒你尘封的善念
夫先被逮
我愿 用话语启开你麻木的心灵
捕，而后
我愿 用正气归正你扭曲的标准
被绑架。
您是否通
我愿 用生命捞起你沉没的灵魂
过官方寻
找他的踪
同胞——宇宙众生的一员啊
迹？
戴：
你是否苏醒，你是否看清
是的，我
到处打听
他 的 消
息，但没有人承认这件事。
SARAH：多久没有得到您丈夫的消息？
戴：6 个月，我在中国等着他的消息，希望有一天他
能回家，后来我们的签证到期了，我只能再次回到澳大利
亚。
SARAH：您如何得知您丈夫的死讯？
戴：我在法轮大法的网站上得知他的死讯，丈夫的姐
姐前去辨认遗体，当时遗体已开始变质。后来丈夫的姐姐
就被判了劳教。
SARAH：这场镇压在中国造成多少受害者？
戴：一千多人被杀害，还有许多人被关押，送入劳教
所，被关进精神病院，千万个家庭被拆散，人们在承受着
巨大的痛苦和恐怖。我呼吁世界上所有的母亲来帮助我们
结束这场残酷的迫害。
(在 10 分钟的节目中，电视画面上交替出现了许多学
员遭到警察殴打的照片。UNO MATTINO 是一个收视率很高
的节目，创始于 1986 年，主要内容是信息、文化和时事
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