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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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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 13 日，是第 23 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暨大法弘传第 30 周年，纽
约各族裔法轮功学员四千人，在曼哈顿最繁华街区举行盛大游行庆祝。 

全球疫情会卷土重来吗？这是

人们心中深深担忧的问题。 

“即使病毒变异也不怕了。”

这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家属的心里

话。不少法轮功学员家属和朋友染

疫后，身边的法轮功学员不断提醒

他们诚心念“真善忍好，法轮大法

好”九字真言，令病情很快得到缓

解或康复，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

常。 

九字真言助我走过魔难 

“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上天

慈悲地赐予我自救的九字真言，助

我走过这一魔难。”越南裔美国人

Do Minh Quan 在战胜中共病毒

（COVID-19）后感慨地说。 

居住在田纳西州迪尔斯堡

（Dyersburg）的 Do Minh Quan 先

生今年 64 岁，是优步车（Uber）
司机。二零二零年六月份，他出现

了连续干咳、发烧、身体疲倦、缺

氧，甚至呼吸困难的症状。 
在确诊后不久，Quan 被送入

隔离病房。他持续不断地咳嗽和时

不时出现

的呼吸困

难，“我

知道，一

旦那口气

呼 不 上

来，我可

能就没命

了。” 

在生命危急时刻，朋友 Hieu
给 Quan 打来了电话，叮嘱 Quan
诚心地念“真善忍好，法轮大法

好”九字真言。 

“我相信他所说的，于是开始

在心里默念这九字真言。”Quan
每天除了休息时间之外，都在诚心

默念这九字真言，期间他觉得自己

心情变得乐观，头脑安静、平和。 
Quan 迅速康复，提早出院

了。一个月后，他的身体完全恢复

了正常。 

“我们不再感到害怕。”经历

过生死关的 Quan 说：“我非常感

激九字真言。”◇ 

Do Minh Quan 

中共的洗脑宣传，使很多人

疑问：法轮功是不是违法？事实

是：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

法轮功违法。越来越多的律师和

法官，认清了这一点。 

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

法》。翻遍中国《宪法》，没有

任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相

反，《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信

仰自由。 

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在

宪法之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律

和其他法律（统称法律）。翻遍

中国法律，也找不到任何一部法

律说法轮功违法。 

“邪教”之说，来自江泽民

个人和党媒的《人民日报》。然

而公、检、法机关应依法律办

案，而不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报

道或内部指令来办案。 

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

一直在以权代法，根本就没讲过

法律。中共为了制造迫害借口，

导演了“天安门自焚”等诸多假

新闻。这恰恰暴露了中共“假恶

斗”的本质。◇ 

▲2021 年 7 月 16 日，近两千名
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举 行 声 势 浩 大 的 反 迫 害 游
行。呼吁国际社会：停止迫害法
轮功，法办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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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功学员的真相，酷刑迫害、刑讯

逼供、百般阻挠律师为法轮功学员

做无罪辩护。 

大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韦遭

恶报被查 

据二零二二年六月七日辽宁

消息：大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分

管日常工作的副局长王韦涉嫌严重

违纪违法，目前正被查。 

王韦，一九六八年十月出

生，五十四岁，二零一六年一月至

二零二二年六月，任大连市公安局

中共党委委员、副局长（二零二零

年三月大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分

管日常工作的副局长、副厅长

级）。 

王韦长期在大连市公安局任

职，积极追随江泽民、周永康迫害

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不完全统

计，王韦在大连市公安局任副局长

六年五个月时间，大连市公安局迫

害致死 36 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

刑 192 人，绑架 824 人，骚扰 664

人。这些法轮功学员大部份被非法

关押在王韦分管的监管支队，大连

市看守所、行政拘留所等，遭受各

种酷刑迫害和刑讯逼供。 

中国大陆为法轮功学员辩护

的律师指出：针对所有法轮功修炼

者的指控案件，都是假借法律的名

义，行政治迫害之实。这是一场由

个别人发起的、由中共统一部署

的、由公检法司协作的，一场针对

法轮功的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远

远地超越了法律的范畴。然而，善

恶有报是天理，参与迫害者没有想

到其实自己也是受害者。◇ 

【明慧网】人在做，天在

看，迫害法轮功善恶有报在兑现。 

大连市公安局局长杨耀威遭

恶报被查 

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五日，杨

耀威因涉嫌严重违法，接受审查。 

杨耀威，男，一九六二年四

月出生，六十岁。杨耀威在辽宁省

警界任职 38 年，自一九九八年

起，相继任葫芦岛市绥中县公安局

局长、葫芦岛市公安局副局长、辽

宁省公安厅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总队

总队长等职；二零一二年起，任丹

东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二零

一五年，杨耀威升任辽宁省公安厅

副厅长；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任大

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二零

二一年八月，杨耀威被免职。 

据明慧网记载，杨耀威是辽

宁省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

一。他为了升官发财，积极执行江

泽民“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

经济上截断”“打死算自杀，打死

白打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

灭绝政策，对法轮功学员不讲法

律，残酷迫害。 

杨耀威在葫芦岛市、丹东

市、大连市任职期间，采取各种手

段大面积迫害法轮功学员：绑架、

骚扰、抄家、判刑、劳教、强制洗

脑。据明慧网报道不完全统计，杨

耀威仅在任大连市公安局局长的三

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内：18 名法轮

功学员被迫害致死，91 人被非法

判刑，388 人被绑架，422 人被骚

扰， 222 人被非法抄家。其中，

有 74 名 65 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

被非法判刑、绑架和骚扰，年龄最

长者 94 岁。中共法庭、公安敲诈

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 2821820 元。

其中警察非法抄家、敲诈勒索

2659820 元，法庭勒索罚金 162000

元。 

大连市公安局原局长刘乐国

遭恶报被查 

据二零二二年五月七日辽宁

消息，辽宁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大

连市公安局原局长刘乐国，被宣布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刘乐国一九五七年二月出生，

六十五岁。刘乐国在辽宁省公安系

统任职长达二十多年，二零一三年

六月至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任大连

市副市长，大连市公安局党委书

记、局长、督察长，大连市委政法

委副书记；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任

辽宁省公安厅党委委员；二零一九

年退休。 

刘乐国是辽宁省政法系统迫害

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他上任

的第一年，大连地区法轮功学员被

绑架人数，排名中国大陆前四恶。

大连市“610”（专门迫害法轮功

的非法组织）全国城市排名前十

恶。二零一四年大连各市区法院对

46 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刘乐

国下令：大连市中级法院对所有上

诉非法维持原判。 

据明慧网报道不完全统计，刘

乐国任职大连公安局局长四年多时

间内，大连市公检法迫害致死法轮

功学员 12 人，非法判刑 173 人， 

绑架 714 人。 

大连市公安局原看守所所长马

丹亮遭恶报被查 

据二零二二年六月辽宁消息，

大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马丹

亮被查。 

马丹亮，一九六八年九月出

生，五十四岁。二零一二年五月十

七日，马丹亮任大连市看守所所长

后继续执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

策。他上任仅两个月，大连市看守

所将开发区六十九岁的张桂莲老人

迫害致死。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

大连市“610”、政法委、公安、

国安伙同街道社区对法轮功学员进

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集中绑架，主要

针对参与安装新唐人电视的人员。

近百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其

中数十名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看守

所。大连市看守所一直封锁迫害法

  

从左至右：杨耀威、刘乐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