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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拘留所二、三个月后，又被绑架

到南坦收容站，刘福玺在南坦收容

站被关押了一、两个月后逃出。 

2000 年正月 12 日，原胶州市

南关办事处人员无故闯入张秀兰

家，将她绑架，非法关押了她七、

八天，后来将她家里的冰箱、彩电

等电器做抵押，才让张秀兰回家。

在张秀兰被绑架走后，刘福玺带着

女儿到北京上访，被胶州市阜安派

出所警察绑架回来，被关押在阜安

派出所的铁笼子里，之后又被绑架

到南坦收容站三、四个月，这之后

又被关入精神病院迫害了三个多

月，他被逼吃毒药。后又被非法关

进张家屯 610 洗脑班十多天，每天

强迫他看污蔑大法的录像、听攻击

大法的污言秽语，对他强行洗脑。

这一次总共关押了他七、八个月，

给他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2000 年 2 月底，张秀兰去看

望一位被非法关押在胶西镇政府很

长时间的大法修炼者，被胶西镇政

府非法扣押，被市 610 人员绑架到

公安局治安科非法审讯，张秀兰被

非法关押在村办公室里一个多月。 

2000 年 7 月份刘福玺被非法

关押在精神病院，  （转下页） 

2021 年 12 月 16 日，胶州中

云派出所四个警察谎称是物业人员

敲开张秀兰女儿的家门把她绑架，

张秀兰被劫持到普东看守所非法关

押至今。据律师观察，张秀兰精神

与身体状况很差，亟需出狱调养。 

张秀兰曾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

庭。丈夫刘福玺在市教体局、市纪

委当秘书，后停薪留职，开始自己

办公司做生意。1996 年他们夫妻

俩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刘福玺当秘

书期间所患的严重神经性偏头痛以

及胃病以及做生意后染上的烟瘾、

酒瘾不翼而飞；张秀兰的妇科病、

关节炎、让人挠心的阑尾炎等疾病

都好了。刘福玺修炼法轮大法后，

做生意不坑不骗，公司经济效益越

来越好。被迫害之前，他的公司每

年少说也有十几万的纯收入，他们

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富庶而惬意。 

1999 年 7 月份中共江泽民流

氓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张

秀兰一家遭到了残酷迫害，丈夫刘

福玺 2016 年张着嘴瞪着眼离世。

他们一家遭受的迫害概述如下： 

一、为大法说句公道话 屡遭绑
架关押 

1999 年 7 月 21 日，张秀兰一

家依法到北京上访为大法说句公道

话，十几天后，张秀兰和女儿回到

家中，发现五、六个刑警已经把他

们的家给包围了。刘福玺回家后，

警察立即将他绑架到了公安局，非

法关押了好几天。 

1999 年 9 月 8 日上午，刘福

玺写了要重新修炼的声明送到了胶

州市政法委。当天下午，公安警察

非法闯入他们家，将刘福玺夫妻和

张秀兰的妹妹，以及来他家串门的

三位朋友，绑架到市公安局治安科

刑讯逼供，三天三夜不让他们睡

觉，张秀兰被非法关押在南坦收容

站五个月之久。刘福玺被非法关押

【明慧网】一次次的被迫害，张秀兰无法象一般人那样安居乐

业，一声警笛都要让她的心象被揪起来一样的痛，她昔日健壮的身躯

日渐消瘦，挺直的腰板日趋佝偻，她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最终，她

不得不停止流离失所，在女儿家休养。可是还没等她身体有些许恢

复，迫害再一次降临到她头上。 

▲【明慧网】2022 年 5 月 13 日，是第 23 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暨大法弘传第 30 周年，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
师的华诞。来自大纽约及周边地区各族裔的法轮功学员约四千人，在曼哈顿中城最繁华的闹市区——四十二街
上，举行盛大游行庆祝，并表达对慈悲伟大的师尊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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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张秀兰领着女儿到北京上

访，被警察绑架，先是非法关押在

驻京办，后来被绑架至胶州市原南

关办事处，张秀兰戴着手铐，被逼

给办事处大院拔草，之后她被送到

胶州市拘留所非法拘留半个月，警

察并向她妹妹勒索了二百多元。 

2000 年 10 月份，为躲避迫

害，刘福玺、张秀兰夫妇租房居

住，仅住了几天，便衣就跟踪他们

的女儿，闯到了他们的租处。想到

前几次被迫害的惨状，刘福玺想从

窗户走脱以避开迫害，结果不小心

掉了下去，当时身体就不能动弹，

被送到了医院，昏迷期间仍有七、

八个警察看守着，后来又被强行送

入精神病院。后来，刘福玺、张秀

兰夫妇幸运地从精神病院走脱。 

为躲避迫害，他们夫妇俩辗转

外地，流离失所五年左右。 

二、流离失所期间，张秀兰的
家人承受不堪骚扰 

刘福玺、张秀兰夫妇流离失所

期间，他们的女儿时常被跟踪。为

获取他们的住处，胶州市 610 零人

员还经常到学校逼迫她交出她父母

的住址，同时胁迫校长逼问她，校

长在市 610 人员的威逼下，竟然强

迫她转学或停学。这给女儿幼小的

心灵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为找到刘福玺、张秀兰夫妇，

市 610、公安局还经常派人到张秀

兰家人那骚扰。大约 2001 年的一

天半夜时分，三十多名警察到张秀

兰母亲家砸门，听着不是好人敲门

声，老人没起来开门，不料警察竟

翻墙进入张秀兰母亲家，翻箱倒

柜，连个半米高的小柜子都得打开

看、盛粮食的缸也得查看一遍，吓

得老人两腿哆嗦个不停。 

还有一次也是一天晚上半夜时

分，四、五十个警察闯进张秀兰二

妹家，到处翻找，连后面盛杂物的

小房子都翻遍了，给家人在邻里间

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心理上形成

了很大的创伤。警察还天天到张秀

兰小妹妹家蹲坑，有一次被居民当

作小偷，警察不得以说“我们是来

抓刘福玺的”。 

三、警察随意闯入民宅，私开
民宅门锁 

刘福玺、张秀兰在流离失所期

间，张秀兰母亲跟孩子在一租住的

房子里生活，一天，门突然被打开

了。几名便衣进入张秀兰家，张秀

兰母亲愕然，问：“你们怎么进来

的？”那些人竟说：“你没锁

门。”老人说：“胡说，我刚送孩

子上学回来，关上门的。” 

还有一次，张秀兰家人听见有

人用钥匙开门，觉得不对劲，就把

门给反锁了，之后从窗户爬出去，

发现是几名便衣在开他们家门。 

四、张秀兰被绑架，丈夫刘福
玺离世 

多年后，张秀兰一家人过上了

定居生活。张秀兰找到了一份保洁

工作，刘福玺也偶尔打个零工，但

多年的迫害给他们造下了深深的阴

影，被迫害的思维在思想中挥之不

去，加上不时传来大法学员被迫害

的消息，刘福玺始终处于躲藏状

态，印象中无论严寒还是酷暑，他

走到哪儿都是戴着厚厚的头盔。 

多年的惊吓与被迫害，使他不

能尽到自己儿子、丈夫、父亲的责

任，他母亲去世后，刘福玺心愧不

已，及至他哥哥去世后，在他哥哥

坟前，看着旁边母亲的墓碑，他心

情难以平复，回到家就躺在了床

上，生活不能自理。坚强的张秀兰

不仅要干好工作养家糊口，还要伺

候丈夫吃喝拉撒，生活之艰难可想

而知。但她从不叫苦，在如此艰难

困苦中她不忘讲真相。 

2016 年 8 月 27 日，张秀兰与

大法学员一起张贴真相展板被绑架

（后以“监视居住”的名义被放回

家）。28 日凌晨一点左右，一帮

警察闯进他们家，不顾刘福玺瘫痪

在床不能自理，旁若无人，肆无忌

惮将家内翻了个遍，劫走大量私有

物品。 

刘福玺又惊又吓，身体状况急

转直下，过了不到 20 天，他就永

远的离开了人世，终年 59 岁。可

怜他离世时张着嘴瞪着眼，面对着

这样的迫害，他如何能安心阖上双

眼…… 

五、张秀兰再次流离失所，再
三被绑架 

为避免更大的迫害，张秀兰草

草处理完刘福玺丧事后就离开家，

又过上了流离失所的日子。形单影

只的她不仅要承受着刘福玺离世的

痛苦，还要躲藏着警察的搜查，辛

勤打工自食其力。即使这样，她还

是以大善之心向民众讲真相。 

2020 年 5 月 6 日晚，张秀兰

与妹妹在发放真相小册子时，被不

明真相的世人恶告，遭胶州阜安派

出所警察绑架。她妹妹遭非法关押

一天一夜后回家。张秀兰则于 5 月

7 日上午被中云派出所警察接去继

续非法关押，原因是 2016 年 8 月

份与同修挂展板时被中云派出所绑

架迫害，后被迫流离失所，2016

年 12 月份，中云派出所对她进行

了“网上通缉”，后因在疫情原

因，张秀兰被中云派出所非法关押

了四天四夜后，以所谓的“监视居

住”半年，释放回家。 

2021 年 12 月 16 日，胶州中

云派出所四个警察谎称是物业人员

敲开张秀兰女儿的家门，不由分说

把张秀兰绑架带走。可怜张秀兰的

母亲在精神恐吓下于次日离世。让

张秀兰终生遗憾的是她没被允许见

母亲最后一面，也未能尽孝女之职

送老母最后一程。张秀兰在中云派

出所被非法关押了几天，目前,被

非法关押在青岛普东看守所。 

曾经是多么令人艳羡的美满家

庭，在中共的残酷迫害下，如今，

一人撒手人寰，一人身陷囹圄，而

且身心俱伤，在此呼吁世界仁人志

士伸手援助，营救张秀兰出狱，不

要让悲剧再加剧。 

同时也忠告那些参与迫害者：

人在做，天再看，每个人的所作所

为上天都一笔一笔地记着，对法轮

功修炼者迫害的罪责最终将落在迫

害者自己头上，停止参与迫害，设

法弥补之前所为，才是自救的良

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