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沧州市三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 
【明慧网】二零二二年一月

十一日晚 11 点左右，法轮功学员

苏春凤、侯树元、刘在云、胡秀

梅外出准备发真相资料，刚到村

口一本没发，就被运河区国保大

队李毅等人跟踪绑架。三轮车被

扣押。 

侯树元被绑架后，他 85 岁且

多病的老父亲在值班工作的地方

无人照顾。一月十二日凌晨 1 点

半左右，法轮功学员王素梅、苏

洪新前去守护老人，被前去抄家

抢劫的开发区金岛派出所三个警

察扣押在现场，然后电话叫来运

河区国保警察，将王素梅、苏洪

新绑架，暂时非法关押在西环派

出所。现场被翻得一片狼藉，抢

走大法书。上午 9 点左右，新华

分局警察去苏洪新家抄家。上午

11 点左右，苏洪新平安回家。下

午 2 点半左右，王素梅也平安回

家。在这过程中，苏洪新、王素

梅在派出所被用手铐铐在铁管子

上。◇ 

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一日晚 11

点左右，沧州市开发区金岛派出

所所长郭曾伟带队 10 多人，将法

轮功学员侯东亮（侯树元的儿子）

家包围。敲门未果后，叫来开锁

匠，直接破门而入。郭曾伟等人着

便装非法侵入住宅，未出示任何证

件，强行将侯东亮绑架，并非法抄

家，抢走大法师父法像一张。侯东

亮在金岛派出所被双手铐老虎凳一

夜一天，侯东亮未配合派出所的非

法询问。一月十二日下午 5 点左

右，侯东亮被释放回家。 

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二日上午

11 点左右。沧州市公安局国保支

队警察去运河区刘在云家，在家中

没人的情况下，非法撬开门锁，侵

入家中，把家中翻得一片狼藉。刘

在云女儿正好赶到现场，遭到警察

的恐吓。 

一月十三日下午 4 点左右，刘

在云女儿王超群（未修炼法轮

功），被运河区国保李毅等警察在

楼下超市绑架至运河分局，直至当

夜凌晨 1 点回到家中。 

侯树元的 85 岁老父亲多病，生

活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曾多次

去中心医院抢救。老人平时都由侯

树元负责日常生活起居、吃药、就

医，遭非法抄家当晚受到惊吓，身

体状况堪忧。老人就侯树元一个儿

子，侯树元被绑架关押后，亲友能

给予的起居照顾非常有限，别人无

法替代对老人的照顾。新华分局了

解此情况却不放人。  

至一月十五日，被非法关押的

四名法轮功学员中苏春凤因身体被

迫害出病状来，才放回家，其余三

人仍被非法关押在新华分局刑侦

队。后被劫持到沧州看守所非法关

押。 

据悉，本次绑架迫害是河北省

下达的年底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任务指标。沧州市政法委、沧州市

公安局国保支队幕后操控，新华区

国保政保主要负责迫害案件、运河

区国保大队、开发区国保、开发

区金岛派出所联合参与的一场迫

害。 

   正值数九严冬，大疫当前。法

轮功学员传递真相，告诉人躲过瘟

疫的方法，是舍己为他、慈悲救人

的大善之举，却遭此迫害。善恶有

报是不变的天理。所有参与的人员

请看清国内、国际形势，不要人家

牵驴你拔橛子，重蹈周永康、李东

生、张越的覆辙，尊重大法，善待

法轮功学员才能拥有平安与未来。

所以立即无条件释放被非法关押的

法轮功学员才是你们的明智选择，

才是真正对自己和家人的平安负

责。 

主要责任人： 

新华分局国保队长： 
高福松 18833751319 

新华公安分局局长：  
王秀志 16630869111 

运河分局国保队： 
李   毅 13082177711 

现 在 政 法 系 统 正 在 倒 查 30
年，查十二专项罪，已有 18 万人
被处理。呼吁被迫害者家属及正义
人士打热线举报电话 12337，投诉
这些执法犯法、为祸善良百姓的，
仍在追随江泽民集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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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 11 日，欧洲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巴黎大型集会和游

行，要求中共立刻停止对法轮功长达 22 年的迫害。 



 

  

 

脚下乱踹，回来对法轮功学员说，

你们老师有什么本事？我把他的像

片踹烂了，他又能把我怎么样？结

果第二年王道祥就得了骨癌，在北

京 高级医院花费了几十万巨款也

没能保住性命，在非常痛苦的疾病

折磨中死去。 

以上是我们在明慧网中搜索到

的河北省近百个迫害法轮功遭恶报

的实例中选出的身边现世现报的实

例，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及时悔

悟，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就会得善报，希望还在参与迫

害法轮功暂时还没有遭到恶报的中

共人员，你们不要抱着侥幸心理，

人命关天，珍重生命，立即停止迫

害法轮功，真心悔过、赎罪，给自

己选择一个未来。◇ 

接替南皮县公安局国保队长职务。 

可悲的是受中共邪党“无神论”影

响，徐瑞虹没有接受王雨良迫害法

轮功遭恶报的教训，自二零零九年

四月接任国保队长以来，继续迫害

法轮功学员，先后绑架六名法轮功

学员，部份法轮功学员的财物遭到

抢劫。而后徐瑞虹遭恶报患直肠

癌、肝癌，于二零一三年七月三日

在痛苦的折磨中死亡，年仅五十五

岁。 

青县公安局刑警队指导员王道
祥口出狂言诬蔑大法遭恶报 

王道祥四十多岁，在非法搜查

学员家时把法轮功师父的像片踩到

南皮县连续两任国保队长王雨
良、徐瑞虹遭恶报 

【明慧网】南皮县国保队长王

雨良长期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雨良

生前不断绑架、劳教当地法轮功学

员，并对法轮功学员非法抄家、勒

索、恐吓，使很多法轮功学员流离

失所甚至家破人亡。他不听法轮功

学员良言劝善、不思悔改，二零零

九年清明节晚上驾车直接钻入停靠

在路边的大车底下，撞的血肉模

糊，惨不忍睹，当场死亡，只有四

十六岁；不但自身遭恶报还殃及其

五、六岁的儿子成了残疾儿。 

王雨良遭车祸死亡后，徐瑞虹

【明慧网】在这场对法轮功史

无前例的迫害中，有许多人由于受

中共的谎言毒害，跟中共迫害、诽

谤法轮功，做了许多恶事、错事，

但是当他们听了大法真相，认清中

共邪恶，脱离中共，诚心悔过，得

到了神的宽恕，得了福报。 

1.一个 610 成员诚心悔过 
“儿子起死回生”  

某地“610”人员 A，其丈夫

是某监狱狱警。在一次同学聚会

上，A 的一名修炼法轮功的同学向

她讲述法轮功祛病健身奇效，做好

人的道理和被迫害真相。A 不仅听

不进去，还威胁：“看你是同学，

要不把你也整进去！” 

后来 A 的独生儿子考上了复旦

大学，就学期间不幸遭遇车祸重

伤，肇事车辆逃逸。医院在诊治过

程中，发现她的儿子心脏破损，无

法医治，下了几次病危通知。A 在

走投无路、求助无门的情况下，突

然想起了法轮功，于是她找到那位

同学，表示无论出多少钱，即使倾

家荡产也要救活儿子的心愿。 

那位同学告诉她：“你今天遭

遇此事，与你参与迫害法轮功有

关。但神佛是慈悲的，你要从今往

后不再协同做伤天害理之事，并尽

量弥补你以前做过的错事：去把你

以前经手关进劳教所、监狱的法轮

功学员设法营救出来；去找那些你

曾经迫害过的法轮功学员，诚心向

他们道歉；把你非法敲诈、勒索的

钱财如数赔偿；并和你的家人诚心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也

许你的儿子还有救。” 

A 明白了真相后，就去找以前

她经手送进劳教所、监狱的法轮功

学员，发现大部份都已回家，她就

登门拜访道歉，心想：我以前把他

们治得那么惨，他们会不会报复

我、辱骂我？但为了儿子病好，也

只有硬着头皮去。没想到所有的法

轮功学员都对她十分宽容，没有一

个责骂她的。她还把非法没收、抢

夺的钱财计算了一下，大约有二十

四万人民币之多。她就把这些钱赔

偿给法轮功学员，没想到还没有赔

偿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她儿子的病

就不治自愈了，复查时医生都觉的

不可思议。 

她儿子康复后，他们全家这下

彻底明白了大法真相，都对大法师

父感激万分，都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也都办理了“三退”

（退党、退团、退队）。 

2.一个警察危难时 “九字真
言”救了他的命 

一天，某地公安分局几个警察

去绑架向民众讲真相的一位老年法

轮功学员，在劫持老年法轮功学员

返回公安分局的路上，其中一名参

与绑架的警察心前区突然绞痛起

来，样子十分痛苦，只见他面色苍

白，四肢冰凉、全身冒冷汗，出现

休克症状。 

老年法轮功学员见状，善劝他

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开始他还顾忌，旁边的同事

说：你就念念吧！于是这个警察就

一遍一遍念了起来，不一会，中年

警察心前绞痛的症状就消失了，就

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在场的

警察亲眼目睹了法轮大法的神奇。

善心醒悟，还没有到公安分局的路

上，他们就把这位老年法轮功学员

释放了，走时，老年法轮功学员告

诉他们不要再跟中共迫害法轮功，

善待大法弟子会有好报的。◇ 

迷 途 知 返 天 赐 善 果 

现世现报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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