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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昌縣唯一的一個清官被抓了」
重慶榮昌縣原副縣長張方良被迫害致死

加拿大公民呼籲救援母親楊月麗女士

中 國 航 天 部 高 級 工 程 師 被 強 迫 勞 教

法輪功學員﹑原重慶市榮昌縣副縣
長張方良到銅梁縣散發真相傳單，被銅梁
縣 610 恐怖份子非法抓捕後，當地群眾議
論紛紛，一位在行政單位開小轎車的司機
說：“媽喲！榮昌縣唯一的一個清官被
抓了，那些貪官反而沒事。
”
張方良被迫害致死後，靈車停在計生
辦門外不准進入。那正是賣菜的高峰期，
一賣菜的農民問：“誰死了？”“副縣長
死了。”一圍觀群眾答道﹐“他可是一個

清官，下鄉不吃不拿農民的，挽起褲子下
田同農民一起幹活，吃會議伙食都自己繳
錢，不收紅包……” 菜農難過地說：“你
說的是張方良管農業的副縣長吧，他是好
人，是清官。
”
據不完全統計，1999 年 7.20 以來的
三年中，通過民間途徑能夠詳細核實的已
有 487 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據 2001
年 10 月底中共官方內部統計，拘捕中的法
輪功學員死亡人數高達 1600 人。

2002 年 7 月初，
一些加拿大法輪功學員自發地發起一個“營救在大陸
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親屬”的活動，到目前為止已有七十多名加拿
大、美國、巴西、愛爾蘭、荷蘭、德國等國的公民加入這個營救親人
的行動﹐並於 9 月 28 日成立了“全球營救親人行動委員會”
。該行動
委員會準備通過向全球各國首腦呼籲等方式引起各國對法輪功問題
的關注，並請他們敦促中國有關方面停止對法輪功的迫害，儘早結束
對他們親人的迫害。他們還希望全世界善良人們的支持，特別是同樣
有親人在中國因修煉法輪功而受迫害的各國公民踊躍加入到他們的
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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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因為中國
傳統的含蓄和內向，長
這麼大，我從來都沒有
對您說過：‘媽媽，我
愛您！’但今天，在黑暗
的勞教所裏，雖 62 歲的
高齡，您仍然堅持自己
的信仰，承受非人折磨，
我深深感到了您對世人
的這份愛的份量！我們
母子團聚的那一天，一
定會到來。”

我媽媽叫楊月麗，今年 62 歲。退休前
是中國航天工業部的教授級高級工程師，
曾參與過許多重大項目，如中國第一顆人
造地球衛星東方紅號、長征三號火箭等的
設計研製工作，獲得國防科工委的多次褒
獎。
媽媽不僅是一位優秀的科技工作者，
而且十分善良。比如：一名我都素不相識
的同學家中突遭不幸，我在校園裏看到了
呼籲同學捐款的消息，回家當作新聞告訴
媽媽，她含淚聽完事情經過後，將一筆當
時數目不小的錢捐給那位同學遠在一個
小漁村的父母；在北京寒冷的冬夜，媽媽
也不會忘了給開電梯的阿姨送去熱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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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糕。
媽媽從年輕時就患有高血壓，糖尿
病，為此，她不得不提早退休，離開她熱
愛的宇航事業。為了祛病健身，媽媽嘗試
過多種辦法，登山、慢跑、中醫特種治療、
練過一些別的氣功，但始終未見太大起
色。1995 年，媽媽開始修煉法輪功，這給
她的生活帶來了巨大變化。皮膚變得細膩
滋潤，白髮減少，精神也變得樂觀向上。
媽媽一直說，法輪功把她變成了健康人。
我們還曾比賽過爬香山，年近花甲的媽媽
一點不比我們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差。作為
家中唯一的孩子，我看到這樣的變
化，真是高興。沒有了後顧之憂，我
於 1998 年前往英國皇家威爾士大
學攻讀商業管理碩士(MBA) 學位，
畢業後來到多倫多一家金融咨詢公
司工作。
1999 年，中國大陸開始鎮壓法
輪功，我很為媽媽的安全擔心，一直
勸她來加拿大和我一起生活。媽媽
怕拖累剛剛立足的我，
一拖再拖，
直
到 2001 年底才同意開始辦手續，
那
時法輪功在中國正遭受著殘酷迫
害。12 月 7 日，她去公安局申請護
照的時候，警察拘留了她，並抄了我
們家，逼迫媽媽放棄修煉法輪功，
遭
到媽媽拒絕。在沒有出具任何法律文件的
情況下，他們把媽媽押往北京東城看守所
非法關押 41 天。因為媽媽年紀大，所有監
獄拒絕收留，但看守所仍強行將媽媽判了
一年半勞教，送往北京團河勞教所。長達
4 個月的時間裏，沒有人可以探視我媽媽，
甚至不能送一支牙膏、一件換洗衣服。
在虐殺過多名法輪功學員的團河勞
教所，他們把媽媽關在最殘酷的集訓營長
達三個月，之後又轉到北京新安勞教所繼
續折磨。
願您加入我們的營救行列﹐和善良
的加拿大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努力，
營救我們的親人﹐營救我們的朋友！

發生在辦公室的對話
中午吃飯的時候，公司裏
的幾個中國人經常在咖啡房用
公用微波爐熱飯時閒聊幾句。這
天同事 C 剛從家鄉長春探親回
來，講起中央電視臺“焦點訪
談”裏播出的所謂殺人案。我跟
他講那些殺人犯不可能是法輪
功學員的道理。
我說：“為甚麼(中央臺)
他們盡播甚麼自殺、殺人的事
情，卻從來不播那些通過修
煉身體好了的、道德提高了的事
例？”
同事 C ：“因為有新聞價
值。
”
我說：“這些身體好了的
同樣有新聞價值。就像是一個大
夫能夠治別人治不了的病，難道
不應該讓更多人知道這個大夫
而受益嗎？”
一位平時並不熟悉的同事
A 突然開口說(他們不知道我煉
法輪功)：“因為煉法輪功受益
的人太多了，所以沒有新聞價
值，好容易找到一個另例，所以
趕快報導。”
同事們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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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 M ：“現在他們就是
管的緊。我父母來探親還要單位
證明他們不是煉法輪功的才行。
這叫甚麼事？”
同事 C ：“我家裏還收到
了法輪功的真相光盤。我去中國
使館簽證時看見兩個老太太臉
曬的黑黑的在那裏發資料，可第
二天去就沒看見，大概那天天氣
預報是紅球信號(很熱，空氣有
害)，所以他們就沒來。
”
同事 A ：“不。
紅球信號那
天在美國是不允許遊行、示威
的。法輪功在美國一向守法。法
輪功很了不起。真想看看他的
書。
”
同事 C ：“這跟前就有一
個學員。
”
我馬上告訴他法輪功有網
站，同事 A 說他知道有明慧網
(www.minghui.org)。我告訴他
明慧網就有大法書籍的鏈接。他
表示一定去看。
臨走時 A 說：“他們的老
師很有本事，能讓這麼多人跟隨
他。
”
◎文/美國法輪功學員

月 圓 人 不 歸

父親修煉法輪功後﹐事事
用“真善忍”規正自己的思想和
言行﹐總是為他人著想﹐在單位
裏他是個好同事﹑好工程師﹐在
家裏他是一個好父親。記得有一
次單位裏有一個合作項目﹐需要
派人去美國洽談﹐父親是主管該
項目的工程師﹐本來應該由他
去﹐但是有其他人想爭得這份好
差事﹐父親不但沒有去爭去鬥﹐
而且還將自己多年研究的結果無
償的全部交給那位爭著要去的同
事﹐並且還輔導這位同事理解這
些項目。那位同事非常感動﹐當
得知父親是因為修煉法輪功才有
如此高尚的胸襟﹐這位同事也開
始修煉法輪功。
一次我的一位同學到我們
家來玩﹐卻趁我不注意的時候偷
走了我們家放在抽屜裏的錢﹐那
是我們的生活費﹐我們並不寬
裕﹐事後我很生氣﹐但是父親對
我說﹐“這個孩子太可憐了﹐這
麼小的年齡就做這種讓她良心不
安的事﹐她現在一定很害怕﹐躲
在哪裏擔驚受怕﹐我們不能傷害
她。
” 父親總是這樣﹐在自己吃
虧的時候﹐卻在想著別人。
幾年前父親的單位裏分房
時﹐單位領導說這是最後一次分
房子﹐機會難得。但是父親覺得
儘管我們當時住的房子很舊﹐我
們只有父女倆﹐不需要更多的房
子了﹐就婉言拒絕了單位分的很
大的一套房子﹐領導和同事都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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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可思議﹐領導們勸了又勸﹐
父親最終還是謝絕了。修煉了法
輪功﹐父親把個人的得失﹑對名
利的慾望看得淡之又淡。然而他
對別人卻總是以德報怨﹐盡力幫
助別人。
父親的信在向我展示著他
無怨無悔的博大胸襟﹐一個“君
子坦蕩蕩” 讓我潸然淚下。回憶
我和爸爸共同生活的日子﹐是法
輪功的修煉讓我們遠離氣憤﹑怨
恨﹑自私﹑妒忌和爭鬥﹐讓我們
的家庭充滿了快樂和幸福。父親
是個有目共睹的好人中的好人﹐
可是如今卻身陷囹圄﹐被判 16
年徒刑﹐怎能令有良知的人接
受﹖
三年來﹐我一次又一次地
和自己的心靈對話﹐但我終於明
白了﹕緘默就是對邪惡的縱容。
我覺得我應該站出來﹐告訴人們
中國還有多少像我父親一樣的法
輪功學員被無辜被打﹑被抓﹑被
判刑﹐告訴人們法輪功學員在這
樣的高壓下仍然堅定不移地實踐
着“真﹑善﹑忍”﹐告訴人們在
中國有多少人像我一樣﹐在月圓
之時他們的親人在無辜地受到折
磨和冤獄。
正義的力量是一點點彙聚
而成﹐朋友﹐請伸出您的援手﹐
共同制止這場對法輪功學員的邪
惡迫害﹐幫助在中國千千萬萬像
我父親一樣的修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