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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

無名苦難

SOS!

(自今年六月以來，中國
法輪功學員被迫害死亡人數
急劇上升。江澤民為首的犯
罪集團通過凌駕法律之上的
全 國 性 組 織 “6 1 0 ” 辦公
室，不斷下達 “名譽 上搞

在中國大使館前
連續靜坐 14 天

潔瑞.史密斯﹐就職於
北方電訊的工程師﹐渥太
華西人潔瑞(GERRY SMITH)
被江澤民流氓集團在萬家勞
教所肆意虐殺十五名女法輪
功學員的暴行震驚了。早已
安排好要休假的潔瑞，立即
決定放棄休假。7月6日(星
期五)在中國大使館前架起
了帳篷。他在中國大使館前
每天二十四小時，靜坐 14
天至 7 月 20 日(330 小時)。

第十期

緊急援救在中國被迫害的法輪功修煉者

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
滅”、“打死算自殺、不查
身源、直接火化”的密令使
迫害越演越烈。在鎮壓行動
不斷升級下，馬三家勞教所
將十八名大法女弟子扒光衣

SOS！長途步行日記
【編者按】作為2001年全
球 SOS 緊急營救大陸法輪功
學員、制止虐殺的一部分，
3名波士頓大法學員和1名康
州大法學員頂著烈日於 6 月
26日國際反酷刑日從波士頓
著名的考泊雷廣場(Copley
S q u a r e ) 啟程前往華盛頓
DC ，開始了26 天 450 英里的
SOS 步行。途中匯集來自紐

2001 年 8 月

約和新澤西的十幾名學員共
同抵達華盛頓DC。本文為途
中日記一則。
7 月 9 日下午 2 點鐘左
右，我們離開新澤西，走過
CALHOWNEBRIDGE ，進入
賓州。
9 日， 10 日的這兩天和
以往不同。原來行人總是問
我們為甚麼走和走路的目的
是甚麼。然而現在常常是行
人還未接過傳單，就告訴我
們他們已經從報紙上了解我
們了，並祝願我們好運。時
常有開車的人向我們鳴笛致
敬，一邊還豎起大拇指說了
不起。有兩件事令我們非常
感動。一位美國女士慢下車
速對精疲力竭的我們喊到：
你們一定能走到華盛頓的，
你們一定行的，不要放棄。
一名中年美國男子避開高速
行駛的汽車，穿過馬路和我
們每一位步行者一一握手，
雖然沒有更多的語言，但從
他的神情中，我們讀出了尊
重與鼓勵。此時無聲勝有
聲。我們深知肩負的責任，
還有這麼多善良的人民的支
持，沒有甚麼困難可以阻擋
我們的，其實每個學員的腳
上都起了水泡，有的人舊水
泡剛消又漲新水泡。在烈日
下，由於廁所不好找而且經
常上廁所又會耽誤很多時

服投入男牢；前門派出所惡
警公然強姦女學員；朝陽看
守所效仿馬三家邪惡；黑龍
江哈爾濱萬家勞教所虐殺 15
名女學員，卻對外聲稱是學
員“自殺”，因而引發國際
震驚與關注；七月，同樣位
於黑龍江哈爾濱的長林子勞
教所又傳來虐殺10餘名男學
員的消息。種種滔天罪行，
罄竹難書。短短一個月內，
中國就有35名法輪功學員被
迫害致死，使學員死亡人數
上升到 255 名。估計迫害會
愈發瘋狂。
為營救在中國遭迫害的
法輪功學員，全世界的法輪
功支持者與修煉者展開
“S O S ！緊急救援、制止虐
殺”的活動。用徒步、騎自
間，所以大家都不怎麼喝
水。中午飯大家也是隨便對
付一下，由於炎熱的天氣和
身體的勞累，有的學員也吃
不下甚麼，只是吃點水果。
七月十日上午十點多，
賓州一位有廣泛影響力的當
地報紙記者沿途採訪我們。
這位記者以前對大法的看法
據說不是那麼正面，所以如
何應付這次採訪大家都很認
真。還響應一位波士頓學員
的提議，我們在接受記者採
訪的時候念一定要正，讓正
面的大法報導傳遍賓州。採
訪結束後，大家都感到那位
女記者對大法的看法改變。
流露出對大法弟子的敬佩。
當天晚上，我們看到發表出
來的文章時都相當滿意。
步行是辛苦的，為了減
輕負擔，我們都儘量少帶東
西。早上天氣晴朗，不少學
員都沒帶雨衣。下午四時，
突然天下大雨，學員們先到
街旁商店裏避了一下雨，後
發現雨恐怕一時停不了，於
是決定出發。我們僅有的雨
衣都讓給了年齡大的修煉
者。
在我們的隊伍裏，不是
老的，就是小的，小的扶著
老的，老的扶著瘸的，在雨
中步行。我們的正念感動著
行人的心。我們提前到達費
城的市政樓（CITYHALL）
並在一起合影留念。

行車、靜坐等方式爭取全世
界善良人民的支持，制止江
澤民一伙對法輪功學員的大
規模虐殺。在迫害兩週年之
際﹐數千名法輪功學員會聚
於美國國會大廈前，呼籲中
國"停止殺戮，停止酷刑"。
多位國會議員和人權活動家
們公開抨擊中共(江澤民犯罪
集團)統治者。
納粹時期的倖存者尼莫
拉牧師臨終前說了一段發人
深省的話： 「當他們 （納

粹）來抓猶太人時，我保持
沉默，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當他們來抓共產黨人時，我
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
黨人。當他們來抓貿易工會
主義者時，我保持沉默，因
為我不是貿易工會主義者。
當他們來抓我時，已無人替
我說話了。」
歷史告訴我們，不應
再保持沉默。揭露邪惡、制
止虐殺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
與義務。

為了 你 我 他
加入 SOS 緊急救援
1. 把法輪功受迫害
的真相告訴你的親朋
好友 -- 善良的人們需
要知道真相
2. 訪問互聯網網址
www.fofg.org 或致電1866-FG-FRIEND 加入
非營利機構 -- 法輪功
之友
3. 訪問互聯網網址 www.
faluninfo.net﹐在請願信上簽
字
4. 給中國大使館致信表達
關注
Chinese Embassy
2300 Connecticut Ave. NW
Washington, DC 20008
202.328.2500

星期一至星期五
西部時間
每天下午4:00 ~ 4:30
(Pacific Time)
星期六、星期日
西部時間
每天上午11:30 ~ 12:00
(Pacific Time)
星期六
西部時間下午4:30 ~ 5:30
Chinese Consulate
(Pacific Time)
520 12th Ave.
6. 訪問互聯網網址 www.
New York, NY 10036
faluninfo.net﹐訂閱新聞﹐關
212.868.7752
注新發展
5. 收聽由“北美衛視”
7. 致電 1-888-842-4797 邀
轉播的《放光明》電視節 請法輪功學員到您所在機
目
構﹐團體介紹法輪功及迫害
真相

是智者三思的時候了
“乾旱的大地日趨加甚
諾查丹瑪斯，法國十六
乾旱發生之時
世紀的大預言家，其人其事
正是洪水肆虐之日＂
在西方可以說是家喻戶曉。
“燃燒廣袤的大地
他那本曠世奇崛的預言詩集雨沙風熱戰亂和襲擊 ＂
-《諸世紀》，充滿著對人類
“血、大地、惡疫、飢
未來命運的神秘預測。他的
預言不但為其後已發生的諸 餓、火、水荒
使人狂亂 ＂
多事件所證實，而且還將為
--《諸世紀》
未來發生的事件所證實！
是智者三思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