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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旅英博士后的肺腑之言
□文/英国大法弟子 刘伟
明慧网 我 97 年来英国攻读博士学
位 目前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从事博士后
研究工作 我的中国护照于今年 4 月 10
日到期 4 月初 我把护照寄到曼城中领
馆申请延期 因中领馆的官员知道我修
炼法轮功多年 我特意附了一封短信强
调我不会因为申请护照延期而写任何
与我信仰的法轮大法相违的模棱两可
的文字 4 月中旬 我到中领馆取护照
领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 因为我被
认定是一名活跃的法轮功学员 护照暂
时不予延期 除非我说明不是 主要成
员 才有延期的可能 我拒绝作任何解
我认为我做得是最正的
释 只说
事 我要求得到护照被拒的文字说明
但被告知中领馆不会出示任何文字材
料
我持有有效的工作签证 但由于护
照过期 使我无法参加任何国外的学术
交流活动 影响了我正常的科研工作
我对于中领馆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海外
的法轮功学员继续迫害表示抗议 特别
是对在实行迫害的同时又不敢公开承
认的懦弱行为表示鄙视 这和国内对法
轮功学员残酷迫害而对国际社会又不
敢承认的做法如出一辙 这其实也反映
出江泽民集团对镇压法轮功错误决定
的胆怯心虚
我于 95 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在此
之前 因身体原因 曾研习多种气功
但未见成效 也曾阅读大量佛家 道家
和西方宗教的书籍 试图解决人生困
惑 但除增加了一些知识外 仍不知所
终 在国内 我曾获得过市优秀团员
公司新长征突击手 省部级科研成果二
等奖 党员 但对于生活在谎言与说谎
的国内环境始终无法认同 如果我如他
人般麻木地生活在良知渐失的氛围 安
逸于宦海升迁 蝇头小利的苟且 我也
可以像众多官员一样悠哉悠哉 我因工
作出色曾两次公派出国至欧洲 我也曾

信仰之歌

作为后备梯队人才到党校接受
培训数月 我曾有过数次升迁
的机会 但我都放弃了 我曾见过多次
在台上高谈阔论大道理的官员 在私下
里嘲讽自己说的是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我怀疑这种虚假与丧失良知的生活方
式是否就是我的唯一选择 在痛苦中
我一直在寻找 我相信人应该有更高
尚 更坦荡的的生活方式 95 年的一天
我借到了 转法轮 这本书 一口气读
完 我知道我找到了我多年以来梦寐以
求的人生的指南 开始修炼了 身体的
变化脱胎换骨 至今 6 年多 早不知病
痛为何物 思想道德的升华突飞猛进
每日按照 真善忍 的原则去实践自己
的信仰 我成为了世界上最快乐了的
人
在国内修炼两年后 97 年赴英留
学 因修炼大法而拥有的健康的身体
充沛的精力使我面对繁重的博士课程
应付自如 三年的时间顺利完成了从硕
士到博士的全部课题 毕业答辩获得世
界知名教授 曼城理工大学校长约翰
格赛特先生的高度评价 是法轮大法的
修炼 使我的思想变得纯净 美好和智
慧 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 没有修炼法
轮大法 我绝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
完成如此艰难的课题 因为我修炼前那
羸弱的身体 忧郁的个性根本就不能胜
任博士学位的繁重学业 我的经历以无
可辩驳的事实证实法轮大法对修炼者
身心的巨大益处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在繁重的学
业之外 我于 98-99 年担任曼城中国学
生学者联谊会主席 配合中领馆 为旅
英曼城的大陆学子做了许多有益的工
作 我个人为此付出了很多宝贵的时
间 那一届的学联工作曾受到领馆教育
组的好评 在曼城学联举办的 99 年春节
联欢晚会上 法轮功的功法表演是当时
的演出节目之一 当时的曼城总领事及
参赞都出席了晚会
当江泽民出于个人政治目的实行
镇压法轮功的政策后 我出于做人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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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和对事实负责的态度 多次向中领馆
递交信件反映呼声 希望中央公正对待
法轮功 有勇气纠正自己的错误 可是
迄今为止 镇压持续了近三年 特别是
看到为达到让不了解真相的民众认可
镇压的合理所采用了各种各样卑鄙的
欺骗手段 我感到非常震惊 尽管我对
历史上那些官场整人的伎俩早有所闻
但目睹泱泱 13 亿人口的大国的宣传机
器被用来肆无忌惮的造谣 诽谤和诬陷
而毫不顾及几千万知道真相的法轮功
学员雪亮的眼睛 使我对政府的信任完
全失去 我为主动和被动参与这场迫害
的所有的人悲哀 他们出卖了自己的良
知 玷污了基本的人格 我为我们的民
族悲哀 仅仅由于几个别有用心的人的
恣意妄为 使我们的民族将要承受由于
迫害善良而招致的天理的惩戒 那遮天
蔽日的连续的沙尘暴也只是天谴的先
兆
法轮大法在世界各地获得的 700 多
项的褒奖已是不争的事实 很多英国的
学员恰恰是由于江泽民集团的镇压而
得知法轮功 再通过了解法轮功而走进
修炼的大门 台湾 10 多万法轮功修炼者
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同是中国人修炼
法轮功 为什么两种境遇 其实 92-99
七年间 中国政府并不反对法轮功 法
轮功修炼者在哪儿都一样 对政治从不
感兴趣 而江泽民集团镇压法轮功以来
强加给法轮功修炼者的一切不实之辞
欲加之罪
都是为其镇压而编造的
何患无词
纵观历史 这种手段已是
屡见不鲜 经历过无数政治运动的中国
人谁不知这种人人谙熟的把戏 只是过
去惨痛的经历使很多人为保全自己而
保持沉默罢了 我真心希望有更多良心
未泯 善心犹存的中国人共同以力所能
及的方式阻止这场针对我们民族的悲
剧 因为它是邪恶对善良的欺辱 坏人
对好人的逞凶 这不仅冒犯了天理 也
我相信全球同唱
违背人间的正义
法轮大法好 的时候已为期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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