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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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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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江市法轮功学员刘俊华、李
水桥、吴欢欢等被绑架已三个月 

九江法轮功学员刘俊华、李水

桥、吴欢欢等遭濂溪区国保警察余

良等绑架，至今已经三个月了。家

中的亲人日夜盼望亲人的回归。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老年法轮
功学员李水莲被非法关押 已回家 

11 月 15 日下午 5 点多，九江

市柴桑区老年法轮功学员李水莲在

家，被柴桑区沙河派出所警察绑

架，随后，警察非法抄家，抢走了

电脑等私人物品。 

李水莲在沙河派出所一直被非

法关押超过 24 小时。原因大概是

她给永修县公安局的局长朱学谦写

了一封信。此事是永修县公安局的

警察亲自参与的，柴桑区的警察配

合了这次的绑架。 

由于这些警察知道自己所做的

事不合法，在执法的过程中，怕今

后会被追查，都是穿便衣，即使是

非法审讯，也不公布自己的真实身

份信息。政法委的书记刘国栋还亲

自来到沙河派出所来过问此事。李

水莲已于第二天回到家中。◇ 

▲台湾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的殊
胜场景。台湾是除中国大陆外，
修炼法轮功人数最多的地区，约
有 50 多万人。1000 多个炼功点
遍布 300 多个城镇。社会各个阶
层都有人修炼法轮功。◇ 

【明慧网】据 2022 年 9 月 16

日消息，原江西省南昌市政法委书

记、现江西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

生委员会主任委员郭安因涉嫌严重

违纪违法被调查。 

郭安， 1962 年 10 月生，江

西信丰县人，主要履历：2011 年 8

月至 2018 年 3 月，历任江西南昌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委副

书记、市长；2018 年 3 月至 2021

年 2 月任鹰潭市委书记。 

郭安任职期间当地法轮功学员

遭迫害部份案例： 

◎罗来阳，男，73 岁，南昌

市麻纺厂退休职工。因发放法轮功

真相资料而被非法判刑九年。2012

年 4 月六日，被迫害致死于江西省

监狱医院。 

◎2012 年 3 月 8 日，法轮功

学员胡火妹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非

法判刑三年。2013 年 7 月，法轮

功学员舒明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非

法判刑 6 年。 

◎郭安任职南昌市政法委书记

期间，南昌市有李芬玉、夏明金、

陈冬梅、张金秀、某某某、彭美

华、罗培、唐洁英、吴井军、岳跃

红及李芳兰 11 位法轮功学员遭劳

教，被关押在江西省女子劳教所遭

受迫害。 

◎郭安任南昌市政法委书记期

间，南昌地区被绑架关押的法轮功

学员共有 36 位。其中南昌市有彭

丹丹、胡水英、屈建辉、蒋小红等

28 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关押；

南昌县有雷正英、熊江南、周玉

秀、熊遂凡四位法轮功学员被绑

架、关押；进贤县有邹六美、万菊

花、吴春玲、万桃英四位法轮功学

员被绑架、关押。 

◎2012 年 10 月 22 日，开办

洗脑班一个月，法轮功学员罗春

荣、邓小兰、小魏（男）、刘大波

等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另外还将

法轮功学员高小华、彭小华送邪恶

的武汉洗脑班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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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今年十月的一天，

北京某公安局一位值班的青年警察

接到海外退党热线的劝退电话，听

完真相后，不但自己退出了中共，

还让身边一起值班的一名入党积极

分子也做了三退。他 后还表示，

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保护法轮功学

员。 

■“我用真名退党” 

北京某公安局的王姓警察接到

加拿大多伦多退党热线义工李女士

的电话：“你接到我这个电话前可

能都知道了吧：三退保平安，现在

有四亿多中国人，包括高官，都为

自己的平安做了三退。三退不是到

组织上退，而是把入党团队发的誓

言作废。我送给你一个吉祥的化

名，叫金福，金子的金，福气的福，

金福退党保平安。你是党员吗？” 

“我是党员，我的真名是某

某。我可以用真名退。”他回复

说，并表示他听过真相。 

李女士说：“太好了，你这就

平安了。” 

王警察说：“谢谢您！” 

“你不用谢我，这是你的福

份。”李女士说，“你身边就一个

人吗？” 

“还有一个，他还没入党，但

是个入党积极分子，写了申请书，

还没批。”王警察回答。 

“那就让他用‘福瑞’的名字

退团、队，好吗？”李女士说。 

王警察询问了那人后回答：

“他说好。”这样，那个警察也退

了团、队。 

■“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保护法
轮功学员” 

李女士表扬王警察：“你真善

良，你要继续去帮其他人做三退。

这是我们的退党热线，你记下来，

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值班。” 

他回复：“好，记下了。” 

“你如果让你的亲朋好友做三

退，你也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就会

有福份的。你也是有福份才接到我

们的电话的，所以要珍惜这个机

会，多做好事。上级再叫你迫害法

轮功的时候，你要提前告诉他们

（法轮功学员）注意安全。” 

他说：“我到时候会给他们通

风报信的。如果我们局内部说对法

轮功有什么行动的话，我也会及时

通知他们的。这个电话是我的手机

（他给了他的电话号码），他们有

什么都可以联系我。救人一命胜造

七级浮屠，是吧？我会尽我所能保

护法轮功学员的。” 

■三位派出所的值班警察三
退：谢谢您的好心肠 

一名警察接到了海外法轮功学

员的真相电话，他说：“我现在在

警察局上班，我们三人在值班。” 

李女士说：“你们是警察太好

了，能接到这个真相电话真是你的

福气，我跟你讲一份公安部 2005

年 39 号文件，公布了中国十四宗

邪教里面根本没有法轮功，所以法

轮功是被冤枉的。是江泽民出于个

人妒嫉利用国家机器而进行了这场

迫害。” 

这时有一个警察说：“给她录

音。” 

李女士说：“对，你们可以录

音，我说的话你都可以录音，然后

可以传给更多的人知道，谢谢你

们！”对方说：“好，你继续讲。” 

李女士继续说：“你们是警

察，要知道江泽民打压法轮功完全

是违法的，连打压法轮功的 610 办

公室将来也会跟当年的纳粹盖世太

保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一样，它也是

违法的。要知道你们公检法人现在

非常危险，你们知道现在倒查是

吧？就是为了把责任都推到你们身

上，哪怕你是执行命令， 后的罪

都算在你身上，所以你们一定要注

意保护好自己的安全，是吧？” 

对方说：“是啊，家里还有很

多人呢（意思是也需要安全）。” 

李女士说：“是，要保护好自

己和家人，你看文化大革命刚一结

束，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就自杀

了，他为什么自杀？他不自杀，要

追查责任，老干部要给他清算账，

他不自杀，他能说是党中央叫他干

的吗？对不对？” 

李女士继续说：“而现在搞倒

查就是中共为自己铺后路， 后都

是执行这类任务的人当替死鬼。”

“现在很多国内的共产党员，从部

委级的高官、中央委员，他们的家

属都在做三退保平安，他们看过一本

书，你们一定要上网看，叫《九评共

产党》，用翻墙软件在动态网上看，

所以他们大小领导人手一本。” 

“是吗？怎么能看到？”警察

插话问。 

“我等会发给你，看了就知道

了，共产党干什么坏事都清清楚楚

写在上面，咱们老百姓都被它蒙在

鼓里，你们警察面临着很大的危

险。”李女士说。 

“好，那真得看看。”对方

说。 

李女士给他们讲前段时间中央

党校里二十五名教授用真名退党的

故事。 

感到对方静静的。李女士就

问：“你们在听吗？” 

对方一起说：“在在在，我们

都在听。” 

“好。咱们就先把安全保下

来，我们不为它（中共）献出生

命，目前这个瘟神不找张三不找李

四，灭中共就找共产党的标志，所

以要三退才能保平安。” 

于是他们三人都同意用化名退

出了中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