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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前哨》杂志曾刊登“江
泽民终生后悔的两大事件”，揭示
了江泽民的自认告白：这辈子做过
两件愚蠢之事，一是美国轰炸南斯
拉夫时，下令中国大使馆人员不能
撤退。二是打压法轮功。
权力欲、妒嫉心极强的江泽
民，认为炼法轮功的人太多，是在
和党“争夺群众”。同时，法轮功
学员的高尚道德，反衬出中共的一
切不正，也是江泽民不能容忍的。
1998 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
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
轮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得出
“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
害”的结论，还提到“得民心者得
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古训，
江泽民大为不悦。此后，江泽民及
其党羽不断制造事端，不顾其他六
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于 1999 年 7
月 20 日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
中共的本质是“假、恶、
斗”，与法轮功的“真、善、忍”
是根本对立的。中共江泽民集团迫
害法轮功，是其本质决定的。

▲王进东在自焚时衣服已被
“烧”焦，但最易燃烧的头发大
部分完好，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
雪碧瓶也翠绿如新。有常识的人
都知道，汽油着起火来，能达到
500 多度，人在这汽油大火中不用
一分钟，就能被烧死。然而，王
进东稳坐不动，声如洪钟似的喊
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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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7 月 16 日，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举行盛大游
行，呼吁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二十二年的迫害。

【明慧网】青岛市黄岛区西海岸（原胶南）法轮功学员薛莲霞被非
法判刑五年，在本市不同的看守所关押近七个月后，2022 年元月 5 日被
绑架到济南市的山东省女子监狱。
薛莲霞的女儿说：“我真不知道我妈到底是犯了什么法？破坏了那
条法律？伤害了什么人了？在我心里我确实找不出我妈妈哪里不好，她
与人为善，做事总是体谅别人。我不明白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修法轮功获新生
薛莲霞修炼法轮功以前身体一
直不好，经常吃药，家里总是有一
股难闻的中药味，她 29 岁那年就
停经了，这意味着青春的凋零，她
母亲是因为这个病 48 岁就去世
了。薛莲霞为治病，大大小小的医
院不知去了多少次，中药西药也不
知吃了多少，没有一点疗效，真是
苦不堪言。
后来经别人介绍说法轮功祛病
健身有奇效，她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就去学炼了法轮功。炼了大约一个
月的时间，她就来了月经，真是又
惊又喜。从此她走上了修炼法轮功
的道路，二十多年来没有吃过一次
药、没有打过一次针，身体健康。
薛莲霞炼法轮功后身体好了，
脾气也好了，对家人照顾的很周
到，家庭很温馨。和亲人朋友邻居
和睦相处。

1999 年 7 月 20 日中共江泽民
团伙疯狂迫害法轮功，不让民众炼
了。薛莲霞因为身心受益坚持炼。
她的家也和千千万万个法轮功学员
的家庭一样从此不再安宁。
2000 年薛莲霞被绑架到派出
所，警察说要判刑。她当时为免遭
迫害就从派出所的二楼窗户跳下
去，使得腰椎骨严重骨折，左侧肋
骨严重变形，在医院医生鉴定为终
身瘫痪。警察把她放回家，薛莲霞
回家后没有在医院治疗，仍是通过
修炼法轮功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了。
2010 年薛莲霞又被人恶意举
报，被当地派出所绑架，警察要将
她绑架到看守所。体检时医生说她
有子宫肌瘤（12.5cm）导致严重贫
血，随时会有生命危险，被看守所
拒收。她回家后通过学法炼功，获
得健康。十多年过去了，薛莲霞依
然身体健康。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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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被绑架构陷
2020 年 11 月 6 日，薛莲霞在
大珠山某小区发真相资料时，被不
明白真相的青年人恶意举报，大珠
山派出所警察调监控，查到薛莲霞
居住的小区并非法跟踪薛莲霞和在
楼道里监视出行，10 日晚上 9 点
多，警察曾声称是查换热器的要求
薛莲霞开门，薛莲霞没开。11 月
11 日上午，薛莲霞被大珠山派出
所警察绑架。12 日上午，薛莲霞
被取保候审，女儿被迫去派出所交
了五千元保证金，薛莲霞回家。然
而公安国保大队及派出所警察一直
在暗箱操作，罗织罪名。
2021 年 5 月 14 日，黄岛区检
察院给薛莲霞打电话说：迫害她的
案子已到检察院，要走所谓法律程
序。5 月 17 日，青岛西海岸检察
院给薛莲霞打电话让她去检察院，
5 月 18 日，薛莲霞去了检察院，
两个女工作人员（一位年轻、一位
年纪大的）不让薛莲霞去他们办公
室，而是在一个车库里接待了薛莲
霞，两人都没穿制服（其实她们自
己都感到理亏，办起案来都不能光
明正大，给人的感觉就是偷偷摸摸
的。） 年纪大的说薛莲霞犯法
了，需要签字。薛莲霞就和她们讲
法轮功真相，讲明自己散发真相资
料都是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的事，更
没有犯法。她们不听并说：别和我
们说这些。年长的说：不论签不签
字都这样，签字的话能少判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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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莲霞一口否定不签，没犯法签什
么字。最后薛莲霞回家了。
5 月 19 日上午，薛莲霞接到
隐珠派出所的警察电话，说下午要
到薛莲霞家里来“聊聊”。下午两
点半多来了四个人（隐珠派出所、
大珠山派出所、居委会）。薛莲霞
热情招待，让座倒茶，和他们讲了
很多法轮功真相，并讲了自己炼法
轮功后身心受益的好处。警察坐了
十来分钟没说什么就走了。
6 月 9 日，薛莲霞接到法院电
话让她下午去一趟，检察官让她签
字，薛莲霞抵制迫害不签字，检察
官让薛莲霞第二天上午再去，薛莲
霞认为自己信仰真善忍，做好人没
错，没犯法，第二天上午她没去。

被转到即墨普东看守所关押。
6 月 21 日，薛莲霞被黄岛区
法院非法开庭后，家人没有收到非
法判决书，其女儿打电话到法院询
问，书记员尹成淼口头传达是五
年。家人提起上诉。
9 月 27 日，青岛市中级法院
助纣为虐，维持非法原判。薛莲霞
被非法判刑五年，被勒索罚金八千
元。
薛莲霞于 2022 年元月 5 日被
劫持到济南市的山东省女子监狱。
家人的痛苦

2021 年 6 月 21 日上午，黄岛
区法院一名男士打电话给薛莲霞，
说话很凶，在电话里大声训斥她：
为什么今天上午不来？来了好几趟
为什么不签字，你想干什么？今天
下午两点必须到，去找姓尹的法官
或者是姓欧的。今天下午不来就去
抓你。薛莲霞说：我下午就去，我
也没犯法，还用的着你们来抓了。
薛莲霞给自己准备了辩护书，
信心满满地想给他们讲真相，但是
薛连霞女儿说薛连霞 21 日下午去
了法院就没回来，被非法关押在大
珠山派出所隔离 14 天，警察叫薛
连霞在逮捕书上签字，被她拒绝，
警察就逼迫她女儿签。7 月 8 日，
又被送到青岛城阳隔离 14 天后又

薛莲霞被冤判五年，突如其来
的灾难让全家陷入了痛苦之中。她
女儿因离异独自带着五岁的女儿住
娘家，小外孙女一直是薛莲霞看护
着，从没离开过，现在天天喊着要
找姥姥。这突如其来的生生别离，
对幼小的孩子来说很残忍，家人不
知道该怎样安慰孩子。薛莲霞的丈
夫做生意经常外出，家里顾不上，
得知妻子被枉判五年从此一蹶不
振，天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薛莲霞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体
检时，发现有高血压、肾囊肿、子
宫肌瘤等病症，律师会见时，她说
肚子连着腰都痛，家人非常担心。
她修炼法轮功后，之前的子宫肌瘤
和腰椎受损处一直未复发。如果长
期关押在监狱，又不能炼功，其女
儿担心在那样的环境中她旧病复
发。薛莲霞的女儿既要上班，又要
照顾孩子，更担心她妈妈的牢狱之
苦，人瘦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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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党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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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非法判刑五年入冤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