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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海外被訴“群體滅絕罪”
2002 年 10 月 22 日，江澤民在訪
問美國芝加哥期間被受迫害的法輪
功學員及親屬以犯有“群體滅絕罪”
(Genocide）起訴。當日，控方律師親
自到江在芝加哥下榻的酒店 Ritz
Carlton 將訴訟通過中國保安轉交
給江澤民。
2003 年 1 月 13 日中午，就受迫
害的法輪功學員及親屬以群體滅絕
罪控告江澤民一案，法庭與控方律師
在美國伊利諾伊州北區聯邦法院順
利進行了第一次庭上會談，研討下一
步日程。控方律師提出需要 60 天時
間準備材料並得到法官批准，法官與
控方律師的下一次會議日期定為 3
月 13 日。
據控方律師泰瑞-馬什（TERRI

MARSH）介紹，本案件旨在制止江氏集
團對法輪功的鎮壓，通過美國的司法
系統提醒世界，一樁滅絕群體的罪行
正在中國發生，同時鼓勵更多的人幫
助制止這場迫害。這個案件是一個團
體訴訟案（CLASS ACTION），被告是中
國現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及由江澤民
創建，專門用來迫害法輪功學員的
610 辦公室，原告是所有住在中國、
曾經住在中國、或曾經去過中國、因
信仰真善忍受到江澤民及 610 辦公
室非人折磨的人，以及因修煉法輪功
被列入黑名單的人。
自從 2001 年 7 月法輪功學員在
紐約曼哈頓地區聯邦法院成功起訴
了湖北公安廳副廳長趙志飛以來，已
經有至少 9 名迫害法輪功的兇手(中
國政府官員)被送上海外法庭。他們

是：湖北公安廳長趙志飛；中共四
川省委書記周永康；北京市市長、北
京奧運會組委會主席劉淇；遼寧省
副省長夏得仁； 610 辦公室頭目丁
關根、江澤民、羅幹、曾慶紅、李嵐
清。其中 8 名在美國被起訴，1 名在
歐洲被起訴。他們因私出國可能隨時
被各國法庭逮捕。
由於國際團體、人權律師以及善
善良人士的積極協助配合與支持，所
有在中國對法輪功學員及家屬造成
直接或間接傷害的迫害者及兇手、在
迫害中負有法律責任的各級負責人
等，在他們出國訪問、旅遊以及探親
時均將面臨被起訴的可能。
“法網恢
恢”網站 (www. fawanghuihui.org)
惡人榜現在記錄在案的參與迫害法
輪功學員的惡人有近 2 萬名。一旦時
機成熟，這些人都會被送上法庭。

舞姿翩翩 —
法輪功學員與華人社區共迎新春
2003 年 2 月 1 日大年初一，
許多 人春節游行。大紐約地區法輪功學員
地區的法輪功學員參加了盛大的華 參加了法拉盛華人新年游行活動﹐
學員們經過了多日的精心准備，
為觀眾獻上了多種傳統民族舞
蹈﹐得到觀眾們的一致好評。新
澤西的法輪功學員和其他二十
几個華人團體一起參加了游行。
修煉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部
份﹐大法修煉更具有更深的內
涵。學員們的花車和功法表演受
到觀眾的熱烈歡迎也很好地向
西方社會弘揚中華傳統文化。雖
然寒風凜冽，天色陰沉﹐還下著

◇肖農

小雨﹐學員們一曲“為你而來”扇子
舞卻帶來了明媚的春色﹐不僅受到
觀眾熱情讚美﹐也成了許多記者的
最愛﹐並在地方報紙以顯目位置登
出照片。圖為新澤西的法輪功學員的
扇子舞和花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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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土地，我們共同熱愛
的家鄉，離我那麼遠，那麼
遠。
我與爸爸媽媽隔著太
後來輾轉得知，爸爸媽
平洋，隔海相望的日子，太
張霜穎
媽被抄家，被拘留數月，被強
平洋只是一顆眼淚，有分別
卻沒有離愁。海鷗天天捎著 方向。然而再也沒有了去時 一首歌中唱的，我們快樂著 更加愛笑了，他們的心向所 化進洗腦班，而後一直被監
風信子的花香，倚在老房子 的路，也找不到掛念的人。淚 彼此的快樂。即使八年前我 有的人敞開，竭盡所能的幫 視居住，24 個小時不得自由。
的窗前，訴說著我的心情故 雨紛飛，紛飛的思念，落進了 來到了紐約，我們一家仍然 助著認識與不認識的人，爸 一 生 善 良 正 直 的 父 母 想 不
事。偶爾，爸爸會抬頭望望白 深深的太平洋。
爸媽媽學會了用更高的標準 通，真善忍怎麼可能是錯的，
是天涯如咫尺。
雲，上面有幾縷塗抹，那是我
我離開他們不久，爸爸 來要求自己，所以他們的朋 做好人怎麼可能是錯的，由
在海的那一面，那一塊
的家書，媽媽會停下來嗅嗅 古老的土地上，一切的變化 媽媽接觸到了法輪功，他們 友越來越多，我們的家庭也 於修煉法輪功的身心受益，
花香，有幾份熟悉，那是我從 發生的那麼快，一夜之間，爸 驚訝於修煉的博大精深，做 越來越大了，太平洋上空充 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他們
沒有遲到的問候。
爸媽媽被鐵門擋到了世界的 人的目的就是返本歸真，他 滿了我們的歡聲笑語，每一 不願意違背自己的良心作任
潮漲潮回，日出日落，太 另一面。
們更加嚮往遵循真善忍的人 次電話中的快樂都讓我感覺 何事，他們更不願意去造謠
平洋那麼寬，她連接了黑夜
那是監獄的鐵門，窄窄 生，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爸 再一次回到了爸爸媽媽的懷 誣陷以換取自己的自由，因
與白天，她連接了西方與東 的鐵門，卻寬過了太平洋。 爸媽媽在人生路上再一次攜 抱，再也沒有因為寬寬的太 此，他們的處境越來越艱難，
方，然而寬寬的太平洋，卻隔
我從此看不到，聽不到， 手，決心永遠修下去。我一度 平洋造成的任何距離。如果 在 2000 年秋天，萬般無奈中，
不斷我們的心，我們彼此的 盼不到我深愛的雙親。
詫異於他們的選擇，一邊也 還有，太多朋友的關心和愛 他們離家出走，流離失所，
思念，日日相聚。再遠的距
爸爸是一位物理教授， 悄悄研究起法輪功，真是心 早已填滿了所有的縫隙。我 2001 年 1 月 1 日被捕，4 月雙
離，也不過是一張機票，一個 卻通曉琴棋書畫，他天性豁 有靈犀一點通，原來是如此 們快樂著每一個人的快樂， 雙被秘密判刑 3 年。
苦苦地等待，我終於得
電話，一張生日卡。分別的日 達善良，別人的困難總是他 美好的功法，不但祛病健身， 幸福著每一個人的幸福。然
子越久，見面的日子越近，在 自家的事，媽媽獨愛吟詩賦 還可以淨化心靈，不知不覺 而美好的日子總是太短暫， 到了爸爸媽媽的消息，沒想
我們彼此的思念中，太平洋 詞，性情豪爽，一雙巧手變換 中，一個人從裏到外都變得 1999 年 7 月當權小人對法輪 到卻是他們身陷囹圄，鐵窗
只是一個忠實的觀眾。
無數腐朽為神奇，是我心目 美麗年輕！我們的心又一次 功的迫害開始了，我幾乎是 度日，從此我與爸爸媽媽天
然而夏夜的一個傍晚， 中的才女，爸爸媽媽就像是 越過了寬寬的太平洋，溶在 立刻就失去了爸爸媽媽的消 各一方。
長期的身心折磨，嚴重
黑雲壓城，太平洋波浪充天， 一對神仙眷屬，早已年過半 了一起。
息。無數個日日夜夜的心急
海鷗再也飛不過天塹，我的 百卻依然享有童真的快樂和
那段短暫的日子是我們 如焚，太平洋驀地高如天塹， 的損害了他們的健康，每天
心遺失在臨海的懸崖，不想 成熟的悠然。在這個無比寬 生命長河中美麗的回憶，爸 電話被卡斷，信件無法到達， 長達十幾個小時的重體力勞
回來。日夜尋覓的眼光，在黑 鬆溫馨的環境中長大的我和 爸媽媽的身體得到了極大的 只有在那時，我才發覺，原來 動 與 強 化 洗 腦 天 天 重 複 上
夜與暴雨中，遙望著家鄉的 他們似朋友多過兒女。正如 改善，照片上他們年輕了，也 我們是在兩個世界裏，那塊
(下轉至第 7 頁)

窄窄的鐵門和寬寬的太平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