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网】哈尔滨市孝春荣、

开红、张德民等多位法轮功学员被

非法判刑：孝春荣被枉判九年，开

红被枉判八年、勒索罚金五万，张

德民被冤判四年、勒索罚款一万。

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是二零二零年九

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被 “统一

行动”绑架。 

1、孝春荣被枉判九年，开红
被枉判八年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二日晚十

七时，警察闯进住在香坊区莲草街

早市附近的开红（女，73 岁）

家，绑架了在她家学法的孝春荣

（女，65-66 岁）、一个王姓老

太，和后去的一位叫王兴余的男学

员。抄走很多个人合法财产。王老

太当时放了；王兴余因腿有严重毛

病，关押半个月，被要了出来。 

孝春荣被哈市道外法院非法判

刑九年，罚金不详；开红被非法判

八年，罚金五万；王兴余被非法判

三年缓刑五年，罚金一万。 

2、香坊区法轮功学员张德民
被非法判刑四年，罚金一万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二日，香

坊分局的警察伙同相关派出所共六

个警察，把张德民从家中绑架，非

法抄走大法书、师父法像和二万多

元的人民币等个人合法物品，并把

年已六十五岁左右的张德民非法关

押在位于幸福镇的香坊区看守所。 

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非

法开庭。张德民被冤判四年，罚款

一万。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日张德民被

送往鸡西监狱，一个月后又被劫持

到泰来监狱。 

3、香坊区法轮功学员宋金玲
被非法判刑一年，罚金三千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二日早八

点，宋金玲下楼，被七政街派出所

三人绑架，把随身包里东西和师父

法像抢走。后来，又来两台车，十

多人把宋金玲丈夫拉走，到宋金玲

儿子房子，抢走现金六万多，打印

机四台、还有挂件。 

二零二一年六月末，宋金玲被

道里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罚金三

千，于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回

到家中。 

4、据消息，刘辉、张金生两
位女学员均被非法判刑七-八年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二日下午

两点左右，道外区分局李彬和团结

街派出所等七、八个警察绑架了在

家里的法轮功学员刘辉及其丈夫林

金鹏和女法轮功学员张金生。后

来，林金鹏被派出所无罪释放回

家。 

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刘辉和

张金生被非法逮捕。据说，刘辉、

张金生两位女法轮功学员均被非法

判刑七-八年，具体情况待核实。 

此外，当年九月二十二和二十

三日被绑架至公安医院隔离的江北

区法轮功学员贾田珍、双城区在南

岗区打工的法轮功学员闫金霞、南

岗法轮功学员單玉莲后续情况不

详。 

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九日被哈市

铁路公安绑架的法轮功学员齐爱

芝，据说被非法判刑一年，罚金不

详。 

香坊区法轮功学员魏淑杰大概

在二零二一年十月下旬(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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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法轮功学员孙太荣被
绑架 

2022 年 1 月 20 日上午 10

点左右，哈尔滨南岗分局去孙太

荣在香坊红升名都小区的家，非

法抄走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和

师父的法像，并带走了孙太荣。 

哈尔滨法轮功学员赵凯被非
法判刑一年 

在赵凯被非法抓捕后，他的

岳父、岳母在强大的精神压力

下，在半年里相继去世，留下无

任何收入的妻子与 2 岁多的女

儿，导致生活非常拮据。 

哈尔滨法轮功学员任玉林被
冤判七年 正在上诉 

法轮功学员任玉林（男， 

56 岁）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在

家中被绑架，被非法抄家。5 月

19 日以“取保候审”名义回

家，后被非法批捕。 

哈尔滨法轮功学员任玉林被

冤判七年，现被关押在哈市第一

看守所 320 房，正在上诉。 

哈尔滨市双城区王景丽被非
法判刑 3 年 

双城区法轮功学员王景丽

2021 年 6 月 10 日被绑架，12 月

23 日被道里法院判刑 3 年。 

 

哈尔滨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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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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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哈尔滨市 57 岁的

法轮功学员王景丽女士，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被哈市道里区公安分

局建国派出所绑架；12 月 23 日被

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枉判三年。 

王景丽是哈尔滨市双城区人。

她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

准做好人，身心受益。在中共邪党

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她曾在看守

所、劳教所、洗脑班、派出所被非

法关押迫害。 

1999 年 7 月 25 日，王景丽进

京和平请愿，被双城看守所非法关

押迫害了 70 天，后被劫入哈尔滨

顾乡看守所，遭到恶警刘洋、曹

某、左某、王所长、王科长殴打；

三个女恶警对她轮番打嘴巴子，用 

塑料管子毒打；还被戴上八天脚镣

子；后来被劫往万家劳教所非法劳

教一年。 

在万家劳教所，王景丽以绝食 

的方式抵制迫害，被恶警灌食未成

而遭毒打。恶警还指使犯人钱磊殴

打她三次。王从万家劳教所被放回

后，又被双城第二粮库绑架到洗脑

班迫害了一个多月。 

2020 年 2 月 20 日，王景丽在

超市与另一法轮功学员崔秀琴在超

市见面，被建国派出所两个恶警绑

架，在派出所铁椅子上被非法关押

了一天一宿。 

2021 年 6 月 10 日早 7 点半左

右，王景丽在家照看三岁的孙女

时，被道里区建国派出所警察和社

区人员入室绑架，家中电脑、手

机、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被抢走。

当天哈尔滨南岗区、道里区、道外

区、香坊区、松北区、双城区 17

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抄家、

骚扰。 

在哈市第二看守所 410 室，王

景丽头部被犯人打伤，牙齿被打松

动。看守所谎称她是“自残”。 

2021 年 12 月 23 日，王景丽

被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枉判三年。 

 

（接上页）被道外区法院预谋非法

视频开庭，遭到本人和律师的抗

议，庭审不得不中止。魏淑杰二零

二零年二月二十五日发放真相资

料，被不明真相常人诬告，被绑

架，看守所拒收，所谓的取保候审

回家。此后，派出所警察隔几天就

去魏淑杰家看看她在不在家，或者

与魏淑杰丈夫视频看看魏淑杰是否

在家。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二日晚

六点，建筑派出所与香坊分局在内

的七个警察（身穿便衣）、两辆车

到海富山水文园小区，强行绑架住

在该小区的法轮功学员魏淑杰及其

丈夫（未修炼法轮功）。 

片警于天飙电话：15945159613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
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
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
善、忍”为根本指导，辅以简单优
美的五套功法。法轮功一经传出，
短短几年传遍神州大地，一亿人身
心受益，道德升华，身体健康。法
轮大法福益社会，深得世界各族裔
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迄今，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
界褒奖、支持议案和支持信函超过
5400 项 。 法 轮 大 法 的 主 要 著 作
《转法轮》被翻译成 40 余种文
字，在全球传播，并可翻墙从法轮
大法网站 （www.falundafa.org）
免费下载。《转法轮》是迄今为止
翻译成外文最多的中文书籍。 

上亿人读过，而且仍在读的
书！ 

《 转 法 轮 》 阐 述 了 “ 真 、
善、忍”的道理，讲明了宇宙的
来源和人生的目的，并从本质上
说明了疾病的起因，并给修炼者
指出了解决之道。《转法轮》语
言浅白、通俗易懂，内涵博大精
深。 

“未读《转法轮》，做人有
遗憾。”这是无数阅读过《转法
轮》的人发出的感佩之言。◇ 

有丝毫灭火的急迫。（如图） 

2001年 8月 14日在联合国会议

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

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

“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

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

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

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与

江泽民集团动用整部国家机器开始

迫害法轮功，不断制造假新闻，激

发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这些假新

闻中，荼毒世人最严重者，莫过于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炮制的

“天安门自焚事件”。 

汽油燃烧，火温可达 500 摄氏

度以上，“王进东”却能稳坐不

动，“王进东”在自焚时衣服已被

烧焦，但是最易燃烧的头发还在头

上，他腿间的盛满汽油的塑料雪碧

瓶也完好无损。在他喊出那句似是

而非的口号之前，警察手中的灭火

毯却在他头上悠闲地摇晃很久，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