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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前，和一位朋友談

起。這位朋友毫不懷疑法輪

功的強身健體功效，不過她

又說，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有

治病的所謂“奇跡”，這不是

法輪功特有的，那法輪功有

甚麼神跡呢？  

 “神跡”，無非是是人們

認為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發生

了。我們往往把注意力集中

在諸如聾子聽聲、啞巴說話

和癱子走路這一類的事情

上，卻沒有注意其實三年來

法輪功的另一類神跡每天都

發生在我們身邊。  

 第一個神跡就是，歷經

三年的鎮壓，法輪功依然屹

立。當今的江氏集團可以說

是集古今中外邪惡殘暴流氓

之大全，利用改革開放以來

積累的財富，開動了全國所

有的宣傳機器，動員了從警

察、法院、檢察院、國安部到

街道里弄所有的國家機器，

用盡了從打死、判刑、勞教到

精神病院、洗腦班的一切手

段，卻絲毫動搖不了法輪功

人的信仰。自中共成立以來，

從中央蘇區打 AB團，陝北整

風到高崗饒漱石，從鎮反反

右、四清到文化大革命，有多

少被整的人不是痛哭流涕真

心認罪的？即使位高如劉少

奇、鄧小平，權重如林彪、四

人幫，有哪個能堅持一個月

甚至一週的？到今天，法輪

功學員，大師的弟子們已經

堅持整整三年了，這難道不

是神跡？  

 在充滿暴力血腥的土地

上，出現了由成千上萬普通

群眾身體力行的非暴力運

動。中國近代歷史是一部血

淋淋的暴力史。外敵入侵不

算的話，就有太平天國、辛亥

革命、軍閥混戰和國共內戰。

中國建政後的歷次運動也無

不伴隨著暴力，以至於現在

在世的幾代人都是在暴力熏

陶下成長起來的，以暴治暴

似乎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整

整三年，如此人數眾多達幾

千萬的煉功群體，在承受駭

人聽聞的巨大苦難下，始終

堅持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沒

有發生一起暴力反抗事件。

和上個世紀著名的非暴力運

動甘地的不合作運動和美國

的人權運動相比，甘地面對

的是有法制傳統的英國人，

馬丁路德金背靠的是保護他

們的美國憲法和聯邦政府。

而法輪功學員面對的是整個

國家機器有組織有系統的殺

戮和酷刑。這不僅是中國歷

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世界歷

史上罕見的。法輪功作為一

個群體做到了，這不是神跡

嗎？  

 面子和尊嚴。中國人講

面子，西方人講尊嚴。中國人

想不通，美國總統的女兒，在

酒吧發發酒瘋竟會被逮捕，

一點面子也不給，所謂打狗

看主人就是典型的例子。可

有人就能不僅容忍而且幫助

政府宣傳中國人，包括他們

自己在內，不配享有世界普

適的人權。而法輪功人卻恰

恰相反，他們可以忍受對自

己個人的污辱、打罵，可不能

忍受對其創始人的任何不

敬，不能忍受任何人剝奪他

們修煉信仰法輪功的權利。

他們可以從邊遠的山區步行

乞討幾千里，也可以從繁華

的紐約曼哈頓重重闖關幾萬

里到天安門廣場討個公道說

法，法輪功人可以不要個人

面子，但卻要堅決維護法輪

功和作為法輪大法弟子的尊

嚴。這就是神跡。  

 中共是只信奉暴力的政

黨，也只屈服於暴力，從來都

是一付“我是流氓我怕誰”

的嘴臉。然而三年來，中共自

江氏以下的各級高官卻對這

一群最平和的人越來越害

怕，現在已經怕到了不可理

喻的可笑程度。國家高級官

員出訪，由於不敢和法輪功

學員打照面，官拜至國家主

席、副主席到國務院副總理，

都無一例外地可以不顧起碼

的外交禮節和面子，抄小道，

鑽後門，還堂而皇之的宣佈

是怕了法輪功。法輪功學員

是被全世界警察和民眾公認

為“最模範示威者”的人群，

能使江集團不顧國家臉面，

不惜在天安門廣場大打出手

甚至於關閉廣場，不惜在出

訪時向東道主提出不能在街

上出現法輪功愛穿的黃顏

色，不惜要求東道國禁止法

輪功成員入境，不惜公開向

全世界暴露其無奈和沮喪。

使最暴力的政權在最和平的

民眾面前束手無策，這就是

神跡。  

 中國歷史上的歷次農民

起義，在很大程度上都屬於

“官逼民反”。其實“官逼民

反”有兩種含義。一種是通常

意義上的，由於官府的苛捐

雜稅、巧取豪奪、草菅人命使

百姓沒法活下去而被迫造

反。這是一種比喻。真正字面

意義上的“官逼民反”並不

多見，典型的就是江氏這次

鎮壓法輪功。江集團用盡了

一切手段，企圖逼迫法輪功

就範，實在不行逼得你暴力

反抗也行，就有充份理由使

鎮壓合法化了。可三年了，法

輪功就是不反。這種“官逼

民不反”的現象在中國歷史

上也是極罕見的。不反不等

於屈服。恰恰相反，法輪功學

員不停地講真相。大河上下，

長城內外，到處是法輪功的

標語、真相光碟和傳單。像這

種不造反，不屈服，非暴力，

不低頭，不卑不亢，坦然無畏

的群體出現在中國本身就是

神跡。   

 法輪功的神跡，每天每

時每刻都發生在中國，發生

在世界各地，只要我們跳出

常規思維的框框，就能看得

見。所有還關心中國那個國

家，那片土地，那裏生活的人

民(不是那個政權，更不是那

一小撮統治者)的人，想一想

吧，想想我們能做些甚麼。當

網上有人撰文歡呼楊建利先

生的甘地式非暴力精神時

(本人對楊建利的精神深表

敬意)，成千上萬普普通通的

中國人--法輪功學員已經身

體力行的實踐了三個年頭

了，至少有確證了的有440人

已為此被虐殺。不要忽視這

些再平常再普通不過的人

們，他們在為我們每個人爭

取做人的權利，他們在喚醒

復甦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  

 此文獻給三年來為維護

自己的信仰而獻身和承受苦

難的法輪功學員。 

時事述評 

 法輪大法信息中心 6 月 24

日報導-68 歲的美國公民、法輪

功學員但碧漢女士 6月 22 日被

香港入境事務處拒絕入境，並被

入境處十餘名男女青壯官員強

行塞進布袋，驅逐出境。此事件

再次證實香港政府掌握法輪功

學員黑名單，令外界質疑香港已

從自由社會中墮落。  

 68歲的但碧漢女士24日指

出，她於本月 20 日從紐約搭國

泰班機經香港到馬來西亞探親，

原計劃在香港逗留幾天，不料22

日飛抵香港機場後， 香港入境

事務處以保安理由將其拘留 8

小時，並於當日下午 3時左右，

以極為野蠻的方式強行將她送

上返回紐約的飛機。  

 據但碧漢女士描述，當時坐

在椅子上的她，被十幾個一湧而

上的男女，抓手箍腳，將她這個

近七旬的老人硬塞進一個帆布

袋，包裹起來，抬向飛機。  

 但女士說，在長達 8 個小時

的拘留中，她一直被禁在一間辦

公室裏，由兩名女公務人員看

守，連上廁所也被緊緊跟隨；她

要求見見香港的朋友，亦被拒

絕。當但女士拒絕登上返美的班

機時，她遭到上述野蠻行徑的對

待。  

 但女士說，在她詢問有甚麼

理由拒絕她入境時，一些辦事人

員一再表示這是“上面的指

示”，而一香港入境事務處的官

員則稱，保安理由就是理由，並

稱“我們不願意你來，你就不能

來。”但女士對此表示不解，她認

為美國與香港之間有協議，美國

護照進入香港是免簽證的，香港

政府的這種做法極大傷害了美

國公民的權益。  

 “我不明白我一個老太太

對香港安全到底有甚麼威脅？”

但女士說，“香港入境處的官員

沒有一個人能回答這個問題。”  

 但女士指出，雖然香港入境

事務處的官員在拘留她的整個

過程中，很小心地沒說出一個有

關法輪功的字眼，但拒絕她入境

的原因，很顯然與她是一名法輪

功學員有關。 

 家住紐約的但碧漢女士曾

是一位家庭護士，退休後一直修

煉法輪功，至今已有五年。本月

早些時候，冰島航空公司就因但

女士的名字被列進一份黑名單，

曾一度拒絕她登機前往冰島。當

時有近百名法輪功學員由於這

份由江澤民政府提供的黑名單，

被阻於歐美各地數個機場，而引

起世界性震驚。  

 “香港政府無疑也有一份

法輪功修煉者的黑名單。”但女

士說。她表示，作為一個守法的

美國公民，僅僅由於她信仰法輪

功，而被一個出處可疑的黑名

單，一再限制其在世界旅行的自

由。“這是非常不正常、不健康

的事。”她說。  

 但女士還指出，香港移民當

局將她的護照及機票交給國泰

航空公司扣押，直到飛抵紐約機

場才還給她。  

 香港入境事務處公關部一

男性工作人員25日說，他們不會

就任何個案進行評論。當被問及

香港是否禁止法輪功學員入境

時，該位男士表示，香港政府一

般不會因為宗教信仰禁止他國

人士入境。他緊接著又補充：

“我不是指這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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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寫 在 7 . 2 0 三 週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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