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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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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到邮局寄信，对中
老年国人来说，是最平常不过的一
件事了。但在山东济南，近期接连
出现三个老太太因寄信被警察绑
架、关押，甚至要判刑的事件。要
说老太太因为寄信被抓，估计大家
都不会信。可“人民”警察就这么
明目张胆地知法犯法了。 

姜新英 

法轮功学员姜新英，女，今年

65 岁。退休前是济南煤气用具总

厂党委政工干部。2021 年 7 月 22

日一大早，千佛山派出所七、八个

警察，突然闯进姜新英家中，绑架

了她，并抢走两大兜私人财产。原

来姜新英给派出所人员邮寄真相信

时被监控拍到。 

姜新英曾多次遭中共迫害。被

非法劳教两次，合计三年半；被非

法判刑一年半。因为姜新英第二次

被非法劳教时，在山东省第一女子

劳教所遭受酷刑，禁水、禁食、奴

役折磨，被迫害得全身结核，第

三、四腰椎被结核菌侵蚀坏死。当

时劳教所怕她死在那里，把人推出

来了。尽管后来做了复杂的钢板手

术，但也无法支撑身躯，逐渐变成

弯腰驼背九十度。警察就凭借此特

征找到了她。截至年底，她仍被非

法关押于济南市看守所。  

闫建秀 

2021 年 9 月 8 日，济南市历

下区文东派出所副所长田歌（女）

带领三四个警察，来到法轮功学员

闫建秀家，拉下电闸断电，诱骗闫

开门后闯入家中。抢走一本《转法

轮》、一封给派出所警察劝善信的

底稿、寄信时穿的一件衣服、伞等

物品，说是所谓电子监控拍到的图

像“证据”，并将闫建秀非法拘留

15 天，然后以取保候审的名义放

回并罚款五千元。 

11 月 9 日，田歌打电话说历

下区检察院要起诉闫建秀。12 日

和 15 日，闫建秀去检察院递交了

“不予起诉”的申请书和“排除非

法证据”申请书。 

于宪荣 

法轮功学员于宪荣，女，81

岁，家住济南市洪家楼。2021 年

初，济南法轮功学员陈广昌律师夫

妇二人在老家陕西神木市被国保警

察绑架。为了劝说警察不要迫害善

良的法轮功学员，也是为迫害者的

未来着想，于宪荣老人给神木市政

法委邮寄了劝善信。但神木市政法

委人员不听劝善真言，把这封信举

报给了济南市历下区公安分局。 

2021 年 4 月 1 日，建筑新村

派出所的六个警察及洪家楼派出所

的一个警察都身穿便衣，闯进于宪

荣家。         （转下页） 

▲2019 年 5 月 16 日，来自五十多
国和地区的万名法轮功学员相聚
美国纽约，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
行，呼吁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
的迫害。 

这是江泽民集团的说辞。

其实质是：江泽民操控媒体，以

“自焚”等假新闻抹黑法轮功，

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

人，打击中国社会的道德良知。

其害怕恶行曝光，以“在家炼、

别宣传”阻止被迫害者说出真

相，以维持这场伤天害理的迫

害，致使中国社会的道德愈发沦

丧，公义缺失，乱象丛生，人人

受害。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之前，

法轮功学员没有这种“宣传”行

为。信仰什么是人的自由，法轮

功学员也不会强拉人修炼。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之后，

所谓的“上外面宣传”，是被迫

害者在无言路的情况下，向世人

讲述被迫害的真相，这合理合

法。  

中国人说：头上三尺有神

灵。信仰“真善忍”的人几千

万，都非常善良，却遭绑架、酷

刑甚至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这

样的残酷迫害，会给中国社会带

来怎样的灾难！中共迫害法轮功

以来，参与迫害的公、检、法等

人员，有的死于惨烈的灾祸及重

症疾病；有的获刑入狱，人财两

空；有的殃及家人，痛苦不

堪……明慧网上的恶报案例触目

惊心。 

正因为不忍心看到人们因

不明真相而参与迫害好人、做错

事，从而影响生命前途，法轮功

学员才告诉人们真相。在自己遭

受迫害的情况下，想到的是别

人，这是法轮功修炼者的慈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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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一进屋就先找到寄信

时穿的衣服和戴的帽子，以此核实

了监控录像。逼迫她的家人给她办

了所谓取保候审。 

2021 年 11 月 15 日，济南山

大路派出所、两名社区居委会的

人、苏州市来的三个警察，说是苏

州市吴江区王姓警察举报收到济南

寄去的法轮功真相信，要带于宪荣

去苏州。于宪荣说不会去的，做好

人没罪，寄信是为了劝善，通信自

由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于宪荣老伴

已 86 岁高龄，不让他们带走。警

察就欺骗她的两个女儿签字承认监

控中拍到的是她母亲，糊弄她女儿

说走走程序就没事了，配合得好可

能少判或不判，她们就轻信了。之

后，苏州警察又来济南骗两个女儿

签了字。并打电话威胁要带于宪荣

去苏州。 

中共迫害三位法轮功学员老太

太，为的就是阻止人们听到真相。 

你想知道老太太们信里写的是什么

吗？大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修炼法轮功合法 

中国并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

学炼法轮功及宣传法轮功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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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任

何一部法律认定法轮功是“×

教”。 “×教”之说来自江泽民

和党媒《人民日报》，不能代表法

律。是违反法律的恶意诽谤。 

而在中共所有的涉及法轮功的

公开文件中，从 1999 年 7 月 22 日

民政部通告，到公安部的通告，再

到全国人大的决定，以及之后最高

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均

没有定性法轮功是×教。2000 年

中共公安部发布《公安部关于认定

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

（公通字[2000]39 号）中关于

“现已认定的邪教组织情况”表

明，到目前为止共认定和明确的邪

教组织共有十四种。而这十四种里

面没有法轮功。 

2014 年 6 月 2 日《法制晚

报》又公开重申了这十四种邪教，

明确地向全世界表明，修炼法轮功

是合法的。 

法轮功书籍出版禁令已解除 

2011年3月1日，中国新闻出版

总署署长柳斌杰发布新闻出版总署

令第五十号，公布《新闻出版总署

废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里面明确废止了1999年对法轮功书

籍的错误禁令。这说明即使根据中

共自己的规定，公民拥有、阅读和

传播法轮功书籍也是合法的。 

对法轮大法的污蔑宣传是为迫
害找借口 

中共为诋毁法轮功而开动国家

机器，在媒体宣传方面投入巨资，

炮制了大量假新闻，号称“1400

例”，用来煽动民众仇恨，为迫害

法轮功制造借口。 

 2001 年 1 月 23 日，中共为

挑动民众仇恨法轮功，特意在天安

门广场上演了一出自焚的闹剧。随

后，此案的多处造假之处被曝光，

事后证明，这起天安门自焚完全是

一场骗剧。  

2001 年 8 月 14 日，国际教育

发展组织（IED）在联合国会议

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

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

说：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

中共代表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任

何反驳。 

迫害遍神州，活摘法轮功学员
器官罪行令人神共愤 

自 1999 年 7 月以来，对法轮

功的迫害已超过 22 年。通过有限

途径传出来被迫害致死的真名实姓

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 4700 多人，

还有更多的人至今失踪。数万法轮

功学员被判以重刑，数百万人次被

非法劳教、判刑，数千人被强迫送

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

的摧残，无数的家庭家破人亡、妻

离子散、经济困难，更多的家庭及

其亲朋好友陷入恐惧与悲伤中。 

更令人神共愤的是，江泽民集

团丧心病狂地活摘贩卖法轮功学员

器官进行非法移植。这一暴行的残

酷血腥。被加拿大人权律师称作

“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 

善恶必报是天理  

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

是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酷刑罪

的头号罪犯，早前就曾被大赦国际

数次评为“人权恶棍”。迫害法轮

功而遭恶报的实例很多，明慧网上

已公布了二万余实名案例，其中包

括中共中央官员、省市委官员、公

安局长、各级宣传部门、“610”

头目、派出所所长、民警、居委会

主任等，遭报者的分布与各地区迫

害严重程度在地理上是惊人的一

致。有死于车祸的，怪病的，有死

于自杀的，还有因各种原因被判

刑、撤职和得各种重症的，更因有

自己作恶而殃及家人祸及子孙的。 

众生觉醒，三退大潮席卷中华
大地 

几十年来，中共对中华民族所

犯下的罪恶已经罄竹难书。中共已

被上天判处了死刑，然而人们在加

入中共的党、团、队时，都要发毒

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共产邪

灵，如果上天降劫中共，加入中共

的众多中国人就要为其陪葬。上天

为了挽救更多的被中共毒害的国

人，不断地给人们认清中共而觉醒

的机会。 

三退（党、团、队）是上天挽

救被中共绑架的人质的慈悲之举，

截至目前已有三亿八千多万中国百

姓退出了中共邪恶组织，获得了解

救。法轮功学员告诉世人“天灭中

共”、“三退保命”，不是参与政

治，而是透露给世人宝贵的天机。

能听明白的人是真正聪明的人。 

法轮功讲真相救人完全是合法

的，善举应该受到人们的敬仰。在

此奉劝济南和苏州警方，审时度

势，明辨是非，停止非法骚扰和关

押三位老太太，让她们平安回家。

“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

安”。愿你们明真相，快三退，善

待法轮大法弟子，就是在开创自己

乃至民族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