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反響

2

國際回聲

◆ 2003 年美中法會在芝加

哥市隆重召開
生蒞臨講法

李洪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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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
是紐約唐人街？ 還是北京天安門廣場？

巴塞羅那九天錄像班見聞

法輪大法資訊中心 6 月 24 日報
6 月 22 日星期日，近三千 導，法輪大法資訊中心發言人周世雨
名來自美中地區、北美許多其 指出，6 月 23 日晚上 10 時左右，在
他州市，以及歐洲、亞太等多國 紐約唐人街怡東大酒樓門前，發生了
家和地區的法輪功學員匯聚在 一起惡意毆打法輪功學員的事件。以
芝加哥市中心、密歇根湖畔的 紐約華人社團聯合總會主席梁冠軍
費爾蒙特大酒店（Fairmont Hotel）﹐ 為首的一些人對多名法輪功學
舉行 2003 年美中地區法輪大法心得交 員謾罵、圍攻和毆打。
群毆事件發生在華埠怡東
流會。上午﹐李洪志先生蒞臨大會並給
酒樓外，時值梁冠軍等人在怡東
學員講法約 1 小時。
◆反對香港二十三條立法 港人大 酒樓宴請中國駐聯合國大使王
英凡等人，法輪功學員在那裏發
遊行
放法輪功真相材料，以期受宴請
香港四十多個團體發起的反對基
的中國高官可以將法輪功學員
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七‧一」大遊行，
要求中國政府停止迫害法輪功
有近五十萬市民參加，這是香港自一九
的資訊帶回中國。
八九年「六‧四」事件以來最大規模的
晚 10 點左右，一名女士由
遊行。他們大多數穿著黑色的服裝，以
其他外交官簇擁著從怡東酒樓出來，
八九天安門慘案以來最大規模的抗議
當該女士看到現場有法輪功學員在
行動，哀悼「香港即將喪失的市民自
時，即對隨從人員說了一句甚麼，之
由。
」引起國際輿論廣泛關注。
後該女士便鑽入一輛車牌是 001CY
◆ 加拿大法輪功上訴成功 藐視
的黑色奔馳車。隨即梁冠軍過來對法
法庭“案中案”亦將審理
輪功學員謾罵並叫囂到：“去死
2001 年 11 月，加拿大蒙特利爾市中文週
報《華僑時報》連續發表文章攻擊法輪
5 月中，
巴塞羅那舉辦法
功﹐被加拿大法輪功學員告上魁北克
輪大法九天錄像班。期間，一
高等法院。然而，在法庭下達保護令不
些新老學員進行座談，交流
准攻擊法輪功之後，華僑時報仍然繼續
心得、感受。
誹謗法輪功，被法輪功學員以“藐視法
“這個法很大很大，
庭”再次告上法庭。2003 年 6 月 27 日，
巨大得簡直無法形容！”
加拿大魁北克省高等法院上訴法庭資
第一位來到座談會的是
深法官對此作出裁決﹐下令法院全面
一位中年醫生，他還沒坐穩
審理藐視法庭案。
便迫不及待地對我們說：
◆ 美國夏威夷地方法院宣判中宣
“我非常吃驚！這個法巨大
部案的被告有罪
得簡直無法形容！師父是
2002 年 5 月 15 日，中宣部部長、610 辦
誰？這麼高深的理，不是人
公室副頭目丁關根受到數名原告的群
能講得出來的，我的大腦簡
體訴訟。起訴書是在美國夏威夷地方法
直都容納不下，甚至來不及
院遞交的，依據的是外籍人侵權法和受
反應”。
害人酷刑保護法。2002 年 11 月 13 日，
“我太太驚訝極了，因
原告提出了缺席審判的動議，要求法庭
為我這麼多年來必須靠服用
判決 610 辦公室、中宣部、被告丁關根
安眠藥才能入睡，而且翻來
對所有的指控負有責任。
2003 年 5 月 13
覆去睡得很不安穩。聽完第
日，法官批准了原告的動議，確認控告
一講回家後，一躺下很快就
中具體指控的罪名成立，宣判被告有
睡著了，一睡就是六個小時，
罪。這是一項民事訴訟，據律師介紹，
連身都沒翻一個。
”
法輪功學員在此案中未打算深追究被
海
員
：
未
學
大法就
告之一丁氏的責任，也未尋求懲罰性經
已感受到法輪的旋轉
濟賠償。
學員第一天在海邊煉功
◆美國法庭判確認劉淇、夏德仁有
時遇到的一位海員與她的女
罪 拒絕給予被控迫害罪的中國官
友一同前來參加九講班。
員豁免權
這位海員告訴我們﹐當他在船
2003 年 7 月 2 日下午 1 點 30 分，舊金山 上看到我們煉功時，便萌生了想學的
灣區的法輪功學員和 CJA（Center for 念頭，隨即他感到小腹處在猛烈地轉
Justice & Accountability）的律師在 動。他覺得很奇怪。聽了師父講法後，
北加州聯邦地方法庭前召開了新聞發 知道那就是法輪。他過去患有哮喘過
佈會。發佈會宣佈，美國舊金山法官愛 敏症，現在感覺很好。
德華．陳（Edward M. Chen）拒絕授予
“法輪大法真神奇！”
前北京市市長、現任北京市黨委書記劉
一位女士，過去患有肩週炎、腰
淇和遼寧省副省長夏德仁主權國家官
肌勞損、頸椎病等。在九講班上，她
員「豁免權」。在陳法官提交給法庭的報
感到有東西在身體上轉，一會兒在這
告中，這兩名[中國]官員都因監督酷刑
兒﹐一會兒在那兒﹐一會兒又換一
折磨法輪功學員而被確認有罪。劉淇被
個地方﹐聽了課明白了﹐原來是師
起訴犯有折磨、酷刑、非人道及虐待行
父打出的法輪在給她調整身體呢！
為，無故監禁，反人類罪，和剝奪宗教
她感受到從未有過的舒服﹐逢人就
信仰自由等罪行。
講：“法輪大法真神奇！”

吧！打死你！”接著梁冠軍和他的同
夥人便對法輪功學員李軍進行圍毆，
致使李軍的衣服被撕破，手部、腹部
均被打傷，臉部受傷並且鼻血都濺到
了旁觀者身上。在場的另一位學員朱
維勇制止說：“不許打人！”結果施

梁冠軍涉嫌攻擊罪被捕

暴的人說了一聲“是法輪功就打”，
並立即對朱維勇進行圍毆，導致朱維
勇臉部、腹部受傷。
現場還有多名法輪功學員受到
梁冠軍等人的不同程度的騷擾和攻
擊。

儘管在怡東酒樓門前梁冠軍等
大打出手，在場的法輪功學員依然遵
照「真、善、忍」原則，打不還手，
罵不還口。”
然而﹐今次紐約中華聯合會主
席梁冠軍等人採用的完全是流氓暴
力手段。受害人之一的朱維勇
說，他感到非常吃驚，在美國的
土地上，這些人竟公然叫囂
“打死法輪功”。
“法輪大法資訊中心”發言
人周世雨強調，“這是紐約的唐
人街，不是北京的天安門。我們
已向警察局報案，並將對這些人
和背後的指使者採取必要的法
律行動。
”
代表法輪功學員的律師
Terri Marsh 透過第五分局警探凱
利(Gregory Kelly) 得知梁冠軍已
被逮捕，他涉嫌攻擊罪。25 號，第五
分局已取過梁冠軍的指紋並登記備
案。據悉，梁冠軍現以“社區名人”
原因獲釋放。事件正在調查中。

畢生追尋而在“大法日”幸 巴塞羅那參加健康博覽會並參加九
講班。
遇大法
“師父會來西班牙嗎？”
一位來自北美的年輕人，去了
許多國家，就是為了尋求真理和人生
真諦。5 月初到了馬德里。5 月 13 日
這一天，他準備離開馬德里去其他地
方，沒想到上“錯”了汽車，於是車
將他帶到了 RETIRO 公園。這一天正
是世界法輪大法日，馬德里的大法弟
子們在公園煉功洪法和徵簽。他說：
“我頓時感到一個非常強大的場。我
到過許多國家，也接觸過很多氣功和
修煉法門，可是從未有過如此強烈的
感受，我當時立刻意識到：這個功法
非比尋常！當一位正在發傳單的先
生告訴我這是法輪功時，我就有一種
很親切的感覺。我當時對自己說：就
是他，這就是我要尋找的東西。
”
這位年輕人決定與我們一起到

幾乎所有的人都買了《轉法
輪》。我們帶去的兩箱書在第六天就
沒有了。於是請馬德里的學員將書以
特快專遞郵寄過來。沒想到在九講班
快結束時，這些新學員們又紛紛為他
們的親朋好友買《轉法輪》。可能他們
越來越意識到大法的珍貴和機緣的
難得罷，這樣郵寄來的書一下子又沒
有了。正著急時，
“碰巧”一位馬德里
的學員因公事來巴塞羅那，再一次給
我們送來了珍貴的《轉法輪》。
九天班中很多人在問：“師父
會來西班牙嗎？”問話與目光中包含
著渴望與神往以及對師父深深的崇
敬。

西班牙 張薇

公審江澤民

法輪功芝加哥大型新聞發佈會和遊行
6 月 21 日上午，來自世界各地的約 1500 餘名法輪功學員在芝加哥市
中心著名的聯邦廣場舉行了以公審江澤民為主題的新聞發佈會和遊行活
動。訴江案的控方律師 Terri Marsh 回顧了起訴過程和法律依據，並展望
了這一正義審判的歷史意義。
新聞發佈會的最後﹐法輪功學員們演出了名為「中國獨裁者最壞的夢
魘」傀儡暨真人戲，把江澤民夢中受審判的情形，戲劇化地展現給了芝加
哥的觀眾。
會後，法輪功學員在芝加哥市中心舉行大遊行﹐之後在中國領館前進
行燭光守夜。
同日同時，另一些法輪功學員在芝加哥的另一地點——中國城，舉辦
了一場上千人的歡慶遊行，慶祝法輪大法洪傳 11 週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