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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當局撤回國安立法草

案  
美國之音 9 月 5 日香港報導   

面對幾個月來的反對聲浪，香

港政府決定無限期地推遲有

爭議的“國家安全(立法條

文)條例草案”。香港人民擔心

這項立法會導致民權和自由

受到侵蝕。在這項法律最後通過階段，

五十萬香港人7月1號舉行抗議游行，

要求董建華辭職，從而導致國安條例

的流產。  

 

◆目擊者稱鑫諾衛星插播“江澤民

被起訴” 
據新華網報導  8 月 12日 21時 05 分

和 8月 13 日 20 時 23 分，中國教育電

視台和中央電視台、十個省級電視台

的多套節目先后被“嚴重干擾”據國

內目擊者稱，電視節目被切換成“江

澤民被起訴”的“重要新聞”，並列舉

江澤民隱瞞薩斯危害世界、殘酷迫害

法輪功等“罪狀”。這一消息獲教育部

和國家廣電總局有關部門的證實。 

 

◆香港法輪功「阻街案」上訴開庭  
據法輪大法信息中心報導   9 月 3日

起一連三天，法輪功學員對2002年「阻

街案」的判決進行上訴。上訴的法輪功

學員在聲明中表示﹐他們在代表北京

政府的中聯辦門外和平請願是符合中

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賦予人民的權

利；他們提出上訴是為了維護中國和

香港的人權和自由，以及人類生命得

以存在的道德、正義和良知。 

 

◆華盛頓州多位議員聯名致信中國

駐美大使 強烈關注李祥春事件  
華盛頓州11位議員8月17日就李祥春

事件聯名致信中國駐美大使楊洁篪，

對加州居民李祥春在中國被監禁表達

強烈關注﹐並向中國駐美大使發出緊

急呼籲，要求確保李祥春的人身安全

和促成他被立即釋放。 信中還寫道：

“我們對法輪功修煉者在中國遭受的

宗教迫害尤其擔懮。他們因信仰被關

押和酷刑折磨。”  

 

◆營救金子容子汽車之旅在四國、九

洲地區 
廣島金子容子救援會發起的營救金子

容子汽車之旅8月7日出發。在四國與

九洲廣泛接觸新聞媒體和大眾﹐宣講

法輪大法美好和鎮壓真相﹐呼籲營救

金子容子。所經之處﹐受到當地政府、

媒體和民眾熱情接待。而後﹐部份學

員飛赴遠离日本本島的最南端的沖繩

島繼續營救工作。 

 

◆北美鋼鐵工人聯盟加國總部主任

致信中國駐加大使  反對迫害法輪

功  
2003 年 7月 29 日代表 16 萬加拿大鋼

鐵工人的北美鋼鐵工人聯盟加國總部

主任致信中國駐加大使梅平﹐抗議法

輪功在中國遭到的鎮壓和虐待。信中

特別要求立即釋放加國學員王玉芝女

士的弟弟王承源（非法輪功學員）。  

 2003 年 8月 4日，第 55 屆聯合

國人權委員會促進和保護人權分委

會全體會議在日內瓦舉行。會議發佈

公告如下(摘譯)：  

 促進及保護人權事務分委會

本日下午繼續考慮具體的人權事

務，包括人權和婦女，當代奴工的

形式以及新的如恐怖主義和生物

倫理等重要事項，並聽取分委會專

家和特別報告起草人介紹其有關

人權和生物倫理、人權和恐怖主義

以及影響婦女和女孩健康的傳統

習俗的報告。  

 三個非政府組織也就具體人

權事務參加了討論，他們提請關注

對婦女武力及非武力的暴力虐待，並

強調需要法律援助。  

 國際信仰組織的喬爾勒．珀拉契

昂(JOELLE PERRACHON) 指出，在中

國，對所有修煉法輪功的婦女所施行

的非人折磨仍在繼續。酷刑被廣泛使

用，並經常涉及性侮辱和暴力侵犯。

許多婦女在最有損人格及最暴力的

方式下遭到系統的強奸並失去生命。  

 然而，曙光終於出現，受害者的

聲音得到司法機關的傾聽。一個訴

江及主要迫害執行者的訴訟案自

2002 年 10 月起在伊利諾州芝加哥

市進行。分委會應當介入，制止這場

迫害並公開表達對訴訟案的支持，

使得這些婦女能尋求公正，正在進

行中的訴訟案能獲得有成效的結

果。如果這些受害者現在能得到司

法公正，這不僅能使這場迫害得以

停止，同時又能保護全世界婦女的

尊嚴和基本權利。 

（轉載自《明慧网》8月 8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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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法輪功學員2003年 8月在聯合國

人權會議上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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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個人都應該為這事努力”—

— 媒體幫助傳播真相 

 “汽車之旅”啟程以來﹐所到之

處﹐受到了各地媒體包括報紙、電台

和電視台的關注﹐許多記者對我們

進行了深入採訪。 

 俄勒岡州當地媒體對本次“營

救李祥春跨美汽車之旅”相當關注。

科瓦利斯市的格賽特時報(Gazette 

Times) 以及俄勒崗州中部地區的兩

家電台 KPNW 和 KLCC，都對我們進行

了詳細的采訪和報導。記者表示，任

何一個人都應該支持營救行動，不管

被抓的是否是美國公民。 

 在美國南部的城市，知道法輪功

和江氏集團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的

人並不多。當汽車之旅到達這些城市

時，引起了當地媒體的極大關注，紛

紛派出記者進行采訪。 

 8 月 19 日到達密西西比州的畢

拉科塞市（Biloxi）和阿拉巴馬州的

牟碧猶（Mobile）市，在市政府大樓

前舉行了新聞發布會。畢市是密西西

比州的第二大城市﹐該市最主要的

報紙 The Sun Herald 覆蓋整個本地

區的 6個縣，幾十萬人閱讀此報。該

報一早就派來了記者和攝影師來采

訪，WLOXabc13 電視台也來了記者。 

 鹽湖城的“沙漠新聞”(Desert 

News) 是當地主要媒體之一﹐記者

特意請來專業攝影師，為我們拍照，

還表示：“謝謝你們的努力。我們每

個人都應該為這事努力。”隨后這兩

位記者和攝影師在他們的日程已經

排得很滿的情況下，繼續跟著我們，

拍了許多我們煉功照片。最后在營救

李祥春的簽名板上簽了名才离去。 

◇“我支持你們所做的一切！”——

來自各級政府官員的支持  

 在旅途中﹐我們收到了數封來

自華盛頓州政府官員和議員的支持

信。華盛頓州眾議員埃里克-帕蒂格

魯(Eric Pettigrew) 的信中說，“你

們汽車之旅的營救努力是美國人民

抗議不公的偉大傳統。你們最終必

胜，我對此深信不疑！”  

 8月 16日﹐“汽車之旅”在俄勒

岡州的科瓦利斯(Corvallis) 市、尤

金(Eugene) 市和州首府賽倫(Salem)

市舉辦了圖片展并進行征集簽名。俄

勒岡州的 80 多位州參議員和眾議員

辦公室的官員們聽取了我們營救李

祥春的緊急呼籲，並表示支持營救李

祥春。在尤金市，市長委派助理告訴

我們：“我支持你們所做的一切！”  

 8月 18日，“營救李祥春跨美汽

車之旅”經過華盛頓州的斯伯肯

(Spokane)市，愛達荷(Idaho)州的庫

德艾倫(Couer d' Alene) 市和蒙大

納 ( M o n t a n a )  州 的 密 索 拉

(Missoula) 市，我們走訪了各地的

縣市政府、人權委員會﹐受到大力支

持。 

 在斯伯肯(Spokane) 市，與競選

市長史蒂夫-考克(Steve Corker) 進

行交談，競選市長表示非常支持法輪

功。他說﹐他了解在中國對法輪功的

迫害，並且會在市議會提出這個重要

問題。 

 蒙緹高戈瑞市是阿拉巴馬州的

首府。在這裡發生了一個小插曲﹕記

者招待會後，來了一位警察問我們是

否有許可。我們告訴他獲得的是口頭

許可。警察于是打電話給市政府辦公

室確認。市政府辦公室的人一聽是法

輪功，就說：“我們對這個組織很了

解，讓他們擺好了。”警察聽後變得非

常友好。  

 “營救李祥春汽車之旅”還在行

進﹐所經之處所遇的善良的人們﹐

讓我們看到了希望。朋友﹐願您能分

享我們的心願。願李祥春博士能早日

歸來。願所有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可

以在我們的祖國履行他們信仰“真

善忍”的自由。這樣的美好日子﹐不

遠了…… 

 法輪大法信息中心 8 月 25 日訊﹐澳大利亞公民

梁麗莎的妹妹、大陸法輪功學員唐乙文，在海內外法

輪功學員以及各界正義人士的全力營救下，於 8月 23

日下午 2 點被“保外就醫”。 

 唐乙文原被超期非法關押在廣東省槎頭女子勞

教所﹐在獄中受盡酷刑折磨。一次酷刑中﹐她曾雙手

被反綁，雙腿被扭曲捆住，獄警不停地往她口裏灌辣

椒水﹐令她失去知覺。一天一夜後醒來，她發現雙腿

不能直立。一個月後她父親去獄中看望她，發現她的

雙腿已腐爛。在她向父親訴說這個過程的時候，父親

因極度傷心而昏了過去。 

 後 610 辦公室又將唐乙文轉往三水勞教所繼續關

押。在正念的力量和全球法輪功學員以及各界正義人士

的全力營救下，唐乙文終於被以保外就醫之名放出三水勞教所。  

圖片﹕唐乙文 

廣東法輪功學員唐乙文被保外就醫 

呼喚正義良知 -“營救李祥春跨美汽車之旅” 紀實 

圖片﹕營救李祥春“汽車之旅”從

西海岸出發﹐到達東海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