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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胶州市黄玉强被持续骚扰 

近期，青岛胶州市公安北关派

出所张姓警察通知法轮功学员黄玉

强的家人去派出所，要在公安构陷

的所谓的证据上签字，被家人拒绝

后，警察气急的说，要把迫害黄玉

强的案子送检察院。 
5 月 31 日，胶州检察院人员

联系家人去检察院，要在所谓的

“取保候审”上签字，检察院人员

说 6 月 8 日迫害黄玉强的案子就

送到黄岛检察院，由黄岛检察院那

边负责（具体实施迫害） 

青岛市刘凤娥被非法批捕 

2022 年 5 月 5 日上午 8 点

多，青岛市西海岸法轮功学员刘凤

娥路经铁山路遇一年长男子，给他

讲法轮大法美好的真相和三退保平

安等真相内容，边走边讲，此人很

认同讲的真相。在走到税务所门前

时，路边停着一辆白色轿车，从车

里出来一青年男子抓住刘凤娥不撒

手。刘凤娥给他讲真相，劝善，他

不听。此人是警察，他开的车里有

警服。20 分钟后，来了警车将两

人拉到铁山派出所，刘凤娥当天被

拘留在铁山派出所，被非法关押十

多天，期间，警察三次去刘凤娥家

非法抄家。  
5 月份，刘凤娥已被非法批

捕。被所谓“取保候审”，刘凤娥

在 5 月 17 日晚上 7 点多回家。  

青岛市毕继全被绑架、抄家 

2022 年 5 月 30 日上午 10 点

半，青岛西海岸法轮功学员毕继全

被警察绑架、被非法抄家，共有六

个警察，都身穿便衣。毕继全身体

出现病状，倒地抽搐，被送到中医

院急诊。  

青岛市徐衍忠、焦廷娥夫妇非
法开庭 

2022 年 5 月 23 日上午，黄岛

法院对胶州市法轮功学员徐衍忠、

焦廷娥夫妇非法开庭。 
2021 年 6 月 2 日，胶州市公

安局出动百名警察大肆绑架当地法

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于柏清、宋

桂芹、高秀娥、黄玉强、纪金睦、

王瑞莲、王瑞兰、张美香、宋继

花、庄作杰、赵有芹、焦庆娥及其

丈夫徐衍忠等 20 多人被绑架。 

其中，于柏清、徐衍忠、纪金

睦被非法批捕，被非法关押在胶州

杜村看守所。之后，在胶州公安局

国保大队的操控和构陷下，警察将

于柏清、徐衍忠、纪金睦的案子转

往黄岛检察院、法院迫害。  
2022 年 3 月 18 日上午，青岛

市黄岛区法院使用远程视频非法庭

审于柏清，于柏清为自己无罪辩

护，有条有理的讲了一个多小时。

律师也从多个方面做了无罪辩护。 

律师对对公诉人构陷于柏清的

所谓“团伙案”罪名，进行质疑，

予以驳斥。并指出当事人信仰法轮

功是符合宪法规定的信仰自由、言

论自由，是公民的合法权利。 

2022 年 4 月 15 日，于柏青被

青岛市黄岛法院枉判八年重刑，并

勒索罚金五万元。 

青岛孟凡琴仍被非法关押  

青岛市市南区法轮功学员孟凡

琴，在 2022 年 2 月下旬，在街上

发法轮功真相资料中，被不明真相

的人举报，被市南区八大峡派出所

警察绑架。孟凡琴现仍被非法关押

在青岛市市南区常州路 32 号青岛

市“法制教育基地” (实为强制洗

脑班)，已三个多月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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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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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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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的殊
胜场景。台湾是除中国大陆外，
修炼法轮功人数最多的地区，约
有 50 多万人。1000 多个炼功点
遍布 300 多个城镇。社会各个阶
层都有人修炼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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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 

感恩师父救了我的命 

我从小就生活的很苦很累。我

参加工作不久就支内到外地（小三

线），那里生活环境差，生活条件

困难。我喝过被电镀污染过的水，

得了慢性乙肝，久治不愈，还有胃

病、关节炎、神经衰弱、偏头痛

等，四处求医，钱花了不少，病却

越来越多。 

1999 年，我去医院做肠镜检

查，医生确诊我得了直肠癌，已到

中晚期。我做了手术后，医生说还

要做八次化疗。痛苦的化疗了六次

后，我有幸修炼法轮大法了，停止

了化疗。患癌症后，我为了寻求精

神寄托，参加了癌症俱乐部，有了

几个同病相怜的朋友，不久都去世

了，只有修炼法轮功的我，健康快

乐活着。师父救了我的命。  

我是在 1999 年 5 月底开始修

炼法轮大法的。一次，我与癌症俱

乐部的两个人到一个园林去游玩，

看到在大门的左右两边各有三、四

十人围成一圈正在打坐。有个人过

来问我是否想炼功？我说：“我是

个重病人。”她说：“你看我，现

在咋样？”得知她患过乳腺癌，炼

了法轮功后病好了。我看到她的确

很健康，我当时就决定要炼法轮

功。炼功不几天，提不起精神的我

就感觉全身“通”了，人不闷了，

不压抑了！有愉悦和舒畅感受。  

第二次，我去炼功点学第五套

功法，盘腿打坐，我打坐了四十分

钟。回家后，我津津有味美美的吃

了一顿晚饭，吃了一大碗面。这可

是多少年没有的事了，自从患乙肝

后，特别是得了癌症，吃饭对我来

讲是件痛苦的事，然后我就去睡觉

了。这一睡就是三天三夜，多年来

对于我这个经常整夜不眠的人来

说，能沉沉的睡上一觉，都不敢奢

望！然而我仅仅是盘腿打坐了四十

分钟，我就能美美的吃、美美的

睡，我亲身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 

第三次到炼功点是七月份，听

说：不允许再在这里炼功了。 

1999 年 7 月 20 日，中共江泽

民集团全面公开残酷迫害法轮功。

而此时我修炼法轮功不足两个月，

只去过炼功点三次，就失去了合法

的修炼环境。 

大法化解了我与哥哥的积怨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中共搞

上山下乡，我哥哥无奈去了新疆。

哥哥认为，因他去了新疆，弟弟妹

妹得以留城里，就认定家人都欠他

的，做一些不考虑家里经济承受能

力的事情，给父母造成极大的经济

压力。母亲身体不好，为了他能从

新疆返回上海，到处奔波。他从新

疆回来后，根本不关心母亲，只顾

忙着为自己搞顶替。他与弟弟争房

子，吵的不可开交。他逼我把一直

在父母家的我女儿的户口迁出去，

把他女儿的户口迁进来，这样他独

占父母的拆迁房。凡家里的利益他

都要占着，可尽孝的责任却与他无

关，父亲住院开刀，他根本不管。

我不满他自私、没有孝心，积怨成

恨，与他二十多年不来往。 

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按照真、

善、忍的标准为人处世，一个修炼

人怎么能去怨恨别人呢？何况还是

自己的亲人？我以大善之心待哥

哥，与哥哥相处，渐渐的恨没了，

怨也没了！我感受到内心升起的慈

悲祥和，大法化解了我与哥哥二十

几年的积怨。 ◇文/上海大法弟子 

 

化解了我和哥哥的积怨 

2002 年6 月，一块距今两亿七

千万年的巨石，在贵州省平塘县掌

布乡被发现。巨石断面上有排列整

齐的六个大字“中國共產党亡”， 

其中“亡”字特别大。 

经专家考察鉴定，这六个大字

是天然形成的，没有任何人为加工

的痕迹，堪称世界奇观。当时国内

一百多家媒体，包括《人民日

报》、中央电视台、《光明日

报》、《科技日报》、 新浪网、

东方网、新华网等，都有报道与专

题,网上也能搜索到相关照片，当

然，它们都不敢提 后那个字。 

国家级地质公园还把其照片印

在门票上（右下图），从图片上

看，“亡”字清晰可辨。 

亿年巨石崩裂，突现标语“中

國共產党亡”，这能是偶然的吗？ 

其实,世界上各个民族与国家

流传的许多预言，都讲了中国共产

党的产生与灭亡，预言天要灭中

共，以及天灭中共时其追随者将被

一同毁灭的可怕惨景！ 

这是不是上苍在用“实话石

说” 的方式警示人们，天灭中共

的大灾难正在降临呢? 

因此“退出党团队”保全性命

也成了历史的必然。 

到2022年4月29日，已有超过

三亿九千万中国民众突破中共的封

锁，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

共的党、团、队组织（三退）。◇ 

 

“藏字石”石话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