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网】8 月 18 日下午 4

时，由省、市、区、镇、村、以

及双城派出所十多人，到李全的

妻子法轮功学员何秀英经营的商

铺，对其进行恐吓、骚扰，要求

谈谈炼法轮功的事。何秀英告诉

来人：我炼法轮功，祛病健身，

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过去

几种病炼功之后都好了。其中有

人赶紧上前阻止：你小点声，不

要让别人听见(当时已有好多围

观的人)。然后要求其关闭商

铺，另外找个地方单独谈话，被

何秀英拒绝，而后他们便匆匆离

去。 

当天，晚 8 时左右，这伙人

又来到李全家中，开两辆警车、

两辆轿车，十多个人，其中一人

姓常，自称是省上的。一人是市

区政法委的姓王，一人是镇政府

的姓侯，一人是镇政府“综治

办”的，一人据说是省公安厅

的。两人是派出所警察，全副武

装，胸前分别带有录像头。 

李全夫妻心平气和地给来人

讲了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情

况，并告诉他们：《宪法》明确

规定：“信仰自由”；公安部等

部门认定的 14 种“邪教”中没

有法轮功（注：中共是真正的邪

教），因此法轮功是受国家法律

保护的，是利国利民的。大法师

父教我们做更好的人，我们做生

意多年来，拾到买主丢失的物

品、现金等，能找到失主的就当

面归还，找不到的就展贴“招领

启示”。其中一人说：这我们也

做了调查，情况属实。直到

后，这些人也没表达此行的目

的。晚上 10 点钟，他们才离

去。◇ 

【明慧网】2021 年 8 月 14 日

下午 6 点多，甘肃金昌市某社区一

男一女两工作人员来到当地一法轮

功学员家里，说下周一、二，省上

政法部门要来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

“回访”（这是这对之前邪党搞的

“清零”骚扰），如果抽查到你，

请你配合一下，就说“不练了”。 

法轮功学员说：这怎么可

能？！我们信仰真、善、忍，首先

就是说真话，我们是真修的，这可

不像你们搞什么活动，可以“扎扎

实实走过场”糊弄人。我们的信仰

被谎言抹黑，这二十多年了，法轮

功学员不就是因为坚持说真话，被

关押被迫害。不说真话，这不等于

承认电视造谣抹黑法轮功的谎言是

真的了吗？ 

那个女子小声说，我们已近把

你报上去，说你不练了。法轮功学

员说，你们哪次来我说过不炼的话

了吗？为什么造假？那名男子说：

姐，我知道你们是真的。这样吧，

下周你不要接不认识的电话，他们

来，你 好回避，不要在家，让他

们找不到你。以后，我们也不会再

来打扰你们了。 

法轮功学员看到该工作人员善

的一面，就说，我知道，小伙子，

谢谢你能为我们着想。你们也为

难，被逼着做你们不该做的事。我

们也是为你好，现在天灾人祸这么

多，老天看着呢：人不治天治。希

望你要心里明白，不要配合迫害好

人，希望你平平安安。那人说，希

望大家都平安。两人起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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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金昌市法轮功学员刘桂菊
被绑架，后被家人接回 

8 月 9 日上午 10 点多，甘肃

金昌市法轮功学员刘桂菊（女，近

70 岁）家闯入四男两女，敲门时

晃了一下搜查证，进门就问你们还

炼不炼法轮功了，紧接着就翻箱倒

柜抄家。一个警察肩上的仪器在不

停地闪着。抄走的东西有大法师父

法像、法轮功书籍、私人电脑等。

然后将刘桂菊绑架到龙首分局，非

法审讯。下午 2 点多，又有 4 个警

察到刘桂菊家里，威胁并欲绑架她

的丈夫曹和平，被曹和平轰走了。 

儿子媳妇得知后一直在外面要

人，儿媳给里边警察打电话：我妈

要有个好歹我就送你家去。晚上 8

点多刘桂菊被儿子媳妇接回了家。 

甘肃省武威市洪祥镇果园村法
轮功学员张永、任玉年家被骚扰 

8 月 14 日，武威市洪祥镇果

园村主任张才和包村书记 4 人，到

张永家说，是看看照相，被张永妻

子冯金莲告知，你们这样是违法

的。他们说是给上面汇报，没有其

他意思。 

8 月 16 日，又有洪祥镇果园

村书记张锐和洪祥镇长、书记 4

人，到张永家说，是看看说国家不

让炼如何，张永、冯金莲给他们讲

大法的真相，祛病健身的奇效。 

8 月 18 日，洪祥镇派出所两

人到任玉年家说是看看，照相被制

止就走了。 

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大法弟子
张秀珍被骚扰 

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大法弟子

张秀珍，8 月遭到黑水村、宝积

镇、派出所、平川国保、610 人员

的骚扰，强迫威胁签“血书”。◇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甘

肃报道）九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左

右，兰州市六旬妇女孙兰萍出门准

备锁门时，被门外一便衣男子突然

抓住手腕，把孙兰萍从门外往里拽

拉。受到惊吓的孙兰萍大声喊：你

干啥？你这是私闯民宅。 

随后楼上的好心人帮孙兰萍把

门锁上，这时孙兰萍才看清此男子

是兰州市城关区团结新村派出所的

警察徐世华，堵在楼梯上不让孙兰

萍走。 

随后从楼梯下面上来团结新村

派出所的所长张山林（音，是孙兰

萍问后此人自说的姓名）、两名女

社区人员：一个姓梅、一个姓王，

后面上来的一名男子拿手机拍照，

孙兰萍说你别拍照。张山林对孙兰

萍说：站在这不好，到你家坐着

说。孙兰萍说不行，并告诉他现在

公检法倒查二十年，二零二一年已

有上万警察自首、被举报，不要再

对大法弟子犯罪，法轮功在中国是

合法的。听后张山林就走了。 

后来又来了一个警察，自称叫

张永家，说他知道法轮功祛病很神

奇，并劝孙兰萍觉得法轮功好，就

到社区给更多的人讲讲。孙兰萍出

于告诉世人大法真相的善心，就跟

着这个警察下楼，下楼后，看到楼

下站着三男一女的社区人员，一辆

警车停在前面单元门口，里面是三

男二女五名穿警服的警察，看到孙

兰萍下来，警车就开走了，三男一

女的社区人员也走了。 

孙兰萍走出家属院大门，前面

走着穿警服的警察张永家（音），

左右两边是团结新村街道天水南路

社区的两名梅姓和王姓女社区人

员，当走出大门不远时，孙兰萍出

现腿软、气喘、手脚冰凉、发抖等

症状，跌坐在路边台阶上，微弱的

叫张姓警察给自己的儿子打电话，

告诉儿子自己的情况，并叫儿子来

接自己回家。 

就在这时，张警察打电话叫来

派出所的警车，两名女警察把孙兰

萍架着拖到警车上，拉到团结新村

街道天水南路社区，警察把无法走

路的孙兰萍从警车上拖拉下来，放

到凳子上，孙兰萍面对围了她一圈

的人员说，告诉他们躲过疫情的良

方：“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

之后不久，就没有了知觉、昏迷过

去，手脚冰凉，没有了气息。 

社区人员将孙兰萍抬到沙发

上，掐人中、给她喂水，孙兰萍才

醒过来。后来孙兰萍的儿子来了，

要带孙兰萍走，张所长不让走，孙

兰萍的儿子质问他们：你们把我妈

带到这有手续吗？我妈成这样子，

我要带她到医院去做全面检查。其

中一个社区人员威胁孙兰萍的儿子

说：你妈干什么，你不知道？孙兰

萍的儿子说：我知道，我妈的命是

捡回来的，上次你们把我妈迫害成

2.2 克的血色素，你们不知道吗？

我就这一个妈，你们有没有母亲？

你们有没有妈？后来一个魏姓男子

自称是政法委的，告诉儿子说找你

妈谈谈。儿子说：你们还找的少

吗？孙兰萍的儿子要求社区人员打

120 电话，送母亲去医院，没人

打，也不让孙兰萍走。孙兰萍的儿

子气愤地说：好，你们不打，我打

120 救护车，你们不放心跟上。 

后来 120 救护车来了，孙兰萍

的儿子试图拉起母亲上救护车，但

孙兰萍软的一点力气都没有，儿子

和救护车里的医生把孙兰萍用担架

抬上车，满屋子站满了政法委、派

出所、社区的工作人员，却没有一

个帮忙的，院子里也站着许多围观

的人群，其中一妇女将此景拍照下

来，被派出所警察一把抢去手机删

掉。救护车的门开着，孙兰萍的儿

子站在车上问：你们谁上来？没有

一个人上车。 

孙兰萍的儿子把孙兰萍送进医

院，医院检查大脑受到严重刺激，

惊吓致使全身颤抖、发冷、心跳加

速、头晕、头疼。 

九月二十八日，孙兰萍单位退

休办主任石国基两次给孙兰萍的妹

妹打电话，哄骗说单位要抽查退休

人员信息，让把孙兰萍的身份证送

到妹妹单位的陈主任处。 

孙兰萍妹妹到自己单位退休

办，没见到陈主任，却是团结新村

社区梁姓主任及社区人员、派出所

张所长及警察、共五个人，从下午

两点到七点，纠缠、围攻了五个多

小时，要孙兰萍的妹妹在所谓的

“四书”上替姐姐签字，被孙兰萍

妹妹严词拒绝，并正告他们：你们

说对我姐好，我姐被你们折腾的身

体极度虚弱、手腕淤青、手臂肿

疼。我母亲活着的时候，我姐照顾

完母亲，出门回家，人就不见了。

我姐学了这个功法，就是锻炼身

体，她又没有危害社会，身体好

了，自己能照顾自己。你们今天说

破天，说到天黑也没用。我家里还

有九十岁的老爷子要打针、一岁多

的孙子没人看，在孙兰萍外甥的电

话一再催促下，他们才让孙兰萍的

妹妹回家。 

孙兰萍单位退休办主任石国基

还威胁孙兰萍的妹妹：不签字就扣

孙兰萍的养老金。中共邪党人员多

年的迫害给孙兰萍及家人带来极大

的伤害和经济损失。 

孙兰萍一九六一年生，甘肃省

电信器材厂退休职工，被先后四次

暴力绑架、非法关押在龚家湾洗脑

班迫害，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底，因

坚决不“转化”，被在禁闭室吊铐

三十七天，孙兰萍被吊铐的吐血、

拉血、人事不省，血色素只有 2.2

克，胃大面积溃烂，医院下了病危

通知，洗脑班怕承担责任，才放孙

兰萍回家。孙兰萍因坚持“真善

忍”信仰，多年以来被所在辖区派

出所、街道社区常年骚扰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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