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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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安庆市 8 名法轮功

学员遭绑架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七日晚 9

点多，安庆市法轮功学员 8 人在

一起学法后，被安庆市公安局及

经开局、大观局等国保警察绑

架，警察未出示任何法律手续。 

被绑架学员有：黄志松、陈

玲霞夫妇、彭志江、江峡亘、汪

忠良、章姓学员、尚姓学员母

女。黄志松、陈玲霞家被非法抄

家。后，彭志江、汪忠良、章姓

学员、尚姓学员母女 5 人回家。

六月十八日下午，陈玲霞已回

家。目前，黄志松、江峡亘两人

已被非法刑事拘留，并被劫持到

安庆市岳西县看守所非法关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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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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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犯人随意殴打他，导致他血压上

升到一百八十多。还将他关进小号

迫害，致使病情恶化。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晚上出现脑溢血症

状，昏迷不醒，被送到宿州医院。

二零一七年四月十四日上午八点，

白杰含冤离世，终年 55 岁。 
6.肖贤府被迫害致脑血栓离世 
肖贤府，男，一九三二年出

生。二零零六年九月被绑架，十月

份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劫入宿州监

狱，被迫害致严重的脑血栓症状。

监狱怕承担责任，将肖贤府送至他

儿子家，两个月后，肖贤府含冤离

世，终年 74 岁。 
7.王光辉被迫害离世 
王光辉，男，原安徽省社科院

科研人员。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五

日，王光辉因发送法轮功真相短信

被合肥市芜湖路派出所警察绑架，

二零一五年，王光辉被包河区法院

非法判刑三年，随后他被劫持到宿

州监狱。因拒绝放弃真善忍信仰，

他被关入小号，受到各种折磨，长

时间剥夺睡眠。二零一七年三月十

四日，王光辉结束冤狱，他身体虚

弱，回家后一直没有恢复健康，于

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九日含冤离世。 
8.冯琪被迫害致肝硬化离世 
冯琪，男，一九六三年出生。

他于二零零八年三月被绑架，后被

非法判刑三年。冯琪在宿州监狱被

迫害致肝腹水，肝硬化，严重浮

肿。出狱后，冯琪日常生活根本无

法自理，身体一直没有恢复健康，

走出黑窝四个月后，于二零一一年

七月三十一日含冤离世。 
9.徐积权被迫害离世 
徐积权，男，一九四八年出

生，芜湖市汽车公司退休驾驶员。

二零一五年六月中旬，被枉判三年

半。徐积权被劫持到宿州监狱继续

迫害。二零一八年二月底，徐积权

从宿州监狱回家，健康状况很差，

一直没有恢复，于二零二一年一月

六日离世，终年 73 岁。◇ 

【明慧网】安徽省宿州监狱位

于宿州市墉桥区胜利西路 775 号，

是安徽省迫害男性法轮功学员的黑

窝，安徽省被非法判刑的男性法轮

功学员都被劫持到宿州监狱迫害。

二十多年来，宿州监狱非法关押过

几百名法轮功学员，至少九人被迫

害致死，许多人被迫害致残。 
宿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酷

刑包括：关小号、开水烫脚、长时

间剥夺睡眠、吊铐、电击、烈日下

暴晒、野蛮灌食，逼喝便池水，甚

至强迫法轮功学员吃屎喝尿。宿州

监狱迫害致死案例部份如下： 
1.开水烫脚 王洪荣被迫害离

世 
王洪荣，男，一九四八年出

生，原合肥叉车厂行政科职工，二

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被绑架，之

后被非法判刑八年，被劫持到宿州

监狱。二零零七年二月，在墉桥第

三分监区，王洪荣被迫害致腰部以

下部位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二

零零七年四月，监狱恶警却指使犯

人，把滚开的水倒进盆里，硬把王

洪荣的双脚摁进去烫。王洪荣双脚

顿时血肿，半天后开始溃烂、起

泡。二零零七年四月下旬，宿州监

狱将已被迫害得生命垂危的王洪荣

放回家。王洪荣回到家时，臀部后

面的褥疮有两个鸡蛋那么大。二零

零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凌晨，王洪荣

在被迫害中离世，年仅 59 岁。 
2.强制抽血、灌不明药物 纪

广杰被迫害离世 
纪广杰，男，一九四七年出

生，原合肥工矿电器厂职工。二零

零四年七月，纪广杰被非法判刑七

年，同年十一月被劫持到宿州监

狱。监狱每天派两名罪犯包夹看管

他，监狱警察经常强制他去抽血，

并强制他吃各种不明药物，不吃就

灌。有一次恶警指使几个囚犯压住

他、掐着脖子强行灌药，差点窒

息。他的家属多次前去探望他，狱

方态度恶劣不给接见。二零零九年

六月，纪广杰被迫害致脑溢血，不

省人事，左眼失明。监狱恐出人

命，通知家属接人。纪广杰回家

后，生活不能自理。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日，纪广杰含冤离世，终年

65 岁。 
3.多根电棍电击、钢针扎嘴 

费章金被迫害离世 
费章金，男，因坚持修炼法轮

功被非法判刑三年，于二零零五年

九月被劫持到宿州监狱。十月，狱

警用三根电棍同时电击他，用三尺

多长的木棍在他身上乱打，暴行持

续了二十多天。警察还指使犯人对

费章金灌热饭，用钢针扎他的嘴

唇。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费

章金在宿州监狱被迫害致死。 
4.叶光平被迫害致脑干出血离世 
叶光平，六安市法轮功学员。

二零一五年九月七日早晨，叶光平

被六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潘军等

不法人员绑架，数月后他被非法判

刑四年，于二零一六年十月被劫持

到宿州监狱第六监区。二零一七年

十月八日，他在监狱被迫害致脑干

出血，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三日中午

十二点左右，叶光平在皖北医院含

冤离世，遗体后背全部呈紫色。 
5.关小号导致脑溢血 白杰被

迫害离世 
白杰，男，一九六二年出生，

原亳州市工商银行员工。二零一六

年四月十一日，白杰被谯城区法院

非法判刑十年，在宿州监狱，他被

非法关押在老残队。多名刑事犯包

夹监控他，不准他和其他法轮功学

员说话，不准晚上在床上坐着。刑

 ▲示意图：中共黑狱的部分酷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