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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市原公安局长于松岩遭恶报获刑14年半 
【明慧网】据二零二一年八月

大陆消息：山东泰安市中级法院一

审公开宣判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原党组成员、副厅长于松岩受贿一

案。对被告人于松岩以受贿罪判有

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罚人民

币四百万，扣押在案的赃款赃物依

法没收、上交。表象是受贿贪污，

实则因迫害法轮功遭到了恶报。 

于松岩，男，一九六四年七月

生。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八年任山

东德州市公安局局长（二零一五年

任副市长），于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调离。 

在这七年间，于松岩积极追随

贯彻执行中共邪党江泽民的“名誉

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

灭”灭绝政策，对当地法轮功学员

实施绑架、抄家、入室抢劫、敲诈

勒索、跟踪监视、蹲坑、洗脑、酷

刑折磨、非法判刑等迫害，还给法

轮功学员车上安监控仪，冒充收费

人员骗开门实施迫害等，导致法轮

功学员大量私人财物，被抢劫。至

少 75 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10 人

被非法判刑，81 人被拘留，勒索

钱财高达 136200 元，迫害致死一

人，含冤离世一人。 

下面仅举部份迫害实例。 

1、二零一三年，绑架十三人，非

法判刑三人，抢劫勒索十三万一

千二百元。 

二零一三年九月七日，德州市

公安局国保大队张希坤、刘大伟、

段慧娟等人至少三辆警车尾随并一

路录像，绑架了六名法轮功学员：

程碧、刘玉秀、罗宝青、刘玉爱、

孙修海、徐世英，抢走现金四万八

千元，还有刘玉秀的背包内有三万

多元的存折及一千七百元现金。刘

玉秀被非法判刑三年，徐世英两年

零六个月，罗宝清一年零两个月。

同年绑架的还有韩秋燕、吴玉梅、

王淑英，陈平、吴俊兰、刘浩辉老

人.韩秋燕被勒索二万元、吴玉梅

五百元、陈平一万一千元、吴俊兰

一万九千元钱、刘浩辉近一千元。 

2、绑架迫害李志强 

二零一四年一月九日，法轮功

学员李志强被恶警绑架，二零一五

年四月一日被冤判四年，七月二十

七日下午，其儿子和朋友三人去看

守所探视李志强，在回家途中被警

察绑架，强制录像，眼镜被抢走，

包被拽断抢走，并用暴力给三人戴

上手铐，致使李志强儿子脖子被打

破，手上印痕斑斑，逼迫交出私人

物品，手机、现金、钥匙、腰带、

背包等，非法审讯。双手铐在墙上

两个多小时。 

3、“四二二”德州最大规模

的绑架案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晚，德州市当局同时出动近百警力

迫害法轮功学员，至少对二十四名

学员实施绑架，分别是李志勇及妻

子、贾明禄、柳月萍、孔祥梅、陈

玉兰、孙祥仁、王玉芹、吕多美、

张秀琴、马玉清、孟秀云、王建

平、康淑凤、张文燕、张清成、崔

济萍、唐芙慧、张宝芝、陈月娟、

李俊兰、张国刚等。四月二十三日

晚五点，又绑架了郭丽。 

其中四人被非法关押一个月

后，又被劫持到洗脑班，他们是：

吕多美、孟秀云、马玉清、张秀

芹，三人被非法判重刑：王玉芹六

年、七十五岁的陈玉兰四年零九

个月，吕多美三年。 

过程中，李志勇和王玉芹遭

受严重迫害。在看守所，警察给

他们强行采血、按手印并照像。

李志勇不配合，七、八个年轻特

警强行抽血按手印，有抓头发

的、有抠手的、有用胳膊勒嘴的

等等，把他的牙勒坏了，嘴里出

血，牙齿多颗松动。 

提完审回来的时候，李志

勇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狱警气急败坏，牵着戴在

李志勇手上的手铐猛跑，手铐把

他右手脖子的肉切下一块。  

李志勇绝食绝水反迫害十三

天，被强行野蛮灌食。 

4、二零一六年十月五日，

刘淑清被绑架，二零一七年三月

十五日上午，诬判刘淑清两年。 

5、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一

日，王彦芝被绑架，同年十二月

八日，王彦芝被非法判四年。 

6、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二

日傍晚，车国萍在下班路上被公

安分局李海洋、季佳军等十多人

绑架。同年十二月份，车国萍被

非法枉判三年半，罚金五千元。 

7、在诉江过程中对德州各

区县法轮功学员的骚扰和迫害 

自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起，德州地区法轮功学员至少有

158 人被迫害，绑架到看守所６

人；非法拘留 81 人（其中有 32

人查体不合格放回；拘留天数

七～十五天。；绑架到派出所 27

人；上门骚扰 41 人。其中还有

10 人在被派出所骚扰或绑架后，

又遭到工作单位的恐吓要挟，累

计关押天数高达 631 天。 

其中，武城县孙秀菊在非法

拘留期间被迫害致死，彭才秀含

冤离世。（转背面） 



 

  

庆云赵俊香等四位法轮功学员
在山东济南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德州市庆云赵俊香、王淑贞、

王月霞、杜晓静等四位法轮功学员

仍在山东济南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其中赵俊香已被迫害得牙齿几乎全

部脱落，头发几乎全白，容貌苍老

很多，并且被无辜开除了教师公

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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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正面）多年以来，德州市

不法人员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参

与迫害而遭恶报的人数很多，参看

明慧网文章《山东省德州市迫害法

轮功者遭恶报实例》。他们或被判

刑、或死于癌症、或车祸、或祸及

家人。公安局是迫害法轮功的马

前卒，于松岩被政治清洗，也是

他迫害好人的报应。◇ 

【明慧网】二零二一年九月二

十九日上午七点多德州市德城区公

安分局国保大队张希坤、刘大伟等

几人将法轮功女学员徐世英绑架到

公安局，后又送到看守所非法关

押。九月三十日，张希坤，刘大伟

等又带人到徐世英家中非法抄家。 

德州市德城区法院法官白雪电

话（2311918）告知，二零一四年

的案件，几天后就送济南监狱。现

在搞所谓“清零”，不法人员竟然

把八年前的“案件”找出来。 

六十多岁的徐世英于二零一三

年九月七日被绑架，并被非法拘

留，九月十一日取保候审，十月十

六日被德州市德城区公安分局监视

居住，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被

德州市德城区法院非法判处两年六

个月。因身体状况和家庭原因，监

外执行（没有文书）。德州市德城

区法院法官刘印江、白雪，陪审员

乔桂芹，书记员宋娜。 

 

事件回放 
 

二零一三年九月七日下午，德

州市德城区刘玉秀、罗宝清、程

碧、刘玉爱、孙修海（男）驱车到

徐世英家，在徐世英家大门口，被

德城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张希坤带

领的七辆警车的警察包围、绑架，

当场抢走现金四万多元及电脑笔记

本、打印机等物品。后警察把徐世

英等六人劫持到德州市看守所。 

徐世英因家里有瘫痪的丈夫需

要照顾而暂时获释，其他法轮功学

员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德州市看守

所。为图谋进一步迫害法轮功学

员，警察一直违法办案：如刘玉秀

的背包被抢走，包内有三万多元的

存折及一千七百元现金，当刘玉秀

丈夫去公安局要包时，警察拒不承

认，刘玉秀的丈夫马上告到检察

院，警察立刻打电话说“包找到

了”。 

一个多月后，当局对徐世英、

刘玉秀、罗宝清三人非法批捕。几

个月后，德城区检察院在她们家人

的强烈抗议和律师的正当建议下，

仍然对她们三人非法提起公诉。德

城区检察长周方宝明确说：“我们

听政法委的！” 

二零一四年四月三日上午九

点，德城区法院对徐世英、刘玉

德州徐世英八年前被绑架枉判 国保还在图谋投监 
秀、罗宝清非法开庭。法庭旁听席

上坐满了便衣警察，只有刘玉秀和

罗宝清的丈夫获准进入法庭旁听。 

此前，德城区法院对刘玉秀家

人请的两名正义律师百般刁难，一

直不给一名辩护律师盖章；对另一

名辩护律师，德州“六一零”通过

律师所在地“六一零”施压当地司

法局，当地司法局又给律师施加压

力，阻止其出庭，但最终两名律师

都顺利出庭。 

在法庭上，徐世英堂堂正正给

庭审人员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法

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说得法官频频

点头。律师从法律角度上阐明了在

中国修炼法轮功合法，信仰自由受

宪法保护，思想不构成犯罪；对法

轮功学员的指控证据不足，没有任

何法律依据，提起公诉根本不能成

立，应当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并

指出审判人员审判无辜的法轮功学

员是在违法犯罪。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五日，德州

市德城区法院颠倒黑白，罔顾最基

本事实，诬判法轮功学员刘玉秀三

年，徐世英两年半，罗宝清一年两

个月。◇ 

德  州  简  讯 
庆云县徐青梅被迫流离失所 

2021 年 9 月 5 日, 山东德州

庆云县常家镇派出所警察到徐青

梅家中给其照相，因徐青梅没在

家，遭到家人抵制。 

2021 年 9 月 13 日，常家镇

派出所警察又去骚扰辖区法轮功

学员胡秀胜、徐和青、胡花荣

等，因发现她们家有大法资料，

随即将徐和青、胡花荣带走非法

关押，具体关押地不知。 

2021 年 9 月 14 日，常家镇 

派出所警察又去徐青梅家骚扰，看

到徐青梅家大门紧锁，他们就找到

大门钥匙，破门而入，从徐青梅家

中洗劫了一些家中物品及书籍，徐

现在已被迫流离失所。 

庆云镇法轮功学员石彪家中也

遭庆云县国保人员骚扰并抄家。 

近期，庆云镇派出所警察又到

石彪家中把电脑抢走。其它乡镇的

派出所警察也在 9 月份连续骚扰了

辖区的法轮功学员，或照相，或恐

吓，或盘问。 

有的警察直接恐吓法轮功学

员：每隔三个月就骚扰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