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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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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
局新任局长吴亚凡和政委王超
为捞取政治资本，争夺锦州市
公安局各分局办案数量第一，指
使国保大队大肆非法抓捕法轮
功学员和家属。目前参与迫害
的主要责任人已被家属控告，并
被海外“追查国际”组织立案
追查。 

【明慧网】自 2021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9 日的 23 天时间内，

以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国保大

队的大队长刘长杰、副大队长李

蕾为首的警察，伙同辖区内的派

出所，有预谋地非法抓捕修心向

善的法轮功学员和家属 18 人，骚

扰 4 人。目前仍有 9 人被非法关

押在看守所，有的已被非法批

捕，一人已被构陷至检察院；一

人被行政拘留后回家；8 人以取保

候审的形式暂时回到家中。 

迫害过程中，刘长杰、李蕾

等人采用了蹲坑、跟踪、诱骗等

非法手段抓人，他们大多不穿警

服，不出示身份证件和搜查证，

强行入室，抢夺私人物品和现

金，且不出具扣押物品清单。 

◎一天之内绑架九名老年法
轮功学员 

11 月 27 日上午 9 点左右，家

住锦州市凌河区的一名康姓法轮

功学员，由于户籍隶属于太和

区，被太和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警察抄家、绑架。就在康姓学员

被抄家过程中，法轮功学员张淑

媛到康家串门，当场被绑架，然

后太和公安分局警察索性就留在

康家蹲坑。 

至当天下午 5 点，警察在康

家又绑架了 8 名法轮功学员。这

些学员中，有的是去康家串门或办

事的；有的则是由于家人发现学员

一天都没回家，着急上火，就找到

另外的学员一起去康家寻找亲人，

结果到康家后全部都被扣押绑架。

被绑架法轮功学员大多数都是七八

十岁的老人，包括张淑媛和刘香莲

（81 岁）、胖王 （80 岁）、陈文

学（79 岁）、李淑芳（75 岁）、

张素琴（73 岁）、康姓法轮功学

员（70 多岁）、刘玉荣和金晓

梅。现陈文学、刘玉荣和金晓梅仍

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女子看守所，

其他法轮功学员被取保候审。 

◎郭淑芬观看真相被绑架 构
陷案已移交到检察院 

12 月 9 日晚 9 点左右，锦州

市法轮功学员郭淑芬，路过锦州市

北郊营盘药房时，见到电线杆上贴

有法轮功真相，就驻足观看。一个

不明真相的女人发现后，咬定真相

是郭淑芬贴的，恶意举报，北郊派

出所将郭绑架。 

当晚 10 点多，太和公安分局

国保大队的刘长杰、李蕾等十多人

暴力将郭淑芬家的门锁踹坏，闯入

家中非法抄家 3 小时，一些私人物

品和 12000 多元现金被抢，家人做

生意所用的打印机和电脑等物品也

被当作构陷郭淑芬的“物证”抄

走。随后家人被带到北郊派出所，

强迫做笔录到凌晨 3 点。12 月 21

日，郭淑芬被非法批捕，目前案卷

已经移交到凌海市检察院。 

◎古稀老人许清芳及亲属被绑
架、非法批捕 

12 月 12 日早晨，75 岁的法轮

功学员许清芳在锦州市葛王早市发

明慧台历时，被太和公安分局国保

大队蹲坑（预谋构陷讲真相的法轮

功学员）的便衣警察绑架，劫持到

大薛派出所。许清芳的女儿孟涛和

侄子许驰（未修炼法轮功）听到消

息后，立即到派出所与警察交涉未

果。许驰便赶回许清芳的住处，被

跟踪而来的警察绑架。孟涛被扣押

在派出所。 

12 月 20 日，孟涛和许驰被以

“销毁证据罪”非法批捕，许清芳

也被非法批捕。目前许清芳和孟涛

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女子看守所，

许驰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看守所。 

◎贾精文夫妇在家中被绑架 
12 月 19 日，锦州市法轮功学

员贾精文夫妇在家中被太和分局国

保大队李蕾等人绑架，贾精文被关

押在锦州市看守所，妻子付艳遭非

法行政拘留 9 天。 

另外法轮功学员张英玲、宋德

春在家中被李蕾等绑架，张英玲现

被非法关押在女子看守所。在这期

间还有一唐姓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太和区四名法轮功学员遭骚
扰、抄家 

12 月 17 日中午，在太和公安

分局的指使下，大薛派出所 4 个警

察到大薛街道兴隆社区李姓和冷姓

法轮功学员家骚扰。下午王姓和陈

姓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抄家，一些私

人物品被劫走。 

据不完全统计，自 2016 年 5

月以来，太和公安分局刘长杰、李

蕾等人积极执行中共的迫害政策，

主动充当打手，有预谋地绑架了辖

区内（包括波及到其它城区）的法

轮功学员及家属 53 人，其中非法

判刑 17 人，一年以上刑期（含一

年）14 人，最高刑期达 7 年，法

轮功学员李艳秋在监狱被迫害致

死；非法行政拘留 9 人；骚扰至少

13 人。 

善恶有报，天理公正。历史已

经给人留下了无数的警示：紧跟政

治风向如盲人骑瞎马，（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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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1999 年 7 月中共

迫害法轮功以来，各种谎言甚嚣尘

上，绑架、抄家、劳教、判刑、甚

至虐杀，给法轮功学员及家人带来

了无法估量的巨大苦难，也给参与

迫害的各级官员带来了无法逃脱的

现世报应。20 多年来，锦州地区

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人数，粗略

统计已达 345 人，因为信息的来源

不畅通，以及中共的封锁，报道出

来的只是冰山一角。 

下面回顾的是近一年间，锦州

地区因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各级

官员遭恶报的情况。 

◎王立科，男，曾任锦州市公

安局副局长。期间锦州地区至少

500 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

数十人被迫害致死或致残。2020

年 10 月 24 日大陆消息，已升任江

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

厅厅长的王立科涉嫌严重违法违

纪，主动投案自首。 

◎刘武仁，男，原锦州市公安

局副局长，曾任北镇市政府副市

长、公安局局长。他在锦州市公安

局任职期间，采用跟踪、蹲坑、电

话监控定位等手段迫害法轮功学

员，使众多法轮功学员遭绑架关押

和勒索巨额钱财，锦州地区有 22

人被迫害致死；72 人被非法判

刑。2021 年 4 月 15 日，刘武仁涉

嫌严重违法被查。 

◎杨德顺，男，原锦州市中级 

法院副院长。他在主管刑事案件的

上诉案审查工作期间，经手了近

80 起锦州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的

上诉案，他指使当事法官将所有法

轮功学员的上诉案件全都判处了

“维持原判”。2021 年 4 月 16 日

杨德顺涉嫌严重违法落马。 

◎胡斌，男，原北镇市公安局

局长、北镇市副市长。十年间北镇

市法轮功学员中至少有 40 人被绑

架，20 人非法被拘留，4 人被非法

判刑。2021 年 5 月胡斌涉嫌严重

违纪违法被查。 

◎康赢健，原太和区法院院

长，曾任锦州市黑山县法院院长。

他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罔顾

事实和法律，诬判多名法轮功学

员。仅在太和区法院不到四年的时

间里，就有 15 名法轮功学员被非

法判刑，其中一人被迫害致死，五

年以上刑期（含五年）的 4 人。

2021 年 5 月被辽宁巡视组约谈

后，康卧轨自杀。 

◎赵难，男，原义县县委书

记。他在各种会议上叫嚣：“把法

轮功都送监狱去！”任职期间，抓

捕法轮功学员 254 人次，致 72 人

被劳教，71 人次被绑架到洗脑

班，148 人被勒索现金达 589277

元。结果他本人因贪腐被举报判

刑，出狱后晚年凄惨，2021 年 6

月赵难从自家住所锦州万通公寓

20 楼跳楼自杀身亡。 

◎王凯，男，曾在北镇市、龙

栖湾新区、滨海新区和凌海市等地

任公安局局长。他每到一处，作恶

一方。在北镇市期间，有两名法轮

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一人精神失常，

非法拘留人近 200 人次，非法劳教

几十人次，勒索侵占的法轮功学员

财物总额高达 142 多万元，且不开

收据；任凌海公安局局长时，骚扰

200 多人，绑架 45 人，非法拘留

17 人，非法判刑 7 人，勒索抢劫

钱财物至少七八十万元。2021 年 4

月王凯涉嫌严重违法接受调查。 

◎杨玖英，女，锦州前政法委

书记，在其任职期间，部署绑架监

禁上百名法轮功学员，给这些修炼

者及家庭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她还

恐吓本市律师不许给法轮功学员辩

护。2021 年 8 月 23 日杨玖英的丈

夫薛恒（辽宁省原政协副主席）因

贪腐投案自首，她本人及相关亲属

也都被审查。 

◎尹逊，男，原锦州锦粮集团

董事长。曾任古塔区政法委书记，

在任职两年多的时间里，尹逊策划

绑架近 20 名法轮功学员，6 人被

非法判刑，2 人被迫害致死，多名

学员被勒索巨额钱财。2021 年 9

月 2 日尹逊因涉嫌违法被查。 

这 9 人表面上是因为他们的贪

腐而被查处，实则是因为他们迫害

修心向善的修炼人，被神明用人间

的方式予以惩治。前车之辙，后车

之鉴，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足以

警醒那些还在为虎作伥，继续以执

行上级的命令为借口而对法轮功学

员行恶之人。希望锦州的各级官

员，尤其是政法委和公检法人员，

能守住心底的良善，选择正义与良

知，三思而后行，不再重蹈覆辙，

从而得到上天的护佑，为自己和家

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接上页）盲从的结果最终只能是

害了自己。悬崖勒马、亡羊补牢尚

有一线生机。希望太和公安分局局

长吴亚凡和政委王超、国保大队的

刘长杰、李蕾等人，不要再继续追

随中共迫害善良，违法办案必将受

到法律的追究。愿参与迫害的官员

认清打压法轮功的违法性，给自己

留条出路，否则失去的不仅仅是功

名利禄，而是生命的永远！◇     

相关责任人信息： 

一、锦州市市公安局局长：张猛 

锦州市政法委书记：姚国民

13941630812，0416-2126348 

太和区政法委书记：姜文韬 

二、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 

局长：吴亚凡；政委：王超 

国保大队长：刘长杰 

副大队长：李蕾（男） 

13940696877，0416-5165688 

吴亚凡        李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