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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市法轮功学员许鉴群
被绑架、抄家已回家  

9 月 17 日，四川成都市法轮

功学员许鉴群，到芳草东街发放翻

墙软件时，被街边收汽车停车费人

员恶意举报，被绑架到芳草东街办

事处、派出所处，并被非法抄家，

家中所有大法书籍、师父法像及其

它用品均被抄走，许鉴群当天下午

回家，但被高新区公安分局强行

“取保候审”。 

曝光四川成都彭州市繁江派出
所及关爱中心对陈贵芬的骚扰 

9 月 28 日晚上 8 点左右，彭

州市繁江派出所警察：李道银、曾

强、赖雨 3 人到法轮功学员陈贵芬

家骚扰，劫走师父法像、大法资料

等。威胁陈贵芬签字，说不签就送

拘留所关起来。 

9 月 30 日，繁江派出所 3 个

警察将陈贵芬强行拉到派出所，来

了彭州市关爱中心人员田顺洪等 3

男 1 女，叫陈贵芬签不炼功的转化

书，陈贵芬不签。陈贵芬给他们讲

真相，警察将她讲的话记录下来，

然后念给陈贵芬听，让她在上面按

了手印。 

四川省成都市陶丽花被龙泉驿
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 

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七日，四川

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陶丽花被龙泉

驿区怡和派出所绑架。怡和派出所

的警察还在其家蹲坑守了几天。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七日，陶

丽花被龙泉驿区检察院非法批捕，

被龙泉驿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

月。二零二一年六月九日，陶丽花

被非法劫入成都女子监狱六监区迫

害。 

四川省成都彭州市法轮功学员
林晓君被骚扰 

9 月 14 日下午，大队书记黄

丹和赵丽、网管员樊秀，到法轮功

学员林晓君家中骚扰。 

关于 2003 年成都市新津县
法轮功学员丁峰被新华劳教所迫害
致死的一点补充 

法轮功学员丁峰，男，2003

年二十九岁，家住成都市新津县。

2000 年 11 月，丁峰进京上访，证

实大法，被新津县公安局非法劳教

两年，并被当地银行无理开除工

作，强行收回一套住房。面对如此

的迫害，有的说：你工作没了，房

子也没了，你还是别修炼了。丁峰

坚定的说：我不会放弃修炼大法

的。2003 年 2 月，丁峰被劫持到

四川新华劳教所，遭到劳教所恶警

残酷迫害。2003 年 2 月，丁峰打

着吊瓶被送回家，当时头上有一个

洞，已奄奄一息，神志不清，家人

也不认识。当闻讯赶来看望的亲戚

站在他面前时，他也不认识了。家

人问及头上的洞是谁打的，丁峰只

是呆呆地望着家人不说话。 

丁峰回家两天后离世。父亲被

这巨大的悲伤一下击垮了身体，一

个星期后，也去世。 

四川乐山法轮功学员王国凤、
刘老太太被非法抄家 

9 月 8 日上午， 四川乐山绿

心路派出所四个警察（3 男 2

女），闯进法轮功学员王国凤（女 

74 岁）家里，说她邮寄真相信被

摄像头录上了，把师父法像和大法 

书（48 本，在王国凤的强烈要求

下，留下了《转法轮》）全部抄

走，然后把王国凤带到乐山绿心路

派出所审讯，当天被放回家监视居

住。 

9 月 9 日，刘老太，八十岁左

右,被非法抄家 ，邮寄真相信被摄

像头录上了，情况不详。◇ 

 

 

有人可能不明白：法轮功学

员明知恶党迫害这么严重为什么

还要冒险去发资料、讲真相？ 

因为法轮功蒙受千古奇冤。

身心受益的法轮功学员怎能不说

一句良心话呢？法轮功教导人与

人为善，自己受益了想让别人也

受益，因此法轮功学员要告诉人

们法轮功的真相。 

“善恶有报”是天理。在善

恶是非面前不存在中立，无视恶

人迫害善良就是对恶人的纵容。

当邪恶猖獗时，天下还有太平之

日吗？法轮功学员发资料、讲真

相，是为了让善良的人们不要在

被蒙蔽中做出令自己追悔莫及的

事、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被迫

害的真相，清醒地坚守自己的良

知善念，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

另外，修炼人无私无我，看到灾

难来临时，邪党在操控人、欺骗

人，甚至把人带向绝路的时候，

他（她）们能忍心坐视不管吗？

为了帮人、为人解难，即使冒险

也得把真相讲出来。为了你，为

了你生命的永远,为了让更多的

人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走向美好

的未来，法轮功学员义无反顾地

向人们不断地讲述着法轮功被迫

害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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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四

川报道）据中共官媒二零二一年九

月三十日报导，原四川省“防邪办

（610 办）”政策研究处处长、遂

宁市“防邪办（610 办）”主任、

现任四川省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邢林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被查。 

邢林从一九八九年开始在四川

省公安厅一处工作，二零零一年八

月开始，曾历任四川省公安厅国保

总队一支队教导员；四川省公安厅

610 办公室行动队队长、遂宁市公

安局副局长、市委防范和处理邪教

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四川省

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

公室政策研究处处长、四川省委防

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涉外工作处处长。中共是崇洋媚外

的邪教，长期摧残中华儿女。 

四川省是迫害法轮功学员严重

的省份之一，而遂宁市又是四川省

迫害法轮功 严重的城市之一，邢

林长期在迫害法轮功的要害部门的

要害岗位，对任期内法轮功学员遭

受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其落马只是报应的开始。 

以下简述邢林对法轮功学员残

酷迫害的部份事实。 

一、 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五
年十二月邢林任四川省公安厅国保
总队一支队教导员、610 办公室
行动队队长期间。 

四川省至少十一名法轮功学员

被国保和警察直接迫害致死： 

◎吴明忠，男，三十九岁，本

科毕业，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电子

路七分厂职工。二零零二年，吴明

忠被新都国保非法抓捕，被打伤致

残。后新都公安说吴明忠已死，但

未见遗体。 

◎胡红跃，女，四十五岁，成

都市新都县油泵油嘴厂职工。二零

零二年九月二十八日，胡红跃在成

都府南河边失踪。二零零二年十一

月，胡红跃的单位接到公安局通

知，称胡红跃已死亡。警察只是出

示了一张胡红跃的照片，对她的亲

属和单位说是“饿死的”。二零零

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胡红跃的遗体

被强行火化，亲属与单位均不让见

遗体。 

◎段世琼，女，三十四岁，家

住重庆市渝铁村四十九号，原重庆

铁路分局客运段列车乘务员。二零

零三年九月十六日凌晨三点，段世

琼惨死在成都青羊区医院。段世琼

的丈夫赶至医院，看到的不是自己

的妻子段世琼，而是不认识的老妇

遗体。 

◎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上

午，彭方建在家中被遂宁市仁里镇

派出所恶警饶军、镇“610”头目

袁小林、“610”成员胡宗成、镇

法制办张康平等人绑架至仁里镇派 

出所非法关押。期间，派出所所长

段守昆向其家人索要五万元钱就放

人。家人因拿不出那么多钱，三天

后，彭方建被转至灵泉寺看守所非

法关押。二零零三年二月十日，彭

方建被虐杀。 

二零零三年二月十一日，村干

部通知彭方建的家属去见遗体，结

果彭方建的遗体被连夜拉到了火葬

场。家人去后，见到彭方建的遗体

面部青肿，头上有严重的伤口和残

留的血迹。两眼圆睁，面部表情呈

极端痛苦状，张大着嘴，双手伸

直，呈紧握拳状，后脑头皮有淤

斑，脑后有一个大洞，没看见背

部。彭方建遗体是被恶警从看守所

的地下室拖出来弄上车的。 

◎张卓，男，三十二岁，生前

系四川省乐山市农业局干部，一九

九一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二零

零二年六月七日下午，张卓被绑架

到乐山张公桥第二派出所。第二

天，就惨遭恶警凶残虐杀（疑被活

摘器官），遗下六岁孤儿。 

张卓死亡当日，警方不准亲属

去看遗体，并要马上火化。在亲属

极力反对下，才没立即火化。四天

后，亲属方见到张卓的遗体，显然

已被“美容”过。但亲属还是从 

张卓的鼻孔、耳朵等处发现有少量

血迹，而牙缝里的血迹却一眼即可

见到，一只手背上还有一块暗红色

的血痕。很显然，张卓生前曾被暴

力袭击过。 

◎张川生，五十二岁，原成都

大学经济与法律系讲师。二零零二

年新年前夕，张川生被成都大学领

导勾结成都驷马桥派出所将他强行

抓走，非法关押在成都市看守所。 

仅过了几天，正月初四晚十一

点，张川生的家人就接到驷马桥派

出所通知“张川生因心脏病于二月

十五日上午九时死亡”。张川生的

遗体令人触目惊心：脸青黑紫肿，

脸边嘴角血痕斑斑，脖子上有二指

宽青紫色深度勒痕。警察恐吓张川

生的家人说：“谁敢说出张川生的

死因，他全家人都别想活了！” 

◎王仕泽，男，五十九岁，巴

中市巴州区人，生前从事手工业个

体工作。王仕泽因在监狱里坚持修

炼，多次遭到恶警的毒打。二零零

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巴州区国保大

队恶警何某用穿着皮鞋的脚对着王

仕泽的全身和头部猛踢数脚。之后

不久，王仕泽离开人世。后来国保

谎称王仕泽是上厕所时脑溢血致

死，未告知家属就自行火化了王仕

泽的遗体，还毫无人性的向家属要

丧葬费。 

二、二零零五年十二月至二零
一二年二月，邢林任遂宁市公安局
副局长、市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期间。 

（一）、四川省遂宁地区二零

零九年至少有四十五名法轮功学员

被绑架、抄家、关押，至少有三名

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约三人遭

非法判刑，两人遭非法劳教。 

（二）、二零一一年，遂宁市

绑架洗脑关监二十七人，李廷芳被

洗脑班迫害致死。 

（三）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遂

宁六一零洗脑班为发财绑架法轮功

学员，近半年迫害十七人。（节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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