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

大陸傳真

一句真話的代價

擾，在世界上是罕見的。”有關技
術人員稱。鑫諾衛星於 1998 年
由長征三號乙運載火箭發射升
【編者按】中國憲法規定，公民享有言論自由。然而，在當今中國的獨裁
空，服務國家廣電總局“村村
專制之下，講一句真話竟成了中國人民最大的渴望。成千上萬的法輪功
通”廣播電視工程、中國海上石
學員只是為了說一句真話，就被江氏政治流氓集團非法拘留、酷刑拷
油、國家氣象局、中國聯通和中 打、巨額罰款甚至殘殺。一個不能講真話的中國，希望何在？ ……
國吉通等數十家用戶。
一位海外華僑在電子郵件
看著眼前的兩張照片，再
中說，“其實在中國，根本就沒 看看她那年近 80 歲的父母和
有法律。中國的法律只不過是掌 年幼的孩子，我的眼淚流了下
權者手中打人的棍子－－想打 來。我的同修吳玲霞前後幾個
擊誰，就煞有介事地搬出‘法 月竟變成了這個樣子，我不禁
律’；如果掌權者的行為不合 要問：“這是為甚麼？為甚
法，那麼就製造使之行為合法化 麼做好人要付出如此慘重的
的法律，另一招就是通過造謠宣 代價？”
傳，為其非法行為找‘合法’的
因為讀一本教人向善
借口。”
書﹐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的 學員清白。”因此遭到綁架勒索，
紐約居民王女士在大陸有 言行﹐吳玲霞遭到來自各個方面 丈夫因無法承受警察經常騷擾、
很多朋友，她聽到中國十幾個省 的壓力﹐她兩次進京﹐為向政府 整日擔驚受怕，與妻子離異。吳鈴
的電視臺都收到法輪功真相節 和人民講一句真話，“鎮壓法輪 霞自己領著年幼的孩子從長春回
目的消息之後很高興，她說： 功是錯誤的﹐還李老師和法輪功 到了老家雙鴨山市。
“我想，聽到發生在大陸的電視
回來後，由於不放棄修煉，
插播的消息，除了佩服這些有勇
她多次被抓到派出所，非法審訊，
有謀的正義之士，最讓人欣慰的
罰款等。
還是十幾億深受謊言毒害之苦
2001 年 5 月吳玲霞到功友
的普通百姓有了了解事實真相
家串門，被惡人舉報被抓，送到雙
的渠道和機會。那麼，反過來講，
鴨山看守所非法關押一個月後，
讓人們知道真相的人就更令人
於 7 月 2 日又被送進佳木斯市西
欽佩、更受人尊敬，因為做這件
格木勞教所，由於被無理關押，使
事的人心裏裝的是老百姓。
”
她的精神、身體受到了極大的創
傷。最後，導致肝硬化腹水，被送
回家。再見到吳玲霞時，她就成了
這個樣子。她受到了怎樣的殘害，
是可想而知的。
注：經消息來源證實，吳玲霞已
于 2002 年 7 月 27 日死亡。
楊樹約二、三米高﹐莖幹粗壯﹐ 聯想起現在的三
◇文/曉真
樹葉被搖的“嘩啦啦響”他們卻 年內耗和眾多為
像一個個守衛在風中的戰士。巍 真理不屈不撓和平抗爭的普通
然不動﹐筆直地矗立在風中。比 百姓。三年了﹐勞民傷財的“內
起他們﹐柳樹顯得弱不禁風。她 耗”始終未曾停止﹐已有一千多
們搖搖擺擺一個個像病和吐血 名無辜生命慘死於酷刑下。而這
些億萬名善良百姓不屈不撓﹐ 事情發生在今年六月中國大陸。
的林黛玉。
“不﹐不是。”我堅定的回 他們不曾畏懼、恐慌。用大善大
忍的胸懷包容一切﹐用自己的 一、兩老太一大早手持大棒站馬路
答。
6 月初某日，
一個老頭兒早上 5 點左右就下樓趕
“是啊！”老人接過我的 言行去喚醒世人的正義良知。三
早市買菜，
一出樓院門，
見兩個老太太每人持一根大
話頭。
“他們高大﹐強壯﹐威武 年了﹐全世界許多人民都覺醒
不屈。勇於面對嚴寒酷暑﹐像聰 了。他們了解到了事實真相﹐並 棒子站在馬路旁邊。他很奇怪，忙問：“一早起來拿
勇敢地站到正義一邊。在當初我 大棒子干啥呀？”答：“看法輪功。”老頭說：“法
慧的智者俯視一切。”
“說得太好了！”我嘖嘖 也和許多人一樣無所適從﹐也 輪功都是好人，還拿大棒子看咋的呀？”老太太說：
曾淪為隨風倒的柳樹。但現在我 “上邊有令，看他們這兒貼那兒貼，打死白打死，上
稱讚。
“你有這種戰勝風暴的願 不會再那樣了。是他們這些大善 邊讓看著。”老頭再一細問，原來這兩老太是街道安
望和信心嗎？”“有。
”我想都沒 大忍、大勇的人喚醒了我及許多 排的，他們半夜 3 點鐘就開始接班站在這裏。
老頭心裏稱奇，回來後叮囑老伴，趕快告訴樓
想堅定地回答。但是﹐如果所有 人的良知。如果當初他們沒有戰
的人都有那就更好了。我心裏 勝風暴的信心和願望﹐又怎能 內某法輪功學員，注意著點。

自由記者鄭岩雄 7 月 8 日
從大陸報導 - 覆蓋全國的鑫諾
衛星自 6 月 23 日至 6 月 30 日，
陸續收到法輪功電視信號，衛星
轉發器傳輸的“村村通”廣播電
視工程中的中央電視臺 9 套節
目和 10 個省級電視臺節目均播
出了法輪功真相錄像，對江澤民
的信息封鎖及國家恐怖主義宣
傳進行了揭露與曝光。
針對前些時候長春有線電
視被插播法輪功真相錄像一事，
海外知名學者曾評論道：“在
強權暴力下，一切旨在維護基本
人權的和平抗爭都是合法的。”
據香港“中國人權民運信
息中心”消息，6 月 23 日晚 7 點
10 分左右，在山東省萊陽縣為
中心的部份縣區內，中央電視臺
第三套節目，電視機畫面突然出
現“法輪大法好”橫幅，持續了
15 分鐘。在山東煙臺部份地區
中央電視臺第一套，第五套節目
又出現約 5 秒鐘的“法輪大法
好”的橫幅。另據未經證實的消
息，
湖南衛視的節目在 6 月 25 日
早晨 8 點左右也有兩分鐘時間
被法輪功節目覆蓋，但覆蓋地點
不詳。
“如此長時間、大面積干

孩子的作文：

我

的

願

望

我有願望嗎？也許有。又
該從何說起呢？
今年春天﹐沙塵暴刮得很
厲害﹐先是下了好幾天黃土﹐
接著就沒日沒夜地刮風揚沙。長
沙以北整日塵土飛揚﹐蕭瑟的
風聲﹐不禁使我時常想起陰冷
的秋季。
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我正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不時地受
到西北風襲擊﹐實在抬不起頭
扭轉這一切呢？現在正需要我
來﹐於是我走到一個棚子旁﹐ 想。
們所有旁人有這樣的信心與願
由楊樹和風暴﹐不禁使我
停下腳步﹐避避風。抬頭看看道
望。我願意像他們一樣不屈從於
路兩旁被吹得歪歪斜斜的柳
邪惡﹐用自己純真的心化解很
樹﹐它們發出嘩啦啦的聲響﹐
多人的仇恨﹐挽救麻木的人
像是在向風暴發佈求情信號﹐
群﹐讓人們明白真相﹐讓風暴
乞求停止﹐我不禁感嘆“樹也
早日停止。這是我唯一的遠大願
像人一樣軟弱。”“並不是所有
望﹐大概並不是渺茫不可及的。
的樹都那樣脆弱。”一位老大爺
願國家早日和平安定！
否定地說．
風小了﹐白楊依舊傲然挺
我驚異地回頭﹐仔細地看
立。
他﹐那位老大爺頭髮銀白﹐滿
老大爺和祥地笑著﹐我抬
面紅光。他笑著指向附近那一排
起頭正面迎著西風上了路。
楊樹說：“你看﹐它們難道是
◇文/李益
軟弱的嗎？”我定睛看去﹐這些

當代拍案驚奇

文 張豐

[父親的話] 此文是我的孩子寫的
一篇作文﹐老師看後愕然。校長找
到我﹐說這樣寫不太合適。我向校
長講真相後﹐索要此文回家後細
讀﹐甚感欣慰。若你看見此文也能
生起正念﹐這正是我們父子及千
千萬萬善良的大法弟子的共同願
望。多了解法輪功的真相﹐您就是
對自己和他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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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套節目均被插播法輪功真相錄像
大陸十幾個省級電視臺及中央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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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50 多歲婦女被逼上計劃生育班
某街道兩位女主任，為騙某法輪功學員參加洗
腦班，到這個學員家通知說：“請你去參加計劃生
育學習班。”這個學員識破她們的詭計，明確說：
“不去！”二主任騙說：“好事！”大法弟子說：
“好事你去！”糾纏期間，呆在一旁的丈夫再也憋不
住了，戲問：“這麼大歲數了，還計劃生育呀？”
三、花錢買假法輪功
某電視臺一位司機的兒子，讓他爸看誹謗大法
的電視節目，他爸說：“別看了，都是假的，我天天
開著車拉著記者採訪假法輪功，都是花錢買的。
”兒
子說：“給多少錢哪？”他爸說：“一次給 500 元
或 1000 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