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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现年 60 岁的成都

法轮功学员李忠芳女士，上街买菜

时被绑架构陷、非法判刑三年半，

在看守所和监狱的三年半时间里，

长期遭受精神药物迫害，致使其精

神失常，至今生活仍几乎不能自

理。 

李忠芳出狱回家后一年的时间

里，青白江 610 等机构的相关人员

一直试图对她骚扰。 

李忠芳于二零一七年八月一日

在菜场买菜时，被东坡街办伙同派

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至成都

市看守所。 

为抵制无理迫害，李忠芳绝食

抗议，被野蛮插鼻管灌食。据当时

同被关押在看守所的知情者表示，

看到当局在给李忠芳灌食的食物

中，加入大量白色药粉。 

后李忠芳被劫持到看守所定点

的青羊区医院，被长期脚镣手铐铐

在床上。给李忠芳输入的什么药物

或液体，本人和家属都不知道。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日，李忠芳

被青羊区法院非法开庭。李忠芳被

非法判刑三年半。 

七月二日，李忠芳被劫持至成

都女子监狱。家属很长时间不能见

面。而据监狱的知情人表示，李忠

芳在监狱遭到毒打和各种折磨。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一日，李忠

芳被转入成都女子监狱三监区，她

不穿囚服和鞋子，“帮教”强制脱

衣换鞋剪头发，关押在 4-12 室。

当日晚上二十四时左右，监室传出

呼叫声：“打人啦，打人啦，三人

打一个。”并且不断大声重复，其

他监室全都听到“帮教”王红呵斥

声。早晨四、五点，李忠芳再次发

出呼救声。 

之后监狱以李忠芳精神不正常

为由，对家属直言每天强迫她服用精

神类药物，家属表示，李忠芳在家时

完全清醒理智，精神状态非常好，

为什么被关押后就精神不正常？ 

据知情者称，李忠芳每天被逼

服药两次，长达两年时间。二零一

八年九月李忠芳就已经被迫害得神

志有些不清，经常往自己床上吐口

水，常常一个人发呆，眼神呆滞。 

二零二一年初，李忠芳结束冤

狱回家，一直处于精神异常状态，

白天黑夜不分，生活不能自理。她

曾提到自己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遭受

非人折磨，对于家人提及打针等话

题异常地敏感和恐怖。 

李忠芳回家后，其户籍青白江

所在地点 610 人员还一直找她，企

图继续骚扰。社区派出所及 610 甚

至闯入李忠芳已久不联系的亲戚家

中骚扰，给亲戚正常生活造成严重

干扰。◇ 

 

◄2021 年 7 
月 16 日，
美国东部部
分法轮功学
员在首都华
盛顿 DC 大
游行，谴责
中共对法轮
功 长 达 22 
年的迫害。 

【明慧网】我有一个同学，

他很早就已经在翻墙，也退出了

中共党、团组织。他的退党，是

因为中共的某种制度对他不公，

出于对中共的恨。后来我跟他讲

了法轮功真相，为什么要“三

退”，当时他并不相信是天要灭

共产邪党，不太相信神的存在。 

今年年前，我们又碰在一

起，我告诉他应该帮家人“三

退”。因他家人全是党员。我

说：“现在天在淘汰人，只有退

出共产邪党无神论组织，才能得

到神的保护，躲过劫难。”他只

是笑了笑。 

过了一段时间，他打电话急

着要和我面谈。见面后他说：

“通过这次疫情，我彻底明白了

你年前说的那番话，我整整思考

了一个月。你说的全都对，这次

疫情不是病毒是瘟疫，是天在淘

汰人。我明白后就把我儿子儿媳

叫回来，把你说的那番话讲给了

他们听，他们听明白了，答应退

出（三退）。” ◇ 

 

疫情中 
同学真的觉醒了 

▲从央视 播放的构 陷法轮功的
“天安门自焚”镜头中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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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悠闲的拎着灭
火毯，等他在镜头前喊完口号才
把灭火毯盖他身上。这不是演戏
又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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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书籍中 
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 
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
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
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
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
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
然而中共在迫害伊始就大量销毁
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
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
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成敏
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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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网】二零二一年彭州市

政法委和各级“六一零”、派出

所、街道、村镇、社区、居委会相

关人员，为执行中共邪党的所谓

“维稳、清零”的“政治任务”，

为创业绩，以“送温暖”、“敲

门”、“除名”、“销案”等借

口，肆无忌惮地干出违法犯罪之

事，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了疯狂的各

种迫害：骚扰、暴力强按手印、抄

家、绑架、拘留、判刑、偷拍采集

私人信息、恐吓、威胁学员家人

等。 

据明慧网消息报导的不完全统

计，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

三十一日，彭州市法轮功学员有

285 人次遭受迫害，迫害严重的地

区有天彭镇、蒙阳镇、隆丰镇，很

多学员被多次骚扰迫害，害得家属

担惊受怕，居无宁日。 

彭州市法轮功学员中，被骚扰

和强按手印的 202 人次，非法抄家

的 25 人次，绑架 45 人，非法拘留

的 7 人，非法判刑的 2 人，非法关

押看守所的 4 人，共计 285 人次。

另有 17 人未计入统计总数，分别

是绑架到彭州市“关爱中心”（原

市“六一零”办公室）进行迫害的

16 人，绑架到四川新津洗脑班迫

害的 1 人。◇ 

 

枚护身符，所谓证人证言都是警察

自问自答并由警察自行代签字。 

3、被控告人刘恩昱自说十一

月上旬刚从城东派出所调到雍湖派

出所顶替参与绑架及非法入室盗窃

的杨庆，其代签了所有证人、举报

人的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二日的在雍

湖派出所的问询签字。 

4、被控告人德阳市公安局政

治安全保卫支队队长王文武做出的

认定意见涉嫌构成伪证罪。 

为此，龚学良、王忠琼更新

了控告书，被控告人、相关公安人

员增加涉嫌伪证罪；检察院公诉人

黄斌涉嫌玩忽职守罪、徇私枉法

罪。控告事项包括：1.依法追究被

控告人王晓彬、龙林等警察涉嫌故

意伤害罪，非法搜查、非法侵入住

宅罪，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罪，

盗窃罪，伪证罪、诬告陷害罪、滥

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等的刑事责

任。2.依法要求被控告人立即取消

所谓“监视居住”并撤案，同时向

控告人赔礼道歉。3.依法返还从控

告人家中盗走的大法书籍等私人合

法财物。◇ 

 

【明慧网】四川省德阳市什

邡市八旬龚学良、王忠琼夫妇，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份依法控告参

与迫害他们的警察王晓彬、李佰

洋、黄明、杨庆、龙林、刘恩昱

等，控告书被什邡市检察院拒

收。与此同时，什邡市检察院伙

同什邡市公安局督察部门及被控

告人在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日一

周内快速违法立案起诉，并于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把编造

的冤假错案移送到什邡市法院。 

龚学良、王忠琼夫妇二零二二

年一月六日被什邡市法院书面告

知，监视居住半年，同时被告知什

邡市法院组成合议庭，由刑庭庭长

李开鲜任审 判 长 （ 手 机 号 码

13628076486）、书记员何兴茂、

书记员廖明三人组成，妄图加大

迫害两位老人。同时一起递达的还

有什邡市检察院的公诉书。 

什邡市检察院公诉人黄斌，

男，54 岁。黄斌作为本案检察院

审查起诉的承办人员，无视被控

告警察、公安侦查人员的诸多重

大违法犯罪行为等情况，不严格

审查案情，行使自己的法律监督

职能，明知龚学良、王忠琼夫妇

没有任何犯罪事实，却公然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徇私枉法，违

法起诉两位八旬老人，故意制造

冤假错案。 

龚学良、王忠琼已经向相关

单位控告追究公诉人黄斌的涉嫌

违法犯罪责任，同时，给相关机

构和部门递交回避申请书，申请

公诉人黄斌回避；请律师递交

“撤回起诉申请书”、《不适用

简易程序意见书》等。 

法轮功学员龚学良，一九三

七年出生，原工作单位：什邡市

环境保护局。妻子王忠琼，一九

四零年出生，原工作单位：什邡

市马井镇医院。夫妇二人于二零

二一年十月、十一月两次被绑架

和非法抄家。 

后得知，被控告警察为了达

到迫害龚学良、王忠琼夫妇的目

的，一方面自己作伪证，一方面指

使所谓证人作伪证，事实如下： 

1、被控告人雍湖派出所黄

明、杨庆违背事实，假称非法搜

查时带着两位控告人一起回家并

出示了相关的法律文书。 

2、被控告人假称有举报人于

九月二十九日收到控告人赠送的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