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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22 年 5 月 13

日，是第二十三届世界法轮大法

日，也是大法弘传世界 30 周

年。美国纽约州 22 位州众议员

纷纷发来贺信褒奖祝贺，赞扬法

轮大法的真、善、忍是普世价

值，帮助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 

褒奖之一中写道： 

法轮大法学员致力于遵从

真、善、忍的原则，他们的修炼

鼓励他们去除负面思维和行为，

始终如一地先考虑别人，并当一

个好人。 

虽然法轮功在中国经历了严

重的迫害，但是全球一百多个国

家的各个年龄段的人们在修炼和

珍惜这种功法。法轮功学员一直

坚持着修炼，而且法轮功在世界

各地蓬勃发展，法轮功学员还在

积极地为和平解决（问题），为

改善他们国家的未来而努力。 

法轮大法于 1996 年传入纽

约，此后，法轮功学员全面参与

了社区生活，并自由地与世界分

享他们对此功法的热爱；法轮功

学员由于致力于启迪和寻求完善

的神性理念，而令纽约州变成一

个更好的地方; 

因此我，纽约州第四选区民

主党众议员史蒂夫·恩格尔布莱

特和我众议院的同僚，将 5 月

13 日表彰为法轮大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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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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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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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到 12 点，有时要站到凌晨 2

点，而早晨 5 点又要和其他犯人同

时起床。中午也不准休息，除了吃

饭、上厕所，一直都是罚站，连续

几个月天天如此。 

彭玉信被三次关小号。小号

被称为监狱里面的监狱，吃不饱，

一顿只给两个小馒头（象鸡蛋大

小）、一碗水，一天三顿饭加起来

还不够一顿吃，相当于一天只吃一

顿。第一次被关了两个月，出来时

整个人都被折磨得变了形，只剩皮

包骨头。第二次又被关了两个月，

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期间被管理

犯用手铐把双手铐在背后，两个管

理犯轮流用手打脸，后用橡皮辊搓

腿，用力搓腿皮就被搓下来了，腿

都被搓的血淋淋的。后又被戴上脚

镣手铐，手和脚连在一起，腰都伸

不直，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来。然后

又用手铐铐在墙角的铁圈上，关在

同一间小号的恶犯庞建兵多次殴打

彭玉信，还说：“我也不想打你，

但我不打你那些管理犯就要整

我。”还有一个关在同一间小号的

犯人也是这样说的，并告诉彭玉信

他打的时候，彭要大声叫，让那些

管理犯和恶警听到，这样那些管理

犯和恶警就不会整他了。有个管理

犯也曾对彭玉信说：“我也不想整

你，但我不整你，他们（恶警）就

要整我了。我这个位子也是花钱找

人很不容易混来的。”在宿州监狱

管理犯岗位在潜规则中，都是明码

标价的，3000 元到 8000 元不等。

第三次被关了一个多月，因为彭玉

信的出狱时间快到了，他们在出狱

前一个月把他放出小号，可能是不

想让监狱外面的人看到他被迫害的

情况。 

出狱后，彭玉信被单位开除

了公职。四十多岁正是人生事业的

黄金岁月，而仅仅因为修炼法轮

功，坚持做好人，用“真、善、

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

己的思想道德水平，就被以江泽民

为首的犯罪集团如此迫害。◇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

安徽报道）安徽合肥市蜀山区法轮

功学员彭玉信二零二零年五月到杏

林派出所索要自己的大法书籍时被

劫持，后被非法判刑，在他出狱前

的一个月，被带出看守所打了毒

针，一共六次。他出狱后情形大

变，语言能力丧失许多，说话不

清，处境堪忧。 

彭玉信，五十五岁，单身，

父母已逝，家住合肥市蜀山区统计

新村。一九八八年大学毕业后，他

一直在安徽省统计局工作，因修炼

法轮功被迫害失去公职。彭玉信因

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经被非法判

刑四年。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四日，

彭玉信在自己的居住小区被合肥市

杏林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杏林派出

所。四个警察不出示任何证件、不

报姓名，非法入室抄家。彭玉信向

警察们讲述法轮功真相，并严正指

出这种绑架、入室抢劫是犯罪行

为，他当时向警方索要自己的物

品，派出所未归还。 

二零二零年五月，彭玉信到

杏林派出所索要自己的大法书籍，

被劫持，非法关押在合肥市看守

所，后被非法判刑，刑期估计是一

年半。因他单身，父母已逝，消息

也得不到传递，情况待查。 

在监狱，彭玉信受到了非人

的迫害。在他快出狱前的一个月，

彭玉信被带出监狱打了毒针，一共

六次。他出狱后情形大变，语言能

力丧失许多，不能正常表达，说话

不清，只能蹦出几个词，不停地摇

头叹息。问他是否被打了毒针，他

点点头。让他写家庭地址，他也写

不清，旁边的人一连写了好几个类

似的地址，逐一问他，他才点点

头。他还遭遇了什么，因他无法表

述，外人也不大清楚。 

目前合肥因无疫情，封锁逐

渐放松，可是彭玉信家小区管控非

常严，进入小区须扫二维码，还必

须出示 3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合肥市蜀山区统计新村采取如此严

格的手段控制进出，使人非常担心

彭玉信目前的处境。 

曾经两次被绑架、非法判刑
四年 

二零零八年九月，彭玉信在

火车上看法轮功资料，被车上警察

绑架，下车后被劫持到原合肥西站

派出所，后又被绑架到合肥市第一

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个月。期间他

遭到看守所恶警谢昌军的殴打、强

迫劳动等，迫害得他说话都说不出

声音（到看守所前说话声音正

常）。原合肥西站派出所的王开

伦、凌尔斌等在此期间非法搜了彭

玉信的家。出了看守所后，他又被

转到合肥市蜀山公安分局在安徽大

学招待所办的洗脑班，强制洗脑两

个星期，妄图强迫他放弃对法轮佛

法的信仰。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日，彭玉

信去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在街上找

旅社时，被恶警非法搜身，仅因从

包里搜到法轮功资料，就被绑架到

派出所。后又被非法关押到黟县看

守所 11 多月，期间遭到黟县看守

所毫无人性的野蛮灌食，遭到黄山

市公安局刑警队唐石坚为首的 3、

4 个恶警的同时拳打脚踢，他被打

倒在地。黟县公安局刑警队汪文波

等在冬天把彭玉信铐在铁椅子上 3

天 2 夜没吃没喝，把他的两手用手

铐吊起来，有个恶警晚上半夜 12

点后喝过酒用木棒打他的手指。后

来彭玉信被黟县法院非法判刑四

年，被关押到安徽省宿州监狱。 

在宿州监狱，彭玉信坚持修

炼法轮功，被宿州监狱四监区教导

员唐世敬、副监区长金冬丰长时间

罚站面壁，白天站一整天，晚上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