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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千山萬水 

我一次又一次為你而來   

我因為愛你而來  

可貴的中國人啊   

請靜心傾聽我的心聲  

法輪大法好啊 

法輪大法好 

切莫相信那欺世的慌言 

面對暴力危險 

我一次又一次為你而來   

我因為愛你而來 

可貴的中國人啊  

你可知道全世界都說 

法輪大法好啊 

法輪大法好 

切莫錯過這萬古機緣。 
 

 在新唐人電視臺舉

辦的首屆全球華人新年

晚會首場演出中﹐來自

歐洲 13 國：意大利、英

國、法國、比利時、愛爾

蘭、瑞典、瑞士、芬蘭、

荷蘭、丹麥、挪威、德國、

西班牙 80 多位成員組成

的合唱團在紐約曼哈頓

歌劇院用中文、英語、瑞

典語、意大利語、德語為

1700 餘觀眾演唱了歌曲

「為你而來」。 

 演唱的時候，許多觀

眾和演員都感動得流淚。

演出後記者對合唱團成員

進行採訪。來自瑞典的合唱

團團長Waltraud NG女士向

記者介紹了合唱團的由來。 

 2001 年 11月，為了幫助中國人

了解法輪功的真相﹐來自 12 個國家

的 36 名西人法輪功學員遠跨重洋，

來到天安門廣場，打出「真善忍」的

巨大橫幅。這 36 名西人立刻被警察暴力逮

捕，很多人遭到野蠻毆打和非法關押。之後

又陸續有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國籍的法輪功

學員到天安門廣場和平地呼籲中國政府停

止迫害法輪功。後來一位法輪學員根據這些

西人法輪功學員的壯舉創作了一首歌曲「為

你而來」。 

 今年 1月 1 日來自歐洲 13 個國家 100

多名說 9 種不同的語言法輪功學員在德國

正式組成「歐洲為你而來」合唱團。由於地

域和語言的困難，合唱團在德國進行了為期

4 天的訓練。 

 記者曾問 Waltraud NG 女士，這麼多

人加上語言溝通的困難和文化上的差異，在

這麼短的時間內是怎樣配合協調的？是不

是難度很大？ 

 Waltraud NG 女士介紹道﹕按常理是

非常難的。可我並沒有感到太多

難度，主要因為他們都是法輪功

學員。如果有了問題，沒有人抱

怨，我們都是互相幫助解決問

題。大家合作得很好，非常和諧，

非常快樂。學中文對我來說實在

很難，可我卻看到這竟沒成為團

裏的這些成員大問題，因為他們

是用心在學。這麼多成員，來自

這麼多國家，所有的開銷都是自

費的。而且還遇到一個很大的困

難﹐就是服裝問題。服裝是歐洲

學員設計的，由五種顏色組成，

在這麼短時間製作這麼多服裝，

一般服裝公司都做不到。最後﹐

我們得到了臺灣法輪功學員的

大力幫助，他們在 10 天之內就

趕製了 60 多套演出服裝。 

 記者最後問到﹐在此中國

新年之際，你們演唱這首歌曲，

想向全球華人說些甚麼呢？ 

 Waltraud NG 女士回答

說﹐我希望全球華人新年快樂，

幸福安康，也希望中國人能有自

由言論，更希望中國政府能儘早

結束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 

 記者還採訪了合唱團成

員﹐來自瑞典的 Lilian 說：第

一次看到這首歌，我哭了，唱這

首歌，我知道這首歌每個字的涵

意，每一個字都讓我深深感動。 

心建構的鎮壓佈局所驚駭。回到

加拿大後，朋友鼓勵他將這段經

歷寫出來，於是，澤農將他在中

國的所見所聞寫成了《為你而

來》一書。  

 澤農說，他不懂得寫作的技巧，

但希望透過這本書，能夠與讀者分

享他的心路歷程，讓他們一步一步

去感受，到底法輪功修煉者是怎麼

樣的人。  
 

法理深奧 澤及全球 
 

 生活於北美的澤農在不同場

合，多次接觸到法輪功創始人——

李老師，聽他講道理。他認為法輪功

的神奇就是李老師本人，他就是法

輪功法理的一個很好的榜樣。李老

師對別人的關懷和愛心，深含在他

的教誨中。澤農希望人們知道，所有

北京當局對李老師的毀謗，都是為

了合理化鎮壓所捏造的謊言。  

 作為一名西方人，可以在學習

一種東方修煉的短短三年內，甘冒

生命危險到天安門，告訴中國人民

「法輪大法好」，澤農覺得很難用語

言來形容法輪功的修煉感受，只能

以殊勝來形容。  

 澤農說，越修煉下去，越覺得法

理的深奧，自己不斷地獲得指引、獲

得力量，變得更善良，同時也感到自

己所知非常有限。在《轉法輪》書中，

表面看來是中國文化，但其所包涵

的道理卻超越民族的界線，也正因

為這樣，法輪功才會在全球六十多

個國家受到歡迎。  

勇赴北京 傳播真相 
 

 在去北京之前，澤農對於中共

當局如何蒙騙人民的事情很清楚，

雖然心中有數，但在北京跟那些因

謠言而完全迷失的人們面對面接觸

時，內心還是觸動得很厲害，時而感

到憂傷，時而感到憤怒，要處理好這

些情緒，成為一個好的修煉者，在當

時感到很困難。  

 對於那次中國之旅，是否達到

讓中國人明白真相的目的，澤農覺

得剛開始的時候，他還不太確定，但

當他回家以後，發現全球的傳媒廣

泛報導了這個事件。有一次，遇到一

位從中國來的新移民，她說事件發

生後，令很多國內官員重新看待法

輪功，在私底下進行討論，質疑對法

輪功的鎮壓。澤農為此感到很高興。 
 

積極奔走 申張正義 
 

 雖然北京當局嚴密封鎖消息，

但包括聯合國、特赦國際、美國的人

權部門都在搜集鎮壓的資料，也曾

有勇敢的記者到中國進行調查，可

惜都不能夠獲得鎮壓的全貌。澤農

認為，只有全面了解真相，才能夠知

道這場罪惡有多恐怖，及其對國際

的影響有多嚴重。  

 在加拿大，澤農主動接觸皇家

騎警，協助他們理解中共透過使領

館，已經將對法輪功的仇恨延伸到

加拿大，他並協助尋找相應的法律

行動。同時，澤農希望推動社區對這

場鎮壓的理解，並參與推動成立特

別法庭，申張正義，讓迫害者受到審

判，儘早結束這場禍及全球的鎮壓。 

當西方男孩遇上東方文化 
專訪《 為你而來 》作者－ 澤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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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2001年 11月，來自12個國家

的 36名西人法輪功學員來到天安門 

圖片﹕「歐洲為你而來」合唱團在演唱 

 不知為甚麼，最近常常在夢裏

見到白雲，她是我十幾年前的一位

朋友。那時，我們有自己的稱呼，我

稱她白雲，她叫我藍天。我們互相寫

著那些充滿幻想的美麗書信，彼此

間有說不完的話。然而十幾年過去

了，那朵白雲是否依然如故？那位

小姑娘也早該做賢妻良母了吧？  

 當我找到白雲的電話時已是

半夜了，興奮驅走了困倦。撥通

電話，聽到了她的聲音。當知道

是我時，她那銀鈴般的笑聲立

即傳到我耳朵裏，她沒有甚麼

改變，一切如同昨日，這太好了。  

 她已經是位賢妻良母了﹐但

仍然做著青春的夢，還在不斷地學

習、考試。永遠學不完的知識是她生

活中最大的動力。小時她最崇敬的

人是居里夫人。  

 現在她也到了中年，她的先生

雖不是居里式的人物，但他淵博的

學識和正直的為人，足以令她敬佩

不已。 

 我們有說不完的話，為了節約

時間，說話速度不得不加快。  

 她的話像詩一樣： “我願做

一本書，一本使愛人和孩子永遠都

讀不厭的書。兒子說我是本百科全

書，總能給他翻出一頁他從未讀過

的新篇章，我深知要想讓別人讀你

千遍不厭倦只有靠自強不息。可是，

現實中時而也遇到令我感到難解的

問題。有一次領導讓我給一個理智

正常的人下診斷為“精神分裂症”。

那些人我再清楚不過了，都像你一

樣善良正直，不過想通過一種信仰

達到身心的完善，有甚麼錯？我百

思不得其解。我拒絕了上司，為這，

還扣了我的獎金。不管我懂不懂他

們為甚麼這樣做，我不能對不起自

己的良心，如果我做了，那就等於親

手殘害我的朋友。看著那些人，我難

過極了，敢怒不敢言哪。”  

 我問：“你怎麼知道我也是

他們中的一員？”  

 “你怎麼忘了？你剛開始修

煉的時候就給我寫信講過，只是我

那時太忙，也沒有給你回信。還沒來

得及去找那本書看看呢，就開始

“焚書坑儒”了。你知道那年我為你

擔心極了，當我得知你已經出國時，

一下放心了。要不然，你也會被人當

成瘋子，給你強行灌藥，讓你生不如

死”她動情地說著。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是我

們當年共同欣賞的品質。我輕鬆地

舒了一口氣。 “我很想念你，但你

最好不要回來，真的。即使你

被整死也沒人同情你，因為

你事先就被診斷為‘精神分

裂症’了。” 

 也許這陣子夢到她的原故就

在於此吧。人與人之間是有靈感的。

正像當年她為我擔心一樣，在大洋

的這邊，我也一樣為她擔憂，怕她會

被人利用執行錯誤的命令，做出令

自己將來痛悔的事。現在，我舒心地

笑了，我為白雲驕傲。  

 藍天與白雲，藍的那麼高遠，

白的那麼聖潔。烏雲可能會翻滾，狂

風可能會掃過，但藍天白雲終會將

世界的本色還原，她們永遠是人心

中最真的情懷。 

◇夢雲 

(上承自第 1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