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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岁的秋燕(Thu Hien Ta)是

来自越南富特省的歌手和舞台演

员，2015 年生第二个女儿后，被

国家癌症医院确诊为乳腺癌 3

期。两次手术和多次化疗使她脱

发，呕吐，痛不欲生。2015 年 10

月，完成 8 次化疗的秋燕从表姐

那里得到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

《转法轮》。秋燕说：“书中讲

述的‘真善忍’原则打动了我，

我的人生观发生了 180 度转变，病

痛带来的恐惧和绝望消失无踪。” 

“我开始炼功，身体变得强

健，修炼一段时间后，去军队医

院复查，医生说血液检测结果比

正常情况好很多，真是奇迹！”

医生曾说，秋燕因为治疗用药，

5 年内不能生育。然而秋燕修炼

法轮功后，又生了一个 8.8 磅的

健康宝宝，孩子已经 4 岁了。秋

燕说：“我的医生和亲友都见证

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希望病友们

也能像我一样幸运！◇ 

女歌手战胜乳癌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100 多国，获
得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及支
持信函 5400 多项。 

小图是秋燕化疗的照片，右图是
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康复的照片。 

德阳市法轮功学员近期被迫害消息 
四川德阳什邡市马井镇法轮功
学员邓祥会被非法搜查、骚扰 

2021 年 8 月 31 日，什邡市马

井镇社区书记欧云芳（女，1964

年 7 月生）伙同两个协警、两个马

井镇政府工作人员等，共 7～8 个

人，到法轮功学员邓祥会家来，东

看西看，非法搜查东西。 后，没

有找到他们希望的东西，就抢走一

本《转法轮》,还把学员家门上的

对联和山水画撕了。 

四川德阳什邡市城区法轮功学
员令狐大雍被警察骚扰 

2021 年 9 月 17 日，什邡市城

东派出所的一名李姓警察，找到正

在上班的法轮功学员令狐大雍

（女），要她在所谓的“清零”资

料上签字，配合拍照，并欺骗该学

员说签了字，就不会有人来找你

了。 

令狐大雍义正辞严告诉该警

察：修炼法轮功没有错，做好人没

有错。做好人，要被清零，这是违

法犯罪的行为。见令狐大雍不配

合， 后该警察悻悻离开。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派出所警
察及社区人员骚扰法轮功学员 

2021 年 9 月 15 日下午，德阳

市旌阳区派出所警察廖德金（男）

与旌阳街道办文庙社区某某、刘显

英，到一夫妻法轮功学员家，要求

其签名不炼功等等，法轮功学员告

诉他们：永远不可能。 

九名法轮功学员面临被四川省
德阳市旌阳区法院非法开庭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法院原定

9 月 28 日的非法开庭被推迟。共

九名法轮功学员将面对非法开庭，

他们是非法关押在德阳市看守所的

五名法轮功学员：赵婕、杨志鹏、

阎玉兰、包述华、龙书苹。另有四

名取保候审的法轮功学员：余永

琼、钱书菊、唐礼荣、蔡尚玉。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 72 岁孟化
龙被绑架抄家 

2021 年 9 月 27 日，家住德阳

市旌阳区北街堰塘垻菜市附近的

72 岁法轮功学员孟化龙被绑架、

非法抄家。据说抄走真相币 1 千多

元。详细情况请知情者补充。 

孟化龙，男，1949 年出生，

是德阳市耐火厂退休工人。未修炼

之前孟化龙有严重的心脏病、九十

年代中期，他因为重病缠身到省医

院就医过程中，有缘得法修炼。在

1999 年 7.20 大法被迫害以来，孟

化龙被迫下岗（失业），每月只有

100 元生活费、生活艰辛。孟化龙

多次被绑架、抄家，曾被绑架到广

汉和兴洗脑班迫害、被非法关押在

绵阳新华农场劳教迫害。 

德阳市旌阳区 85 岁李调秀的 90
岁老伴住医院期间被骚扰 

2021 年 9 月 27 日，85 岁的法

轮功学员李调秀去德阳市七医院给

老伴曹伟祥交费，病房的护工告诉

说，来了两个社区工作人员叫曹大

爷签字，大概是在中秋节前来的。

李调秀问老伴：你住医院三年半

了，眼花、手抖、吃饭是护工给喂

饭、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在床

上，你怎么能签字呢？曹大爷回

答：她们捉住我的手按的手指印，

说是替李调秀签个字（放弃修

炼）。 

李调秀老伴是个行动不便、生

活不能自理的病人，神智有时也不

清，这样的强制按手印签字毫无道

德。之前，2021 年 9 月 7 日旌阳

区派出所一人、文庙社区四人一伙

五人，9 月 9 日文庙社区两人，分

别两次上门找李调秀签字所谓“清

零”，都被她拒绝了。9 月 9 日社

区的来人还说什么如果不签字，

“上级”就说她们没有到李调秀家

做所谓的“思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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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德阳市公安局旌阳

区分局原副局长刘晓兵，涉嫌严重

违法，二零一九年七月被“双开”

落马，二零二零年被监察调查。 

刘晓兵，男，一九六七年七月

生，四川绵竹人，一九八八年七月

开始工作，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加入

中国共产邪党。 

二零零七年四月至二零零八年

八月，任德阳市公安局旌阳区分局

国保大队教导员，挂任德阳市旌阳

区黄许镇党委副书记；二零零八年

八月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任德阳市

公安局旌阳区分局党委委员、副局

长，主管国保队； 

刘晓兵，出国旅游时，也看到

了海外信仰真善忍、修炼法轮功的

人群在景点派发真相资料。虽然他

也知道法轮大法好，同时也知道法

轮功洪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但

是刘晓兵迫于中共的淫威，利欲熏

心，参与了绑架法轮功学员到洗脑

班迫害。 

当副局长主管国保大队的那些

年，对旌阳区法轮功学员的监视、

蹲坑、绑架、抄家、构陷入狱、仇

恨宣传、唆使不明真相的人犯罪

等，都脱不了干系。 

迫害佛法的罪业，既逃不过人

间的法律，也逃不过天谴。他们内

部也清楚，二十万左右的钱不是什

么大问题，中共大贪、小贪的官员

比比皆是，看上去是有公安内部的

人要弄他，实质是他参与迫害佛法

而遭报应了。 

刘晓兵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部份

事实 

◎ 二零零八年奥运之前，黄

许镇政府巫祠勤带领乡政府干部刘

晓兵、尹华贵等，绑架法轮功学员

到洗脑班迫害，并煽动法轮功学员

家属对法轮功、法轮功学员的仇恨

和敌视，制造矛盾，导致法轮功学

员家庭破裂。 

◎ 德阳市法轮功学员简以丛

女士，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德阳黄许

派出所警察发现、绑架；当日下午

被劫持到旌阳区看守所非法关押。

当晚，旌阳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对

她非法刑事拘留；八月五日旌阳区

国保大队将此所谓案子移送至区检

察院，旌阳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因

为心虚，逮捕通知书上没有任何责

任人的签名。 

简以丛家属奔波于各个部门要

求见人，国保大队长洪奇不断的哄

骗家属：过两天就让见。 

八月十五日，看守所突然通知

简以丛的家人，称简已经大小便失

禁，赶紧办理取保候审！家人简直

不敢相信，一个健健康康的好人，

被中共警察抓走后，仅半个月，就

被折磨成这个样子！ 

◎ 德阳市耐火材料厂工人孟

华龙，一九九六年下半年，因肝癌

细胞扩散全身，已腹水，生命似乎

到了尽头，学炼法轮功几个月后，

全身的病都好了，身体状况比没得

病之前还好。在法轮功遭受迫害

后，孟华龙遭受了非法拘留、劳

教、酷刑和经济迫害，多次死里逃

生。二零零五年七月二日上午十点

钟，孟华龙在菜市买菜，被警察绑

架，非法抄家，非法关押一个月后

劫持到四川绵阳新华劳教所，遭受

三年半折磨。 

◎ 二零零七年，德阳市公安

局旌阳区分局旌阳派出所在该所门

前放置一块污蔑、诽谤大法的宣传

栏，直接攻击大法，并把修大法信

真、善、忍的法轮功与暴力恐怖事

件相提并论，肆意诋毁法轮功学

员。在宣传栏中，他们把举报暴力

恐怖的事和法轮功列为首项，凡举

报者奖五千至五万元；把举报杀

人、爆炸、放火、投毒、绑架、持

枪抢劫、强奸等犯罪列为第二项，

凡举报者奖一千至三万元。他们的

这一行为是严重的执法犯法。他们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

诸多法律。 

◎ 二零零八年，朱太菊，今

年五十五岁，因二零零八年至二零

一一年被迫害劳教期间，被迫害成

精神分裂症状。德阳市旌阳区二中

体育教师姜兰，女，在迫害中精神

出了问题，现在还在绵阳市精神病

院封闭治疗。 

◎ 二零一零年，四川省德阳

市旌阳区的一些单位或个人还在继

续执行六一零的邪恶指令：如编

写、印发“平安旌阳”等小册子

（有诽谤诬蔑大法和师父的内容，

以金钱为诱饵，叫世人诬告法轮功

学员等），发给各社区，学校等。 

◎ 二零一零年二月，先发黑

文件继续诽谤大法，以提供二百元

至二千元为诱饵，诱骗世人构陷法

轮功学员。还强迫各社区、各学

校，人人签发所谓《家庭拒绝邪

教》承诺书。特别是重点迫害被非

法判刑、非法劳教、非法拘留过的

法轮功学员，有的至今不发给退休

金，或闯入学员家所谓“回访”、

或诱骗学员签字等。 

刘晓兵的父母亲都是八十岁的

老人了，因为刘晓兵的事，都郁闷

瘦了十几斤，妻子想起来他，就

哭。修炼人以慈悲为怀，并不想看

到刘晓兵和他家人的这样的结果。 

然而，刘晓兵也是被邪党蒙蔽

和洗脑的，丧失人性，跟随中共邪

党迫害按真、善、忍做人、修心向

善的法轮功学员。善恶有报是天

理。望相关部门的各级官员，不要

为中共迫害站台、买单，因为那

样，你同样也是中共和江泽民犯罪

集团迫害佛法的受害人。◇ 

德阳市公安局旌阳区分局原副局长刘晓兵遭恶报落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