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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日中央電視臺播

放了“自焚偽案”的審判

實況。在播放中還插播了

“自焚”現場錄像。結果

我發現，所有被明慧網指出

造假的地方全部被剪切掉

了。特別是劉春玲被重物擊

中頭部的鏡頭，剪切得乾乾

淨淨。可謂不打自招﹗再一

次曝露出了“自焚偽案”

的造假真相和造假者的心

虛。

中央電視臺作賊心虛
重新剪輯“自焚”錄像以掩蓋造假漏洞

小插曲

無名苦難

SOS! 呼籲緊急營救滕春燕醫生
據設在香港的中國人

權民運信息中心表示， 3 8

歲持有美國“綠卡”在紐

約 任 針 灸 師 的 滕 春

燕 ， 在 去 年 五 月 被

捕，當局指她在去年

二月及三月在北京收

集學員被送到精神病

院和戒毒所的資料和

照片。北京市第一中

級人民法院以案件涉

及國家機密，沒有公

開開庭審理案件。並

於去年十二月以為境

外刺探、非法提供國

家情報罪名，判處滕

春燕有期徒刑三年。

一個善良美麗聰

明的中醫師﹐有著自

己成功的事業和美好的未

來。在這強者如雲的紐

約，這位精明的姑娘能夠

執教於兩所中醫學院，並

開創了自己的診所。嫻熟

的醫術、高尚的醫德加上

一口流利的英語及亮麗的

外表，給她的患者和學生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

而，只因為為法輪功說了

真話，竟被江澤民投入了

監獄。

1 5 個月過去了，親人

的呼喚、學員的請願、美

國政府的呼籲，不能喚回

我們的燕子。

2001 年 8 月17 日，燕

子的朋友和法輪功學員在

紐約中國領館前開始了絕

食請願。

紐約八月的天氣

時而狂風四起、時而

大雨傾盆、時而烈日

當頭. . . . . . 夜以繼

日，學員們任憑風吹

雨打，無聲地請願，

無聲地承受。

學員們，你們為

甚麼在風雨烈日下用

自己寶貴的身體去承

受？滕春燕，你為甚

麼放下美國舒適的生

活而回國赴難？

我們不願意這樣

的承受，我們是在用

自己的生命呼喚，呼

喚著世人的良知。請求社

會各界行動起來，制止在

中國發生的對法輪功步步

升級的迫害，強烈要求立

即釋放被中國司法部門非

法判刑的法輪功學員滕春

燕。

紐約時報 3月 25日發表

的社論“對精神病概念的

歪曲”揭露了在中國大陸

發生的將法輪功學員投入精

神病醫院的真相﹐美國精

神病學會主席 Dan i e l  B .

Borenstein 就此呼籲國

際精神病學會迅速行

動﹐譴責中共當局慘

無人道的做法。

醫生﹑護士是高

尚的職業﹐被世人譽

為 病 人 的 守 護 神 ﹐

“白衣天使”。而誰

能想像到﹐二十世紀

末的中國﹐號稱有五

千多年文明史的神州

大地上﹐竟存在著身

披白大褂的魔鬼﹐將

一座座原本治病救人

的醫院變成了一處處

駭人聽聞的人間地

獄 ﹐ 是 將 健 康 人

“治”成殘疾﹐活人

“ 醫 ” 成 死 人 的 魔

窟。

三位女性法輪功

學員最近從徐州的一

所勞教所傳出一封

信﹐信中詳細描述了

她們在精神病院的遭

遇。(學員姓名因安全

原因無法透露)

來自徐州睢寧縣

句東女子勞教所的信

中說﹐“我們在精神

病院被關押三個多月

期間﹐被強行綁在床

上打針﹑灌藥﹐醫務

人員給我們注射的不

知名針劑，使人立刻就昏過

去﹐藥物的作用發作時﹐

我們撕心裂肺地痛苦﹑疼

痛﹐在地上打滾﹑慘叫﹑

猛烈地撞牆……”

這封於今年三月九日寫

的信中還說﹐精神病院醫

務人員曾透露如不逐漸地停

藥﹐藥性反應起來的那種

痛苦會使人會瘋掉和死掉

的﹐即使跑出去﹐別人也

會把你們當成瘋子再送進瘋

人院的。

“如果你們說不煉法輪

功了﹐就可以不給你們用

藥了。”信中引用這些醫

務人員的話﹐“沒辦

法﹐這是上級的指

示﹐我們要工作﹐只

有服從領導。我們不

想這樣對待你們﹐但

我們也不想下崗。”

三位法輪功學員

在信中描述了一個可

怕的情景﹕“一次由

於給我們用藥量太

大﹐又沒有逐漸停

藥﹐公安就不負責地

把我們送到句東女子

勞教所，藥性反應太

強﹐其中一人一下子

瘋掉了﹐痛苦地在地

上摔打﹑滾爬﹐日夜

不停地狂奔﹐兩個人

架都架不住﹐渾身劇

烈顫抖﹐頭往下栽﹐

雙目失神呆滯無光，

日夜狂躁﹐不能睡

眠﹐痛苦難忍﹐用

身、頭撞牆欲死﹐真

是痛苦得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這封信指出﹐在

勞教所期間﹐鎮江市

醫院曾為她們其中的

一人做了精神司法鑒

定，寄回的鑒定書認

定 ﹕“ 其 腦 神 經 正

常﹐嚴重失常狀態確

屬於強力用藥後的藥

性反應。”

信中還透露﹐這間精

神病院長期將女性法輪功學

員與男瘋子關在一起。

江澤民政權把法輪功學

員送入精神病院﹐並將此

視為國家機密。不久前﹐

美國永久居民藤春燕就因泄

露法輪功學員在精神病院的

消息﹐被判三年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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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他冒著生命危險向世界揭露

了中國的古拉格－－勞改

營。如果哈瑞‧吳或滕醫生

因為攝製了揭露中國監獄暴

行的錄像就是中國的叛國者

的話，那麼攝製羅德尼‧金

（Rodney  King）受到洛杉

磯警察毒打的人就是美國的

叛國者了。如果滕醫生是中

國的叛國者，那麼揭露史達

林 (Stalin) 對俄羅斯人民犯

下的恐怖暴行的薩克嘉羅

（Sakharow）醫生就是俄羅

斯的叛國者了？如果滕醫生

是中國的叛國者，那麼敢於

反對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納

爾遜‧曼德拉就是南非的叛

國者了？如果滕醫生是中國

的叛國者，那麼揭露緬甸政

府對緬甸人民暴行的昂山素

姬（Aung San Suu Ki）就

是緬甸的叛國者了？如果滕

醫生是中國的叛國者，那麼

揭露柬埔寨屠殺場的柬埔寨

記者就是柬埔寨的叛國者

了？

那麼，滕醫生到底是中

國的愛國者還是背叛者？她

敢於嘗試將當前中國政府對

於中國人民的酷刑和暴行照

片公諸於世，何罪之有？那

不是反對中國人民的罪行；

那不是對中國的背叛行為。

滕醫生的行動是愛國的。滕

醫生是中國的熱愛者。為了

中國人民，為了中國現任政

府，滕醫生不應該被懲罰，

反而應該受到尊敬。

畢竟，如果一個政府對

熱愛人民及國家的愛國者施

以酷刑或殺戮，如果一個政

府鼓勵並允許其領導人折磨

和殺戮他們自己的人民，這

樣的政府如果不是因為其掌

權者用槍杆子對準自己的百

姓（來維持政權）的話，

它還能支撐幾天，幾小時，

幾分鐘呢？

中國的現任政府，為了

自己的生存，應該釋放並感

謝滕醫生。

愛國者還是叛國者
舊金山州立大學美蘇學

院主管，教授喬治‧李

（George Lee）博士，在為

“釋放滕春燕”而召開的

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

誰是背叛的人？誰是熱

愛中國的人？要回答這個問

題，我們必須先回答，

“中國是甚麼？”中國就

是中共嗎？當然不是。中國

是現任或以前的中國政府

嗎？也不是。中國就是中國

人自己的國家。

任何熱愛和保護中國人

的人就是中國的愛國者。任

何憎恨和傷害中國人的人就

是中國的叛國者。那些揭露

對中國民眾犯下的暴行的人

都是愛國者。那些掩蓋對中

國人民的暴行的人都是叛國

者；那些犯下暴行的人就是

更惡劣的叛國者。

中國政府，甚至許多美

國的美籍華人都將哈瑞.吳

(Harry Wu)稱為漢奸－－背

叛中國的人。為甚麼？因為

為“釋放滕春燕”而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