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网】曹裕江，男，一九

六二年七月出生，汉族，湖北省大

冶市人。二零零六年七月至二零一

一年九月，任中共武汉市汉南区委

副书记、区长、区委书记；二零一

一年九月至二零一五年一月，任武

汉市汉阳区委书记；二零一五年一

月至二零一七年一月，任中共武汉

市东西湖区委书记；二零一七年十

一月任中共武汉市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现任中共武汉市委政法委书

记。 

曹裕江自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任

武汉市政法委书记以来，积极追随

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

推动迫害政策。二零一八年三月，

中共将“六一零”办公室（中共专

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划归为

中共政法委的一个职能部门后，曹

裕江以“调研”的名义亲自主导并

部署武汉市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使武汉市政法委成为操纵武汉地区

（十三个行政区、两个经济开发

区）“六一零”办公室及公、检、

法、司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

首。 

二零一八年五月，曹裕江来到

市委防范办（即“六一零”办公

室）所谓“调研”，声称要围绕

“有效转化、有力打击、创新突

破、走在前列”全面推进，打造在

全国叫得响的所谓武汉品牌，致使

二零一八年当年三十名武汉法轮功

学员被非法判刑，近一百名武汉法

轮功学员被绑架。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曹裕江任职政

法委书记四年间，据明慧网消息不

完全统计：武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

达九百八十二人次。其中：八人被

迫害致死离世；七十八人被非法判

刑；至少一百二十二人被洗脑班迫

害；一百零六人被非法拘留；三百

八十七人被绑架、非法抄家；二百

四十九人被骚扰、非法抄家、流离

失所；六人被取保候审；二十六人

遭经济迫害，十四人被非法停扣工

资、养老退休金；六人遭绑架后被

抢走现金四十万元；一人被非法开

除工职。给法轮功学员造成了巨大

的经济损失。 

犯罪事实简述 

二零一八年，曹裕江以调研名

义亲自主导、部署武汉市对法轮功

的迫害。据明慧网消息不完全统

计，二零一八年，武汉市至少三十

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十一人

被勒索罚金三万九千元。其中，黄

陂区的祝亚、新洲区的王齐花被非

法判刑高达八年，祝亚被(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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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汉洪山区花山张慧琼

被“取保候审”回家 

武汉洪山区花山法轮功学员

张慧琼因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

人恶告，武汉洪山区花山派出所

警察根据监控录像查出其住处。 

2021 年 12 月 23 日，武汉

洪山区花山派出所警察协同社区

工作人员敲门，进门后非法抄

家。将电脑、打印机、手机、大

法书籍及真相资料抄走，并将张

慧琼绑架至花山派出所。当天晚

上将其转入武汉第一拘留所非法

行政拘留 15 天。 

2022 年 1 月 7 日 15 天行政

拘留期满，武汉国保和洪山区花

山派出所以案件转为刑事案件为

由企图强行将张慧琼转入武汉第

一看守所，因张慧琼未接种新冠

疫苗，被武汉第一看守所拒收。 

2022 年 1 月 8 日上午，洪

山区花山派出所警察绑架张慧琼

至武汉洪山区花山社区医院，企

图逼迫她接种新冠疫苗，未果

后，花山派出所警察携带张慧琼

本人不愿接种疫苗相关视频，再

次试图将其转入武汉第一看守

所，被武汉第一看守所拒收。 

2022 年 1 月 8 日下午，张

慧琼被取保候审放回。 

武汉市青山陶姓男法轮功学

员被警察带走 

家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七星

花园的陶姓男法轮功学员一月七

日夜晚在外面发资料，回家时被

派出所警察跟踪到家，当时就抄

家并把人也带走了，据他妻子

说，估计是工人村派出所的警

察，他妻子说有一大群人抄家。 

 

武汉新闻简讯 
2021 年 9 月 11
日，欧洲的部
分法轮功学员
在巴黎大型集
会和游行，要
求中共立刻停
止对法轮功长
达 22 年的迫
害。 
 



 

 

 

  

 

 

 

 

 

 

 

 

 

 

  

 

 

 

  

  

  

 

 

 

 

 

  

  

（接上页）勒索罚款两万元；二十

五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逮捕、庭

审；八十七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非法拘留、强制洗脑；还有许多法

轮功学员被骚扰。 

二零一八年，中共武汉市政法

委、防范办（“六一零”）还多次

举办洗脑宣传活动；武汉市“六一

零”还要求全市各单位登录邪恶微

信；以金钱引诱、唆使市民“举

报”法轮功学员，奖金为一百至五

千元。网格员、信息员已覆盖全市

各个角落。 

二零一九年，借用“武汉军运

会”加剧迫害。大肆绑架、骚扰、

非法关押、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

根据明慧网信息不完全统计，二零

一九年至少有一百五十名法轮功学

员遭到迫害。九十人遭绑架；五十

七人被骚扰；二十人被非法抄家；

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三十一人、看

守所二十六人、安康医院二人、洗

脑班至少三十人；被非法判刑十六

人；另有十八人被非法批捕、非法

庭审；四人遭迫害含冤离世。经济

迫害造成法轮功学员家庭的损失超

过百万元。 

二零一九年，中共武汉市政法

委印刷洗脑宣传品在社会上大量散

发，毒害众生。将纸扇、手提袋等

印上洗脑内容，通过社区人员在社

会上大量散发。一些社区出现洗脑

宣传的橱窗、展板；一些学校也出

现所谓“校园反×教安全知识”

（注：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的展

板。 

二零二零年，中共病毒（武汉

肺炎）在武汉爆发，并迅速蔓延全

球，使武汉成为举世闻名的城市。

即使瘟疫“封城”，中共武汉市政

法委也没有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

害。根据明慧网信息不完全统计，

二零二零年，两人遭迫害含冤离

世；十六人被非法判刑；另有六人

被非法庭审；七人被非法构陷至检

察院、法院；至少五十人遭绑架；

至少五十六人被骚扰。 

二零二一年，武汉市政法委、

“六一零”在执行中共邪党对法轮

功学员的所谓“清零行动”迫害

中，为达到其所谓“清零”迫害的

邪恶目的，利用邪恶的洗脑班强制

洗脑显得尤为疯狂。据明慧网报道

的不完全统计，二零二一年，武汉

市法轮功学员遭受各种方式的迫害

达四百六十人次。其中：一人被迫

害含冤离世；十六人被非法判刑；

九十二人被非法关洗脑班遭强制洗

脑；四十七人被非法拘留；一百六

十人被绑架、非法抄家；一百三十

六人遭骚扰、非法抄家；五人被非

法取保候审；三人遭经济迫害。 

二零二一年，中共武汉市政法

委多次举办洗脑宣传活动。印刷洗

脑宣传品在社会上大量散发。比

如：将印有“崇尚科学，反对邪

教”（注：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

的围裙，在社会上大量散发给经营

商户、社区居民。 

◎武汉市汉阳区法轮功学员万

大久女士，遭四年冤狱迫害，二零

一九年四月十二日出狱。回家才半

个多月，二零一九年五月六日，再

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江

汉区玉笋山洗脑班，遭强制洗脑迫

害。回家后不知吃喝拉撒，神智不

清，疑被药物迫害，于二零一九年

十月含冤离世。 

◎硚口区法轮功学员危有秀，

女，一九四八年出生。二零一八年

六月二日，危有秀在武汉市中山公

园被强行带走，被非法抄家。后被

关进武汉市第一看守所一年多。有

人看见她被迫害得骨瘦如柴，走路

都要人扶。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五

日，她家里接到通知说，危有秀死

了，恶人给的理由是她有白血病。

试问一个好好的人，怎么被（中

共）非法关了一年，就成了白血病

了呢？这分明是被邪恶虐待死的。

连危有秀的街坊都说共产党好话说

尽，坏事做绝。 

◎祝亚，女，五十四岁，家住

黄陂区前川街。二零一七年四月二

十五日早上七点半，祝亚去买菜，

被楼下蹲坑的便衣警察拦截、抄

家、绑架。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被非法庭审，律师作了有理有据的

无罪辩护，祝亚也自辩无罪。同年

七月十七日，黄陂区法院秘密诬判

祝亚八年，被勒索罚款两万元。 

◎王齐花，女，六十六岁，武

汉市新洲区旧街法轮功学员，二零

一七年七月十三日被新洲区国保大

队绑架到蔡甸区玉笋山洗脑班。几

天后被转移到武汉市第一看守所非

法关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日，被

武汉市新洲区法院冤判八年。 

◎吴元丑，八十二岁，武汉市

青山区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九

日，被武汉市武昌区法院非法开

庭。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被非法

判刑三年，被勒索罚款三千元。 

◎徐慧明，女，武汉市法轮功

学员。二零一九年四月十八日上午

在家附近被派出所、国保警察绑

架、构陷，后被非法判刑四年，她

上诉。二零二一年三月武汉市中级

法院维持非法判刑四年的原判。之

后徐慧明被秘密送到什么地方，关

在哪里，无人知晓。后来，徐慧明

的丈夫多处打听，才大概知道徐慧

明被关在武汉市江汉经济开发区江

达路（常青公园附近）的一个监狱

里。至今徐慧明的丈夫也未见到

她。 

◎武汉沌口经济开发区法轮功

学员刘见群，二零二零年九月九日

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

看守所。二零二一年十二月，被武

汉沌口经济开发区法院非法判刑七

年半。 

根据明慧网信息不完全统计，

二零一八至二零二一年，武汉法轮

功学员被非法关押洗脑班、遭强制

洗脑至少一百二十人，二零二一年

尤为严重。 

二零二一年武汉市政法委、

“六一零”在执行中共邪党对法轮

功学员的所谓“清零行动”中，利

用邪恶的洗脑班达到其所谓“清

零”迫害的邪恶目的，致使全市各

区洗脑班死灰复燃，多达十五个洗

脑班，至少有九十名法轮功学员被

非法关押洗脑班、遭强制洗脑。武

汉成为二零二一年全国洗脑迫害最

严重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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