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隆古乡
派出所警察陷害乔连珍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隆古乡

派出所警察，以莫须有罪名栽赃

陷害法轮功学员乔连珍（乔连珍

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8 月 3 日，隆古乡逢集，乔

连珍赶集，看到警察李波、张涛

在街中站着，乔连珍上去和他们

俩打招呼。李波打电话叫来三、

四个人。强行把乔连珍绑架到隆

古派出所，又送到县公安局，然

后派出所疯狂地出动，大动干戈

的开着警车呼啸着直奔乔连珍

家，肆无忌惮地抄家、绑架。她

一路讲着真相，当天下午放回。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国保大
队绑架高玉芳 

2021 年 9 月 14 日下午 5 点

左右，法轮功学员高玉芳到潢湖

宾馆隔壁联通大厅交话费。突然

上来大约五、六个潢川国保大队

警察绑架，直接拽她上警车拉到

国保大队，抢走她的钥匙。 

警察在家中无人的情况下，

到她家中抄家，抢走大法书，播

放器等私人物品，并把门上的对

联撕掉。当晚九点钟左右回家。 

河南省漯河市法轮功学员李
爱莲、黄春兰被迫害情况补充 

河南漯河市法轮功学员黄春

兰在被劫持到看守所之前，先被

劫持到郾襄路口附近的一个宾馆

里，警察找个中年男人恐吓殴打

黄春兰，然后警察询问笔录。完

全是变相的刑讯逼供。 

黄春兰目前这种情况，漯河

市公安局建议找郾城公安分局办

案单位办理变更强制手续，可国

保甄建功不办。◇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河

南报道）河南省安阳市法轮功学员

刘凤兰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四年，

女儿张海燕被非法判刑三年。 

二零二零年九月三日上午十一

时，安阳市文峰区国保大队等人员

来到刘凤兰住所，她女儿张海燕也

在，警察将母女俩一同带走，长期

非法关押在安阳市看守所。 

当天警察非法抄走张海燕的手

机和家中大量私人物品，多是积存

的《明慧周刊》，并以此为由绑架

母女俩。搜查的所有物品，内容和

用途都是基于道德提升、净化心

灵、与人为善的，理应受到中国

《宪法》、法律和道义的尊崇保

护。 

于此前后当地还有数十位法轮

功学员及家庭也遭到了骚扰、非法

抄家、绑架、拘禁、判刑等多种不

同形式的迫害。此迫害行动是由当

地政法委、610、公安直接操纵，

下达指令，列出名单。 

二零二零年十月初，刘凤兰和

女儿张海燕被安阳市文峰区检察院

非法批捕。 

刘凤兰年逾七旬， 张海燕五

十来岁。刘凤兰曾患偏头痛、身体

虚弱，造成脾气急躁，长年医治不

愈。修炼法轮功后无病一身轻，脾

气变好了，整个人焕然一新，家里

环境祥和了。信仰让她们身心获得

美好体验，生活更加充实平和，也

希望与他人分享这些感受。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迫害

法轮功，刘凤兰进京为大法说句公

道话，被非法抓捕。二十一年来，

刘凤兰成当地“六一零”、国保、

派出所、街道办事处重点迫害对

象，多次被非法关进看守所、洗脑

班、勒索罚款，曾被非法劳教、判

刑。 

二零零九年刘凤兰乘火车去外

地儿子家，被搜出一本《转法轮》

后办理取保候审。他们采用在刘凤

兰住处长期蹲坑、跟踪、摄像等手

段，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一日下午，

趁刘凤兰上街之时，有预谋地绑架

了她，晚六时左右，十多个人撬门

而入，翻箱倒柜搜查，把东西扔了

一地，屋里一片狼藉，把当时一人

在家的未成年孩子吓坏了。二零一

二年刘凤兰被文峰区法院冤判三

年。 

河南省安阳市法轮功学员李现

习，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一日下午从

家中出去买馒头，遭当地公安国保

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一

个月，于六月十二日被迫害致死，

年仅五十二岁。李现习的遗体显得

特别消瘦，头肿大，腰、背部、膝

盖下有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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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18 日，上
千 名 大 纽 约
地 区 中 西 族
裔 法 轮 功 学
员 ， 在 纽 约
法 拉 盛 举 行
集会游行。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河

南报道）河南周口市 85 岁的法轮

功学员胡克英，二零二一年六月初

被劫持到周口看守所，七月九日被

劫入新乡女子监狱。 

二零一七年，河南周口市川汇

区法轮功学员胡克英老人被周口市

川汇区法院枉判五年，监外执行。

二零一九年，周口市川汇区法院将

胡克英劫往新乡女子监狱，狱方拒

收（年纪太大，血压又太高）。二

零二一年六月初 85 岁的胡克英被

劫持，七月九日被劫入监狱。 

修炼法轮功前，胡克英老人的

身体非常差。一九五八年，她到酒

厂工作，正赶上大跃进，每天都要

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终日和水打

交道，累了随处一躺，就睡着了，

不知不觉间患上风湿性关节炎。进

入六十年代，大饥荒中，严重的饥

饿导致她全身浮肿，心脏病一犯，

心慌气短，嘴唇发紫，浑身哆嗦，

气都上不来。越有病，心情越不

好，脾气也越坏，病也逐渐多起

来，神经官能症、额窦炎、胃病、

妇科病等等。特别是额窦炎，一疼

起来，就拿头去撞墙。 

一九九六年春，胡克英开始修

炼法轮功，炼功不到两个月，多种

病症全都消失了，她的性格也发生

了变化，该发脾气的时候，她呵呵

一乐过去了。她逢人便讲，法轮功

是佛法，是千年不遇的佛法啊！亲

人们见她修炼法轮功后确实象换了

个人，谁都佩服。 

在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

中，胡克英被中共邪党绑架、抄

家、非法关押、非法判刑。 

一、进京和平请愿，在周口市
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两年多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

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十月

胡克英进京为法轮功鸣冤，被绑架

回来后，就关进了看守所，被非法

罚款五千元、关了二十多天。 

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胡克英

站在天安门广场，高呼“法轮大法

被绑架到西城区拘留所六天没有报

姓名。 

胡克英被周口市川汇区的国保

警察劫回周口市看守所，看守所所

长宋海强给她戴上了四十八斤重的

脚镣，恶警陈振生给她戴上了全所

最小的手铐。 

川汇区“610”一直想非法劳

教胡克英。拘留所所长窦燕怀亲自

把她和另外几位法轮功学员非法押

往郑州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到那

一检查，她的心脏病很严重，拒

收。“610”竟然将她关在看守所

长达两年多，直到二零零三年一月

二十九日才把她放回家。 

二、在西华县看守所被非法关
押 

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四日，周口

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宋崇武、刘传魁

等和七一路派出所等二十多个警察

闯入法轮功学员王雪荣家，将王雪

荣、胡克英、何趁、高明、冯庆明

绑架，胡克英被非法关押在西华县

看守所。十多个恶警闯到胡克英家

里抄家，老伴被吓得住进了医院。 

胡克英被非法庭审时，法官

问：法轮功好不好？她说：好！法

官又问：在家还炼吗？她说：炼。

法官再问：咋炼的？她就开始在法

庭上演示功法。法官慌得连喊：好

了，不是叫你炼，是看你态度。 

在医院检查时，医生发现胡克

英病情危重，要她马上住院。周口

看守所，连商水看守所、西华看守

所见状都不敢收，只得将她放回。 

三、抄家、绑架，流离失所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日，大约下

午两点多，周口市公安局、政保、

社区、“610”等一帮人闯入胡克

英家抄家，抢走了激光打印机、彩

色打印机、电脑、耗材等私人物

品。胡克英站到自家的门前，给街

坊们讲：街坊四邻大家都来看，公

安局、政保、社区、610 串通一气

上俺家抢劫东西，大家都知道我过

去有很多病，各大城市医院都没有

治好我的病，我炼了法轮功不久我

多种疾病不治而愈，这十多年我没

打过针、没吃过药。没向国家报过

一分钱医药费。法轮功教人做好

人，过去，我脾气不好，经常与老

伴拌嘴和孩子生气，我炼法轮功以

后脾气变好了，家庭和睦了。这么

好的功法不让炼。你们不去抓贪

官、嫖娼卖淫犯、小偷，却来抓我

这个七、八十岁做好人的老太

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恶人欲绑架胡克英，胡克英在

二十多恶人的眼皮底下，正念走脱

后，被迫流离失所。 

四、被枉判五年，劫入新乡女
子监狱 

二零一七年，胡克英被周口市

川汇区法院枉判五年，监外执行。

二零一九年，川汇区法院以“维

稳”名义将胡克英非法关押到看守

所，后劫往新乡女子监狱，被狱方 

拒收（年纪太大，血压又太高）。

返回周口后，胡克英在看守所又被

非法关押了十几天，才放她回家。 

二零二一年一月六月初，川汇

区法院以不符合“监外执行”条件

为名，将胡克英非法关押到周口看

守所，每天测量血压，高压达到

220～230mmHg，低压 120～130 

mmHg，身体状况属于“极高危”。

即使这样，七月九日胡克英仍被劫

入新乡女子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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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法

轮大法是正

法”、“还

李洪志师父

清白”，被

恶警一警棍

打在头上，

她失去了知

觉。胡克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