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网】至 2022 年 1 月

18 日，辽宁省本溪市法轮功学

员李洪军、任桂芬夫妇及任桂芬

三姐任桂娥和妹妹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遭绑架至今，已经 42 天

了。据悉近日，李洪军、任桂芬

夫妇及任桂芬三姐任桂娥已被本

溪市南芬区检察院非法批捕，任

桂芬的妹妹已经取保候审回家 

法轮功学员李洪军、任桂芬

夫妇的家属被本溪市国保威胁，

不敢与当地法轮功学员联系，自

己想请普通律师， 

2021 年 12 月 8 日晚上 8 点

半多钟，多个警察到任桂娥家以

村里分批做核酸检测为名，将其

哄骗到卧龙派出所，同时抄家，

非法抢走大法书籍和几百张护身

符、打印机等私有物品。任桂娥

的丈夫也被本溪市卧龙派出所警

察骚扰，两次传唤到派出所做询

问笔录，其丈夫一直没说什么，

什么也不知道。◇ 

朝阳市向阳公安分局
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 

近期，朝阳市向阳公安分局

频频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2022

年 1 月 7 日早，向阳分局绑架

法轮功学员石立并抄家。至今石

立仍在非法关押中。 

朝阳市龙城区西大营子镇田

国友妻子被向阳分局取保一年到

期后，向阳分局又图谋把田国友

妻子起诉到龙城检察院。 

2022 年 1 月 18 日，向阳分

局把田国友儿媳孙俪敏叫去分

局，无任何理由要非法拘留 5

天，她的家中还有两个年幼的孩

子需要照看。因身体原因被拒

收，向阳分局劫持孙俪敏再检查

身体。◇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辽

宁报道）辽宁省新宾县 68 岁的法

轮功学员孙静，被非法关押四个多

月，现在被抚顺顺城区检察院非法

起诉到法院。 

二零二一年九月八日晚，孙静

被新宾县国保队长张立军等十多个

警察从家中绑架，她丈夫李贵坤也

被劫持到派出所。第二天，警察让

家属出一千元钱给两人检查身体、

做核酸检测。 

二零二一年九月八日晚七点左

右，抚顺市新宾县国保队长张立军

带领刑警、新宾镇派出所六辆车十

多个人到孙静家，非法抄家、绑

架，抢劫走一台电脑、一台打印

机、大法书籍、师父法像等物品。 

孙静与李贵坤被绑架到新宾镇

派出所，两人在公安局被非法关押

了一宿。第二天警察让家属出一千

元钱给两人检查身体、做核酸检

测。下午，孙静被关入抚顺看守

所，李贵坤被关进新宾县看守所。 

李贵坤被关押 8 天后，取保候

审回家。孙静被非法关押至今已四

个多月。 

孙静被绑架关押一周后，被新

宾县国保构陷到抚顺顺城区检察

院。检察院曾经把案卷退回新宾国

保。国保人员到孙静家叫李贵坤配

合他们核实材料签字，遭到李贵坤

和儿子拒绝。之后，李贵坤被叫到

顺城区检察院所谓“核实”。现今

顺城区检察院把孙静非法起诉到顺

城区法院。 

孙静曾经遭两年冤狱迫害。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七日，新宾县公安

局国保大队警察非法闯入到孙静家

的煤场绑架、构陷；二零一七年七

月二十五日她在抚顺市南沟看守所

遭新宾县法院非法庭审；十二月八

日她再一次被非法开庭，被非法判

刑两年，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被劫入辽宁女子监狱，于十二月六

日出狱回家。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六日中午，

新宾县国保大队人员到孙静家骚

扰，预谋迫害，当时孙静不在家，

迫害没有得逞。 

事实上，修炼法轮大法，按照

真、善、忍做人，福益家庭社会，

提升大众道德，不仅是合法的，而

且应该受到表彰；法轮功学员根本

就不应被抓被起诉。 

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天赋人

权，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

利。公检法作为国家的司法机关，

是用来惩恶扬善，打击真正的犯罪

者的，而不是当权者随心所欲迫害

好人的工具。“文革”已过去数十

年，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借“法

律”之名，制造冤假错案，践踏信

仰自由与基本人权、迫害修炼

“真、善、忍”的好人的悲剧还在

上演着，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不可悲

吗？为什么还要推波助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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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8
日，纽约地区部
份法轮功学员近
千人举行反迫害
游 行 传 真 相 ， 
唤良知。 



 

  

【明慧网】〖中国辽宁来稿〗

辽宁省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检察

院原副检察长宫国臣，二零一九年

被双开并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被

移交司法机关，二零二零年被判

刑。宫国臣被控利用手中权力，包

庇、纵容黑恶犯罪，为恶势力违法

犯罪提供便利条件，充当恶势力

“保护伞”。此外，宫国臣违反国

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在刑事起诉、审判活动中故意

违背事实和法律，涉嫌徇私枉法犯

罪；涉嫌受贿犯罪等等罪名。据

悉，宫国臣二零二一年出狱，现在

居住在抚顺市。 

宫国臣一九九九年五月任清原

满族自治县检察院批捕科副科长，

二零零一年一月任批捕科科长，同

年十二月任清原满族自治县检察院

反贪污贿赂局副局长、检察委员会

委员，二零零四八月任副检察长，

直至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宫国臣任职清原满族自治县检

察院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从二零

零一年至二零一九年清原县有三十

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清原县检察院非

法批捕、起诉，后被非法判刑入狱

遭残酷迫害。 

以下仅举几例宫国臣参与迫害

法轮功学员的案例： 

案例一：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

一日，清原县南口前镇法轮功学员

丁国柱夫妻、徐俊英、张传文及红

透山矿的杨秀芳五人被绑架、构

陷，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被非

法庭审，之后五名法轮功学员分别

被非法判刑：丁国柱三年三个月，

丁国柱的妻子王海超三年，张传文

一年半，徐俊英一年半，杨秀芳一

年零三个月。随后清原县检察院对

此判决提出所谓“抗诉”，导致法

轮功学员张传文、徐俊英、杨秀芳

三人刑期增加，三人都被非法判刑

三年。 

案例二：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

三日，抚顺市清原县六十七岁的法

轮功学员高桂兰被闯入家中的抚顺

市国保警察和清原镇派出所几个警

察绑架，警察抢走高桂兰家中的电

脑等许多私有物品。高桂兰被警察

劫持到清原镇派出所，当天晚上高

桂兰被送到抚顺市看守所非法关

押。二零一九年四月四日，清原县

法院在抚顺市南沟看守所非法开

庭，法轮功学员高桂兰被非法判刑

三年半。 

案例三：清原县法轮功学员刘

玉，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六日被绑

架，后被非法判刑六个月；回家不

到三个月，刘玉于二零一八年五月

十二日再次被绑架；六十八岁的法

轮功学员刘玉被非法判刑三年半。 

案例四：清原县夏家堡镇法轮

功学员孙国军，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二十六日，被人诬告遭绑架，二零

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辽宁省清原

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孙国军非法开

庭，七月二十一日，清原县法院通

知判决结果，年已七十岁的孙国军

被非法判刑一年半，勒索罚款五千

元。 

案例五：二零一一年九月六

日，清原县南口前镇法轮功学员郑

洪英讲真相时，被村民李国华、赵

晶夫妻构陷遭绑架。二零一一年十

一月十八日，清原县法院对郑洪英

非法开庭，法轮功学员郑洪英被非

法判刑四年。 

祸福无门，唯人自招；天网恢

恢、疏而不漏。任何迫害真、善、

忍信仰的行为都必将受到法律、道

德和历史的严惩。据明慧网《迫害

法轮功 19 年间逾两万人遭恶报》

统计，一九九九年七月至二零一八

年七月整整十九年中因迫害法轮功

遭恶报的有 20,784 人。其中，检

察院、法院、监狱系统遭恶报 98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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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1 月 23 日，“天安门

自焚案”震惊中外。随后，此案的

多处造假之处被曝光，揭示中共导

演“自焚”是为了煽动民众的仇

恨，为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 

2001 年 2 月 4 日，美国《华盛

顿邮报》发表报导《自焚的火焰照

亮了中国的黑幕》，邮报记者亲自

到自焚死亡者之一刘春玲的家乡河

南开封实地调查，发现刘春玲靠在

酒吧三陪为生，不是法轮功学员。 

央视录像的慢镜头显示，刘春

玲是被警察用重物击打致死。 

“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盛着

汽油的雪碧瓶在火焰中，竟然完好

无损；头发最容易被火燎，但是画

面中王进东的头发完好。 

警察本来是不背着灭火器巡逻

的，所谓“自焚”的当天，天安门

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 20

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此“突

发”事件。造假之处还有很多。◇ 

“天安门自焚”——中共炮制的伪案 
 

图：央视录像中，王进东面部烧坏，
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
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
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
待，直到他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
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