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没有父母亲人，谁没有妻子儿女；
为什么，我们不能和自己的亲人团聚？
我们在自由的社会，自由地生活、学
习、炼功；我们的亲人，在独裁的社会，
被关进监狱，成为良心和信仰的“罪犯”。
我们之中有的是加拿大公民，有的是
加拿大永久居民，但我们都有亲人在中国
大陆被无理抓捕，或被关在监狱，或被抓
去后杳无音讯，或已被迫害致死。我们的
亲人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都是努力工
作、乐于助人，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
自己的好人。只是因为自己努力做好人，
就被中国大陆当权者抓进监狱，受尽折磨。
而您，我亲爱的朋友，您将选择什么?
大陆独裁者的同谋，冷漠的旁观者，还是
伸出您的援手，发出您内心的纯良的一念，
帮助我们与亲人团聚？
请看如下事实。
张云鹤，29 岁，，
去世时 28 岁，是温
哥华居民 张 天啸的
妹妹和妹夫。邹松涛
1995 年毕业于南京
大学生物化学系，获
学士学位，1996 年
考入青岛 海 洋大学
海洋生物专业攻读研究生，1999
年 7 月获海洋生物硕士学位，品学兼优为人正直善良。
只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受尽毒打折磨，于 2000 年 11
月 3 日在山东淄博王村劳教所被虐杀。张云鹤因修炼法
轮功，在警方的一再骚扰下，被迫辞去了青岛德瑞皮化
公司（瑞士独资）的主管会计职务。邹松涛去世后，张
云鹤因向山东省有关法院和检察院写起诉书，控诉山东
淄博王村劳教所草菅人命的事实，被青岛当局派人监
视。2001 年 5 月，张云鹤为避免进一步迫害，被迫离
家出走。不久失踪。
毕务彩，去世时 60 岁，是温哥华居民张天啸的母
亲。在身患疾病的情况下，接连失去爱婿和女儿。在女
儿被迫离家出走几个月后，于 2001 年 8 月凄然离开了
人世。
何立志，今年 38 岁，多
伦多居民张丽的丈夫，原在
中国国家建 设部执业资 格
注册中心工作，是负责全国
结构工程师 资格认证的 出
题及评审等 工作的一名 高
级工程师。 为国家许多重大项目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
因此而获得过十多项国家及部级奖励，入狱前最近获得
的一个奖是国家杰出工程设计金奖。只是因为准备给朋
友寄去教人真、善、忍的法轮大法材料，而被无理抓捕，
并在 2000 年 12 月被非法判刑三年零六个月。何立志在
被捕前刚刚获得了加拿大移民局签发的永久居民签证，
本可以和妻子一起来到加拿大，由于被非法监禁，而未
能成行。
逯秀珍，今年 58 岁，多伦多居民李博的母亲。她

唤醒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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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辽宁省锦州市第五中学的中学老
师，曾被评为当地的人大代表，多年
的劳动模范和优秀教师。曾患多种难
以治愈的疾病，修炼法轮功使她从常
年的病痛中解脱出来，以更充沛的精
力投入到她热爱的教育事业。李博从
2001 年起申请她来多伦多探亲，只因
为她修炼法轮功不给她护照。2001
年 11 月，因发送法轮功资料她被无理判刑 2 年，现被
关押在臭名昭著的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
杨月丽，今年 63 岁，是多伦多
居民杨震东的母亲。她原是中国航天
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曾参与中国第
一颗人造卫星及长征 3 号卫星的研
制发射，并得到许多国家褒奖。只因
身体不好提前退休，后来经过修炼法
轮功恢复健康。杨震东去年申请母亲
来加拿大探亲，探亲手续快办完时，
母亲在 12 月 7 日突然被抓捕入狱，至今联系不上。
……
以上种种，我们的亲人，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在
莫须有的罪名下被抓进监狱，至今不能回家，至今没有
音信，至今仍受着折磨煎熬。他们坚持大善大忍，在那
样严酷的环境下仍坚持自己的信念，仍尽自己的一切告
诉周围的人们什么是人生真谛。他们实在是人生的楷
模，我们向他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在此我们紧急呼吁每一位有良知善念的人们，请伸
出您的援手，请以各种方式帮助我们，敦促加拿大政府
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一问题，或者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这
一问题，使江泽民政府早日停止对善良人们的迫害，使
我们的亲人早日摆脱那暗无天日的地方，使他们早日回
到我们的身边。
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自从 1999 年 7.20 以来，在
中国大陆已经有上千人被打死，超过 10 万人被送进监
狱和劳改所，众多坚持修炼法轮功的人被送进精神病
院。惨无人道的折磨和酷刑时时刻刻在那里发生。我们
亲人的遭遇只是巨大冰山显露出来的一角，实实在在地
告诉人们这种对善良人的迫害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当然，我们援救大陆被迫害亲人的努力绝不会白
费。通过加拿大全社会的努力，我们已经有 3 次成功
的经验，张昆仑教授，朱颍女士和林慎立先生通过全
社会的积极营救从监狱和被关押中走出来，并成功地
来到了加拿大。
这一次我们更有信心，因为我们坚信，通过全体
善良人们的努力，真理定会战胜邪恶；黑夜终将过去，
光明定会到来。
张天啸 张丽 李博 杨震东 粱彪 林慎立
郑君 黄丽敏 彭天英 吴艳霞 王延英 柳济南
2002 年 7 月 16 日

【明慧网】以下文字译自加拿大国家邮报 2002 年
7 月 13 日(星期六)读者来信。
关于贵报 7 月 6 日刊登的文章“李老师的弟子们”
法轮功是一个祥和、有益健康的功法，现在正受到
中国（江泽民）
政府的非法迫
害。您的文章准
确无误地反映了这一点，但在提到法轮功的原理和法轮
功创始人李洪志时，我认为你的观点并不正确。
法轮功的主要法理在《转法轮》一书中可以看到。
很不幸的是，您的文章里很多处提及的法轮功内容似乎
都基于来自第三方的资料，而且引述的内容也是断章取
意。李先生明确地说他自己是一位老师。他很
清楚地告诉人们不要崇拜他。他把他的自传
从他的书里取下，因为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向
人们宣传他的生平事迹，而是帮助人们修炼
一个精神功法。
李先生的学生们在中国（江泽民）政府
对法轮功的三年残酷迫害中表现出的善良、
和平与慈悲就是他们遵循李先生“真、善、
忍”教导的一个鲜明例证。法轮功得到了 700
多个支持褒奖，李先生连续三年被提名为诺
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此外，因为李先生对维
护在中国的信仰自由所作出的贡献，被北美

历史最悠久的人权组织──美国的「自由之家」授予了
享有很高声誉的“宗教自由奖”。
正是因为李先生和法轮功的指导，才使近 60 个国
家的千百万人在不断呼吁制止对他们的仇恨与暴力的
同时，不断同
化着真、善、
忍特性。他们
没有任何报复之心，只是严肃地呼吁人们伸出援手，帮
助改变那些伤害无辜人民的施虐者的心灵。法轮功学员
的行为真正反映了李先生和他的法理的伟大。我们邀请
所有人都来读一读《转法轮》并亲身了解法轮功。
乔.契普卡，多伦多

加拿大六城市通过
决议案 谴责中国
对法轮功的镇压

和中国进行现代经济中一切事务，那中国必须得成为国
际社会的一员。
要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就要遵守同样的原则-真、
善、忍。如果他们能学会这些原则，向法轮功学习，我
认为中国的情况必定会更好。
现在就安大略省来讲，我不得不说，看着这份在中
国遭[江氏集团]监禁的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名单，
很明显他们中绝大多数来自于安大略省的多伦多地区。
我认为总理应该向安省的人民，尤其要向法轮功学员，
其实是向所有坚信人权的人民作出一个强有力的声明。
我坚信，如果在议会里发表这样的声明，所有的党
派都会赞同，这将给中国[江氏集团]送去一个强有力的
信息。我们仅是加拿大 10 个省份中的一个，但绝大部
分从中国来的新移民住在这里，我相信绝大部份加拿大
法轮功学员也住在安省，毫无疑问我们一直能和睦相
处，事实是，我们欢迎他们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认为，他们(法轮功)所传授的，所信奉的是一
个美好的东西，我们希望中国政府[江氏集团]能看看我
们，看看法轮功是对多伦多，对安省的一件多么好的事
情。我们希望他们能象我们一样相信，在这个省里每个
人都拥有自己的空间，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里每一个人也应该有自己的空间。
说到这儿，我只想说，我们向那些为释放所有被关
在中国的劳改营里的法轮功学员而奔走的人伸出援助
之手。我们相信他们是良心犯。我们同意大赦国际所说
的，这一切(迫害)是不公正的。我们支持法轮功学员为
营救这些人所做的一切努力，我们希望宗教，文化和社
会思想能在中国蓬勃发展。
迈克.普鲁斯，省议员

︻ 明 慧 网 ︼在 月
日中国江泽民政府镇
压法轮功 年之际，
加拿大六城市通过决
议案谴责发生在中国
的对法轮功的残酷镇
压 。他 们 是 ：卡 林 市 ，
布 兰 顿 港 市 ，陶 贝 市 ，
可尔门市等等。这些
决议案将抄送加拿大
总理办公室，外长办
公室，中国国家主席
办公室，中国驻加拿
大大使，联合国秘书
长办公室。

【明慧网】2002 年 7 月 16 日，加拿大安大略省议
员迈克.普鲁斯出席了安大略省居民为营救他们在中国
因炼法轮功而被迫害的亲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并发表
演讲。演讲译文如下：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坦率地说是因为在中国发生在
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切，事实上是一项国际性罪行。那
些人仅仅因为信仰真、善、忍，仅仅因为炼习这个简单
的功法，和信仰真、善、忍，就被关进监狱，劳教所，
身处可怕的境地。我说，谁会反对真、善、忍呢？哪一
个文明的国度或者个人会不同意真善忍是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真理，是一定要传授，一定要学习并且世代相传
的呢？
我们获悉(妇女)被强奸，我们获悉人们遭受各种病
痛的折磨，我们听说人们被迫害致死，我们听说人们遭
到殴打，这在世界舞台上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中国将在 2008 年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我认为这
对世界上许多人民来说是一个机会，让中国政府[江氏
集团]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会容忍，一个在几年后将
云集全世界的人才和体育精英的国家里出现这样的行
径。
中国[江氏集团]必须明白，21 世纪与以往任何一
个时代都截然不同，世界人民对自由有了一个全新的认
知，这将使得宗教，社会和文化思想以各种方式扩展。
尽管是由联邦政府负责外交事务与双边关系，但安
大略省政府能发挥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在所有贸
易往来中起决定作用的一员，省府可以明确地告知中国
政府[江氏集团]，我们不会容忍这样的行径。如果有贸
易往来，如果有旅游商机-每年成千上万的加拿大人去
中国旅游，如果有金融业务，因为有国际借贷，如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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