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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这首歌的歌名叫“嗨，朋友”是由台

湾的一名歌星唱的，希望听众朋友能喜欢

这首歌，在此覃永洁先生向您说一声再见。 

覃：谢谢大家，再见。  

 

同胞们，真心希望你们能以智慧与良知为

自己生命的永远带来无限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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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在医院呆了十多天，因为我看报导

说，通常医生跟护士都是比较胆大的对开

刀这些东西。那我想如果医生跟护士对这

个伤口都感到挺可怕的话，那我想，这个

伤度就可想而知了，因为我看了一下，就

是让你把裤子稍微掀开来，裤管掀开来一

点，我看那个伤口就真的让我闭着眼睛不

敢看，我觉得真是让我太恐怖，太恐怖了，

我想，您来到美国住进医院之后，受到美

国各方面人士关怀，那么都是哪些人，那

么你在此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呢？  
覃：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多好人，比如说

警察，医生，法轮功学员，还有慈济，肯

关心和帮忙。我觉得这里每个人都是很好

的，对他们的关怀表示非常的感谢。   
主持：听众朋友，刚才覃永洁说就是来到

美国之后呢，受到各方人士的关怀，比如

医生，警察，法轮功学员，特别还有慈济，

他们对覃永洁的慰问，关心，那么覃永洁

先生在此表示非常的感谢。那么我想很多

听众朋友，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他们当初

听到我们报的新闻， 就讲说中国大陆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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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不平…虽然我在嘴上常常讲要表现艺术

作品啦等等，但是到演出时就常想怎样把

别人比下去，可是在我修炼后就觉得这些

很可笑，很无聊…  

女主持人：关贵敏老师，说到演出唱

歌，您可以即兴为我们听众唱几句吗？  

关贵敏：我经常演唱的一首歌：《那

就是我》，是思念故乡的…  

男主持人：好，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首歌。  

关贵敏：（清唱）我思念故乡的小河，

还有河边吱吱唱歌的水沫，噢，妈妈，如

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那就是我，那就

是我，那就是我…。我思念故乡的渔火，

还有沙滩上美丽的海螺，噢，妈妈，如果

有一叶风帆向你驶来，那就是我，那就是

我，那就是我…  

女主持人：唱的太好了，真是原汁原

味关贵敏的原声原唱，您在唱这首歌时我

的眼前仿佛浮现着祖国的山山水水和我们

海外游子思乡的那 份情怀，特别是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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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说要求他一起去吧。   
主持：因为你也不晓得要到哪里去。  
覃：嗯，我觉得无家可归了，走就走一程

了。一路过来，经过那些高山啊，反正我

是睡得多。   
主持：那我想也是命运之神把你带到了休

斯顿。那你在休斯顿，你最后是向警察报

了警，然后警察把你送到了医院里面，还

是送哪里？  
覃：真是无家可归那地方。当时，我在车

里，当时伤有点不好了，有点小小发炎了，

当时我就不想麻烦那个老年人了，我说不

走了，在一个地方下来的时候也报告了很

多警察，后来一个女的警察受理了。   
主持：受理你了。那当时把你送到医院里，

当时你的伤口都溃烂了，那医生和护士对

此都有什么看法，他们是怎么说的？  
覃：当时，我在住院的时候，前面还有一

家医院，当时医生看的时候，觉得已经结

了壳了，很好了，很干燥，他按那些壳的

时候，他没有按那些 硬壳，他觉得有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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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褒扬，支持和欢迎，我觉得真的是太伟

大！太了不起了！  

男主持人：让我们再来看看江泽民政

府镇压法轮功的情况。  

关贵敏：江泽民政府镇压法轮功本来

就是不合法的，按中国的宪法也是不合法

的，按中央政府的运行原则也是不符合运

行原则的，1999 年 4 月 25 日，中南海事

件之后也就是 6 月份左右，中央信访局出

面为有人说公安机关要镇压法轮功之词进

行辟谣，并说这些是有人无中生有，蛊惑

人心……，可是到了 7 月 22 日刚辟过的谣

却成了正式文件，全国开始镇压法轮功，

并使用全国的舆论工具出尔反尔……。舆

论--是面对全世界的，这么做真让一个泱泱

大国丢尽了脸，江泽民政府太没有信誉了！ 

男主持人：前一阵我看到有关报道说，

目前中国军队里很混乱，很多有军衔的老

革命，老党员坚持要炼法轮功，明言：就

要炼！“610”办也没办法，也不敢对他们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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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噢，不，一般来讲自杀对我们是不可

能的，法轮功修炼都是性命双修的，集体

自杀对我们是不成立的，没有哪个要求去

自杀，我们法轮功从来没有说是自杀的，

每个人不可能自杀的。   
主持：我想所有的法轮功学员，真正修炼

法轮功的学员都知道不可能存在自杀这一

词的，因为李洪志师父根本就不可能说是

叫谁自杀，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很

多的时候，你说中共幼稚吧，我并不觉得

他幼稚，但有时他所造出来的谣言，真的

让人家啼笑皆非，就说不可能产生的东西，

中共还说会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真就

是……说幼稚，我觉得这个词都不应该这

样套在一个政府头上面，那么，我还想问

的就是说，您通过这个波折啊，以及艰难

啊，抵达美国之后，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吗？   
覃：当时我到美国之后，当时我一上岸就

觉得，这里，觉得有时候不知所措，认为

自己对一些完全不同的世界展开在自己面

前，自己有时不知所 措，碰到警察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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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关贵敏：早期在国外也是，比如法国

等欧洲国家，李洪志老师在那里传法传功

的时候，都是中国大使馆在张罗，在接待，

在美国也是这样。  

女主持人：是，法轮功在 1992 年从中

国大陆公开传出之后，曾得到中国政府的

扶持，而且《转法轮》这本李洪志老师写

的主要的法轮功著作也是中央广播电视部

出版的。当年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馆还有弘

扬法轮功的座谈会，总领事还求见李洪志

老师，并和李洪志老师合影，请李洪志老

师介绍法轮功，而且法轮功在纽约最初的

一些报告会，也是在中国政府驻纽约的一

个礼堂“中国留学生中心”里进行的。当

时为了洪传法轮功，中国政府还发表了很

多由体委部门和医学部门的一些专家学者

对法轮功的医疗效果的调查，抽样调查，

还有一些研究结果，用来说服在美国留学

的中国学生们来接受法轮功，并在西方社

会宣传这一中国的文化。所以，中国政府

知道法轮功是对祛 病健身有好处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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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的感恩节，这首歌真的是表达了我

们与很多听众朋友以及您自己的一份思念

故乡之心。说到故乡，关贵敏老师，您知

道最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什么事

吗？  

关贵敏：我从新闻报道里得知有 35 名

西方法轮功学员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和平请

愿，举起“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法轮功

了不起呀！他们白人学员在西方国家有优

厚的生活条件，而他们能放下生死，不惜

万里重洋去到这么一个严厉的地方，敢于

为法轮大法说一句真话，真的不简单，对

此我想到很多很多……。中国江泽民政府

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和打击的错误已延伸

到海外，江泽民现在真是骑虎难下了。  

女主持人：我想不只是骑虎难下，应

该加上邪恶和疯狂，很可怜的！当我得知

35 名西方学员在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的消

息时，我真的是热泪盈眶，西方学员们如

此放下生死，走到天安门去，只为向世人

说一声“法轮大法好！”，证实法轮功在海

外的蓬勃发展以及 受到各国各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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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发炎，他说要保持清洁。因为我很久不

冲凉了，我一回去之后就拚命冲凉。   
主持：你就是说在去报纸，电台报导那个

医院之前，还有一家医院就说你的伤口已

经基本上痊愈了，所以让你洗澡是吧。  
覃：他说要保持乾燥和清洁，我当时觉得

自己很久不冲凉了，想洗澡了，他说保持

乾燥和清洁，我觉得也讲得很好，我就有

点放心，我就冲了一冲凉。一冲凉之后，

壳全部粉碎了，那些壳全部烂了，烂了之

后呢，那些脓就急速地……   
主持：那去了医院之后，我看报导上面说，

那里的医生跟护士，护士就不敢看，医生

也觉得这个太吓人了，可以把当时的情况

说一下吗？  
覃：当时很多医生看了都觉得很怕，后来

他们觉得这个伤口，这个伤疤太深了，必

须做植皮手术。我说自己来，也不知道怎

么说。他说要做植皮手术，这个医院里的

医生从我身上割了大片的皮，植皮手术，

医院当时，医生和护士都真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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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休斯顿法轮大法电台再次热线采访法

轮功学员原大陆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贵

敏  

女主持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

们再次为您接通大陆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

贵敏先生的热线电话，现在让我们一起走

入今天的热门话题。关贵敏老师，您好，

很高兴今天我们能再次空中相会。  

关贵敏：你们好。  

男主持人：我们首先想请您谈一谈，

您在修炼前和修炼后对艺术境界的理解。

有差别吗？  

关贵敏：当然，我在修炼前人的东西

比较多，比如出人头地，个人奋斗，个人

名利，争名夺利这些东西比较多，修炼后

我明白了很多很多的道理，在心态上也改

变了很多，过去就是为了名利，虽然平时

嘴上不说这些，但是潜意识里总是有这些

东西，比如在演出时谁的名字在前，谁的

名字排后啦，某人名气没我大，却让他唱

压轴啦等等，心里就 很不服气，有时还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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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在监狱残害法轮功学员，有的听众朋友

都不相信，也有一些朋友跟我讲，说怎么

可能呢？这个中国 (江泽民 )政府怎么会干

这个事呢？那么其实我也不愿意相信，但

是事实在眼前，也不容我不相信，我看到

覃永洁腿上那十几处的烫得那个很深的

疤，我真的感到心都在颤抖，我觉得根本

都无法去看，更不能够想像覃永洁先生当

时在监警拿那个烧烫的铁棒子来下手的时

候，我想那个滚烫的铁跟那个皮肤在接触

的那一瞬间，所产生的那种灼热或疼痛，

我都不敢想像，我想真的是太残忍了，我

想中国 (江泽民 )政府以及中国 (江泽民 )政
府手下的这些所谓的警察也好，所谓管理

人员也好，不管他是怎么的，我觉得能下

这种手真是太残忍了，我觉得如果有一点

点良心的话，我想都应该 stop(停止)，不要

再做这种违背人类的这种，人权也好，道

德方面也好，都不能再这样做这些事了。

时间也快到了，我想，覃永洁先生也应该

要跟听众朋友再见了，接下来我们有一首

歌，是覃永洁先生想送给所有关心他的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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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中国政府在上海电视台和广州电视台都

曾经播放过弘扬法轮功的电视新闻节目，

也提到了法轮功对社会的道德回升，精神

建设，身体健康都有好处，因为中国政府

知道法轮功的核心是真善忍这种原则，这

对社会当然是有好处的。  

关贵敏：我们中国古老的修炼作为一

种文化，象李洪志老师传出来的法轮功，

外国人来学，这是多好的事情，对我们中

国的文化也是一种弘扬光大，而且外国人

学了法轮功，学了我们中国人传出的东西，

他们就会感受到中国的伟大。我觉得这些

白人学员到天安门去，是他们热爱中国的

表现，热爱中国文化的表现，他们为什么

要去？难道因为修炼了法轮功就成了罪

犯？那你拿出证据来，法轮功学员都犯过

什么罪？贪污？腐化？吸毒？行贿？受贿

等等乱七八糟的事情？没有么！  

女主持人：我想法轮功学员里是找不

到一例的。  

关贵敏：江泽民政府镇压法轮功是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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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里面，那监狱里面，就说像你这样修

炼法轮功，在这个监狱里关了有多少，你

知道吗？  
覃：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当时里面人比较

多，但是因为我关在单间里。   
主持：你在小号单间，对外界都没有联系，

对吧？  
覃：嗯。   
主持：人和人之间看不到，是吧？  
覃：是，只听到有时打人的声音“劈里啪

啦”的，从窗口传进来。   
主持：就是说，法轮功人员在里面没有办

法联系。  
覃：对。   
主持：那我觉得，从你讲的这个我就想到，

早一些时候，中共讲说是有多少，说是十

五名法轮功学员集体自杀，我觉得这个从

你亲身经历，在监狱所遭的这个待遇，我

想也不可能产生十五个学员能够集体自杀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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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持人：江泽民政府在国内如此镇

压法轮功，可是国外的华人，外国人确因

为江泽民政府的镇压反而开始了解了法轮

功，并逐渐的理解，从而加入法轮功的修

炼队伍，法轮功日益庞大，特别是这次西

方学员的壮举……  

关贵敏：这就说明江泽民政府从一开

始就没有搞清楚，它开始镇压时面临的就

是一个国际问题，从 1992 年法轮功由李洪

志老师传出到现在有一亿多人在世界各地

修炼法轮功，江泽民政府把外国人也修炼

的同一个功法定为“邪教”，外国人可不受

你江泽民的控制！  

女主持人：是，在前不久我采访了意

大利的企业家法瓦先生，他就说了：因为

我修炼法轮功，江泽民政府将我列入“黑

名单”，在我入境中国时，将我驱逐出境，

可是当初我在中国时，是你们中国政府鼓

励我学法轮功，今天你们政府改变了，镇

压法轮功了，可是我没有改变，我仍然在

修炼法轮功，所以他很不理解江泽民政府

的变态思维，不知江 泽民政府是怎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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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经常是警察不受理的。   
主持：你一开始告诉警察，就拦警察的车，

警察没理你。  
覃：这语言沟通不上。   
主持：噢，这样。  
覃：没有理我。当时这伤口啊，就慢慢地

有点好了。当时勉强地走路很麻烦，走路

很辛苦，很辛苦。   
主持：很辛苦，一拐一拐的，我想。  
覃：嗯，有个老人看到我一个人孤零零地

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就把我带到车上去，

后来一上他的车我就一下睡过了，不知拉

了多久。   
主持：你一上车就睡着了，我想真的是疲

劳过度。  
覃：一上车就睡着了，一醒过来时候，可

能他也不愿打扰我，他开车，我不知道，

我感觉到时间上，感觉到是开了很远。后

来，有时我问他去哪个方向的时候，他就

拿地图出来，说佛罗里达。我说那很远，

当时我觉得，开车远 不远我都不知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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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后，才到香港的。   
主持：才到香港。听说你是坐那个粪车逃

过那个海关去的香港，是吗？  
覃：不是，是拉着那些很臭的东西到香港。  
主持：那在海上您是以什么为生？而且您

的意念是怎么样的，可以跟听众朋友…  
覃：当时我上第一部船的时候，我有一点

点花生，还有一点点奶糖，也不多。当我

上船的时候，我没有带水。我被船员拒绝，

几个彪形大汉在楼梯口那里，我上去的时

候，慢腾腾走上去，看到他们，他们一看

我，他们不说话，我就转头下来了。   
主持：看这架势也不会让你上去。  
覃：我又上了第二部船，上去的时候碰到

底下一个人在钓鱼，我上了一半他把我拉

下来了，下来我又上了第三部船。我觉得

这样上去都被人拒绝了，我觉得不想去麻

烦别人了。我就换了衣服去到垃圾筒去，

从垃圾筒里掏了几个薄膜口袋，就装了点

水。   
主持：噢，装了点水。 那你刚才讲到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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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道理的，而且把这么多的好人当成罪犯。 

男主持人：全世界有四十多个国家都

承认法轮功，就江泽民政府镇压法轮功，

可以说明的是，这次去天安门的白人学员

就有十二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  

关贵敏：的确是很壮观伟大之举。江

泽民政府历来认为自己一贯正确，用一个

错误掩盖另一个错误，一错再错。你说江

泽民可能让白人学员服从它的淫威？可能

吗？不可能的事！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

来代表中国，把邪恶强加在中国政府的头

上。最后怎么样？自己走向灭亡！从回顾

历史来看，历史上所有正法，是镇压不下

去的，比方说耶稣当年的传法遭到罗马帝

国的残酷镇压，释迦牟尼佛当年传的佛法

也遭到迫害，可是毕竟都流传下来了，所

有的镇压只能使佛法、正法弘扬光大。  

男主持人：越镇压知道的人越多，目

前北京，上海等等十几个城市几十万的失

业工人上街游行，多少农民挨饿，多少人

民吃不上饭，江泽民政府不管不问，中国

咱老百姓自己的焦点访谈 

 
22

都痛，当时睡觉也睡不着，翻来覆去。  
主持：他们烫完你之后也没有给任何的处

理？  
覃：他们给了我，有个老的管教他给我拿

点消炎药给我，一个药膏。   
主持：他是偷偷给你的还是……？  
覃：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拉我到那个房间

里去一下，给我一瓶药，就走了。后来呢

我不能躺下来，只能坐着，根本不能躺着，

也睡不着。当时农场那么宽那么大，是很

难跑的，他觉得我又睡不着，就让我去看

那些果园。当时我肯定睡不着了，二十四

个小时肯定睡不好觉了。当时他们觉得这

么大的农场，受那么重的伤，跑不掉的，

后来他们就叫我到一个果园的一个小小的

果棚里去了。当时因为受这么重的伤，根

本没有想跑的念头，后来就是觉得，这个

环境真的是人间地狱般，离开这个地方越

快越好。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就想了想

是不是有信心逃得出来，自己就给自己打

了个问号，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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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没有，也没事，怎么就江泽民政府事

多呢？为什么？我觉得中国政府为什么不

换一种方式思维，想想？为什么有上亿人

修炼法轮功？如果法轮功不好，我们早就

不炼了，用得着你来教我们怎么做吗？法

轮功就一本书，修心性，修炼！不管是东

方学员还是西方学员，我们遵循的就是这

一部法，发自内心的做好人，做好人中的

好人，修炼中的人都能看到这部法的伟大

力量和威德，所以即使你不懂法轮功，你

也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考虑，为什么

这么多的人自发的要为法轮功说话，就为

说一句“法轮大法好”！为什么？！一定有

道理么！我们没有要每个人都看懂《转法

轮》，有很多人他也看不懂，也许有的人注

定这一辈子也看不明白《转法轮》，但是，

我希望人们能从多个角度来思考思考…法

轮功今天所做的一切都为唤醒人们的良

知，把人们的善良本性启发出来，请您来

了解法轮功，我们法轮功的一切活动都是

公开的！  

女主持人：关贵 敏老师，感谢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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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是没有益处的。   
主持：就说一开始他们只是对你讲，叫你

要写保证书，先给你讲。  
覃：嗯，开头是很好的。   
主持：开导你。  
覃：但是我就是不回答他们，保持沉默，

他说我是脑筋很死板。   
主持：说你死板。  
覃：脑筋不转的，转不过弯来。   
主持：嗯。  
覃：他们很气很气，当时他们烧茶的时候

就拿些铁枝条放在茶炉上烤。开头他们说：

“我并不是恐吓你，如果你老是这样顽固

不化，我就烫你了。”还说“让你留下永久

记忆”。当时，我说我并不在乎他们这样。

他提示我好几次，都说：“你写不写？这

种你炼下去对你没益处，你走出社会上处

处你都会碰壁的。”我说：“无所谓的，其

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是不是？不能

用这种手段。我心甘情愿地你不说我都会

写，但是我心里保持 的东西，我会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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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内不得再进入中国。至于说到对我们

进行了何种法律指控？他们什么也没说，

也一直没向我们出示任何文件。  
记者：你们被关押在哪里？警察是如

何对待你们的？  
约翰：我们在一个天安门广场  附近的

警察局中被关押了 4～5 个小时。然后，他

们把我们 送进一个靠近机场的旅馆。我们

被分成两组，被分别关在两个会议室中。

他们当着其他人的面，对我们进行逐个审

问。审问我的时间可能比其他人长，大概

问了一个小时。审问我的那些人没有对我

粗暴无理，但是其他修炼者受到的待遇就

不同了。  
他们一直不允许我们打电话 ，也不允

许我们与美国使馆联系。  
记者：约翰，是什么原因使得你决定

去中国，并特意去了天安门广场呢？  
约翰：我想让中国人民和政府知道，

法轮功具有广泛的国际支持，并让世界人

民知道法轮功好。同时，我也想以我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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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可以。当时呢，在把我抓进农场的时

候，那些管教是很野蛮的，特别是对我们

法轮功，是要“特别关照”。   
主持：就是打引号的“特别关照”？  
覃：嗯。一般的犯人都是另外看待的。   
主持：噢！  
覃：采用的手段就是相当的残酷，很残忍。

在短短的一个月当中，受到的折磨，真是

难以想象的。那种手段，采用那种低下的

手段，来对待我们。有时候我会炼功，被

他们看见的时候，不是拳打就是脚踢。特

别有一次，我炼功的时候，被他们看到，

双手都是铐起来，吊到铁窗口，很高很高

的，都是两个脚跟都离地，只有用脚尖点

着地，双手铐着吊在铁窗上，整整吊你好

几个小时，整整一个上午，很难受的。当

然对我们来说无所谓的，但对于其它人来

讲，是很难想象的。   
主持：嗯，对常人来讲是难以想象的。  
覃：对我们来讲是无所谓的，他这种肉体

上的摧残，还有这种 肉体上对我们的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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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紧张，但与此同时我更多地感到的是

肯定和充满信心，我百分之百确信我在做

一件绝对正确的事、一件正义的事。  
在天安门广场我们刚一坐下时，我就

开始集中精力发正念。在我们知道警察冲

过来前，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但是我一直

在集中精力发正念，甚至包括他们将我拖

进警车时。  
接下来，正如我们修炼者一贯的做法，

我做了很多反省(向内找)，看是否我们在整

个过程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达到了修炼人

的标准。尽管我们毫无疑问地在做着绝对

正确的事情，我们仍发现了我们具有着不

同的执著和弱点。  
明慧记者：在这次中国之行后，尤其

是在天安门广场有了这个经历，你对正法

有什么新的理解吗？你是否体验到了在中

国的修炼者所经历的（迫害）？  
约翰：是，我有了很多新的理解，而

且非常多。我需要几天的时间反思并整理

一下我的思绪。稍后我会写文章给明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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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热线采访，希望今后我们有机会再

见！  

关贵敏：再见！  

² 明慧网采访刚从北京返回明州的约翰 .
纳尼亚  

2001 年 11 月 21 日下午，明慧网记者

采访了刚下飞机的大法弟子约翰.纳尼亚，

一位刚从北京返回明尼苏达的美国人。  
明慧记者：欢迎归来，约翰！真是伟

大的壮举。  
约翰：谢谢。其他许多人都做出了伟

大的壮举。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获释的？警察对

你进行了何种指控？  
约翰：我是在登上飞机之前，在机舱

门口被释放的。从在天安门广场被捕直到

北京时间 21 日上午 9:30 获释，我一共被

拘留了 19 个小时。其间一直有警察在监视

我们，甚至在我们去卫生间时，我们都必

须开着门。我登机之前，他们告诉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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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来他看我老是不回答他们，他真的

拿来烫我，当时烫第一处的时候，很痛的，

我大声叫。烫了两下的时候呢，那时候连

小便都失禁了。   
主持：啊！  
覃：嗯，他们一边说“还炼不炼？”我那

时候眼冒金星，头脑一片空白，那时候很

难受，但是后来一连烫了十多处。   
主持：我觉得太残忍了，我也不知道这些

人为什么能下得了手呢？这些人他们也是

父母生出来的，也是从小到大这样成长起

来的，我觉得怎么能下得了手，我真的想

像不出来。  
覃：不过有时候，有些人真的很难说，那

些人真的是…   
主持：我想都不能称为人了，应该算是魔

鬼了，是不是？怎么能下得了这种手的？  
覃：对。   
主持：那您在受了刑之后，他们怎么样？

就说您怎么会有这个机会逃出来的？  
覃：当时，烫得很伤， 我都睡不好觉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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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警察正事不干，劳民伤财的就专抓

法轮功学员，殴打法轮功学员，警察们都

不知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干什么的了。这么

下去这江泽民政府不是自己在毁灭自己

么？  

女主持人：我在网上读到加拿大的法

轮功学员泽农在他阐述这次去天安门的目

的时说，我不反对中国政府，也不反对中

国人民。实际上，自从修炼法轮功以来，

我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有了更深的理

解。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必须到中国去。

法轮大法来自于中国那块土地和中华民族

博大精深而又美好的文化。法轮大法充分

体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最最纯净而璀璨

的文化。我去天安门的目的就是想告诉中

国人民“法轮大法好”。告诉世界人民法轮

功的真相。  

关贵敏：我们都是一个心情，我们都

热爱自己的国家，我们都只是反对江泽民

政府镇压法轮功，台湾有十多万人修炼法

轮功，台湾政府有镇压吗？没有，人家什

么事也没有，好多国 家 有 镇 压 法 轮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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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就是说，你当时对你能不能逃出去

还不一定有信心。  
覃：对。还没有那么大的把握。跑了一晚

上走的路不多，第二天白天又不敢走路，

因为很大的农场，他会开摩托车追你，就

躲在草丛里，有些干的甘蔗是老鼠咬断的，

吃了几个。   
主持：吃了几个老鼠咬断的甘蔗充饥。  
覃：一天就是吃甘蔗，就是这样子，当时

蚊子咬得很厉害，后来又走了一个晚上，

碰到一些拖拉机，对他们说，这时我的伤

很厉害了，我找他们帮助了一下。   
主持：噢，找开拖拉机的帮你。我觉得你

一路上也碰到不少好心的人，对吧？  
覃：对。   
主持：那在船上，那你是以什么能够渡过

这两个星期？就是在船上这个颠簸？当时

你上了这个船，你知道这个船往哪开吗？  
覃：没有。当时那个码头很大的，很多船，

当时我上了一艘船，上去的时候很多人，

几个很高大的人。这 样逃出来经过好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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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遇到的警察还不是邪恶势力的中心，

他们中很多人在一定程度上是知道真相

的。我们经历的与我们的中国同修所经历

的绝对无法相比。最重要的因素是，我们

是西方人，警察知道他们对我们要谨慎小

心。  
明慧记者：你有什么想要特别与中国

以外的西方学员分享的吗？  
约翰：是的。做为西人修炼者，我们

的责任包括尽一切可能使邪恶曝光，帮助

中国民众清除他们思想中受到的毒害。我

们西人修炼者可以做很多中国修炼者无法

做到的事，我们应该寻找机会去把这些事

做好。  
记者：非常感谢你，约翰。我很高兴

你能平安归来，并期待能看到你分享北京

经历的文章。  
约翰：当然。不客气。  

² 休士顿法轮大法电台采访覃永洁先生  

主持：覃永洁先生，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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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你好   
主持：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吗？  
覃：我今天来到休斯顿，来到这个电台，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大法电台，希望大家能

够在空中相会，很难得的。   
主持：覃永洁先生，休斯顿的报纸以及电

视台呀，各大新闻媒体呀对你的情况都有

介绍，我想听众朋友也不会对你太陌生，

您可以向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在大陆

是因为什么被捕的？   
覃：我在大陆呢，因为我是个法轮功学员，

因为呢，我在中国的时候看到大陆国内的

政府对我们法轮大法的弟子迫害得非常厉

害，所以我们就在散发一些传单，呼吁政

府给我们一个宽松的炼功环境，停止对我

们大法弟子的迫害，所以呢，我在散发传

单的过程中，被公安逮捕了，逮捕到农场

里去。   
主持：那您身上的这些伤都是怎么一回

事？能向我们听众 朋友介绍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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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给予在中国的修炼者们以支持和鼓励。

天安门象征着中国的中心，而且那里也是

其他修炼者前去请愿的地方，因此我要去

天安门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记者：你们这 30 多位修炼者来自 12

个不同的国家，来自社会各个领域，有公

司总裁，工程师，大学生和家庭主妇，而

且你们又不认识任何一个中国的修炼者。

为什么你们对发生在中国的迫害感觉如此

强烈，并甘愿冒险去中国请愿呢？  
约翰：因为我们理解和受益于法轮大

法的巨大福益。我们知道“真，善，忍”

对整个人类至关重要。同时，也因为无论

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的修炼者，我们是一个

整体。无论我们身在何处，作为修炼者必

须尽一切可能讲清真相，而这正是我们西

方修炼者可以做到的事。  
记者：能否谈谈在你们去天安门之前、

身处天安门广场时、以及被拘留后有何感

受和想法？  
约翰：在去天安门之前，我感到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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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对我们算什么？所以回过头来想想，

因为我们是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的，不算

一回事情，但是对于他们这种手段，这种

下流的手段啊，实际上是非常下流的，对

于一个文明的社会来讲，非常下流的。   
主持：那您能描述一下，当然，我想对您

来说是比较痛苦的回忆，那么，也是比较

残忍的，但是我想在美国的很多华人啊，

他们听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迫害，有的

华人好像都不相信，说中国共产党怎么会

干这种事呢？怎么会打人呢，怎么会把女

学员的衣服扒光放到男牢里面呢？好像很

多华人都表示质疑的态度，我当时在网上

跟报纸上看到，拍出来的照片您腿上有十

三处被烙伤，烫伤的痕迹，您能跟听众朋

友介绍一下这个经过吗，就是当时为什么

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你腿上烫了十三处，

可以介绍一下吗？  
覃：当时呢，叫我写一些悔过书。   
主持：悔过书，嗯。  
覃：写悔过书，写以后不要再炼了，炼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