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常德市白鹤山看守所
仍非法关押多名法轮功学员 

湖南省常德市白鹤山看守所

现在非法关押着四名女法轮功学

员。她们是临澧县的曾小林，还

有母女俩：何福秀、陆维，和本

市法轮功学员范英。 

湖南安乡在广东中山工作的
郭志恒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 

9 月 10 日，法轮功学员郭

志恒被绑架到中山市横栏镇四沙

派出所。 

9 月 15 日，已经转到了中

山看守所非法关押。 

同时，被非法关押到中山看

守所的还有湖南澧县青年法轮功

学员胡科。 

湖南省法轮功学员张可辉结
束三年三个月冤狱已回到家中 

2018 年 5 月 29 日，湖南省

衡阳市法轮功学员张可辉被深圳

天安派出所警察绑架。2019 年

12 月 17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法

院非法判刑三年三个月，于

2021 年 8 月底结束三年三个月

冤狱，离开监狱回到家中。 

湖南省法轮功学员贺祥姑中
秋节仍在重症监护室昏迷不醒 

中秋节，贺祥姑躺在长沙市

第一医院 ICU 病室中，靠着呼吸

机维持着生命特征。 

亲人去探望她，须经过长沙

清水塘派出所公安的同意，并且

搜查全身通过后，才能入病房。 

可是，无论怎样呼唤她，贺

祥姑都没任何反应。亲人哭干了

泪，质问公安：我的亲人在家好

好的，你们为什么要抓她去看守

所？公安回复，不要为难他。◇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湖

南报道）湖南保靖县人民医院医

生、法轮功学员徐祚友，今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30 日遭保靖县政法委

胁迫县卫生局、县人民医院一同

“清零”骚扰。 

8 月 31 日上午，县卫生局副

局长黄明旺、办公室办事员向某及

保靖县人民医院院长田仁松、院总

书记田仁军、工会主席姚本江（就

是 2010 年参与绑架徐医生到怀化

黑监狱洗脑的那位）、院办公室主

任李以新一同在党建办公室对徐医

生传达中央政法委要对法轮功清

零，并直接对徐医生说：“我们今

天不想听你对法轮功如何如何，只

听你一句，炼还是不炼？”徐医生

坚决地说：“炼！”他们说，那你

就等着结果。9 月 3 日，县政法委

610（所谓“防邪办”，中共是真

正的邪教）主任彭清华来到人民医

院田仁军书记办公室对徐医生说：

“我们这是对你考虑，不要坚持下

去。”徐祚友医生说：“我也是真

的对你们好，不要以后被追责。”

彭清华主任根本不加考虑说：“月

底，我们就要对你处理。” 

9 月 29 日下午 3 点多，徐祚

友医生到县政法委书记办公室、防

邪办办公室、卫生局办公室呈送

《清零行动严重违宪违法 请领导

务必慎重权衡》，劝善政法部门、

卫生局领导弃恶从善，保护善良，

别重蹈迫害法轮功高官遭恶报之覆

辙。当来到医院正准备送院领导

时，听工会主席姚本江说，县政法

委 610 头目彭清华刚来医院施压，

紧接着对徐医生长时间地威逼利

诱，当时天空黑云滚滚，电闪雷

鸣。徐祚友也一直劝善无果。 

9 月 30 日上午九点多钟，院

领导班子成员：院长田仁松、副院

长石昌林、石仕勇，院长助理吴东

升、管党务的陈召华、纪委书记彭

春花、工会主席姚本江、办公室主

任李以新，（院总书记田仁军有事

未来）他们都要徐祚友医生放弃信

仰，好汉不吃眼前亏，别碰硬。 

徐祚友医生用法律一一阐述法

轮功不违法，并当场问他们，法轮

功触犯哪一条法律，他们中没有一

个人说得上来。但是，他们都迫于

上层压力，当场宣布对徐医生停薪

停职一个月，当月绩效金全部扣

发，并要求服从院里监管，从十月

一日执行，以观后效。就这样徐医

生被迫离开医院。 

法轮功学员徐祚友医生自九九

年以来，多次受中共打压：多次被

非法关押拘留，两次被非法关进精

神病院，两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

非法关押洗脑班洗脑，2014 年以

来被县卫生局、县人民医院非法降

职降级处理，三次被停发工资。多

年来工资调整不给调，医师执业证

在发时被取消。关于徐祚友医生遭

受的迫害，请见明慧网文章《湖南

省保靖县医生遭残酷迫害十多

年》。 

在此奉劝那些还在跟邪党迫害

法轮功的各级各类官员、单位领导

尊重宪法，认真静下心来听听法轮

功学员讲真相，停止参与迫害修炼

佛法的法轮功学员，别盲从跟着邪

党一味干坏事干到底，葬送自己的

未来。◇ 

 

翻墙软件电脑版下载：Https://j.mp/fgp88     |    安卓版翻墙APP下载：Https://j.mp/fgv88       |      欢迎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 

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湖 南 版 | 第 7 0 9 期 
2 0 2 1 年10月10日 



 

  

停发。 

熊秋玲女士在原单位参加了社

保，下岗（失业）后交满了余下的

年份，二零一零年开始按政策领取

养老保险金。在她被非法判刑前，

家人为营救她花费几万元。在冤狱

中遭受迫害的熊秋玲身体每况愈

下，期间曾经住过医院，动过大手

术，花去医疗费数万元。出冤狱回

到家中，已是山穷水尽。 

养老保险金是企事业单位职工

退休后的生活来源，受到《宪

法》、《立法法》、《劳动法》、

《社会保障法》等国家法律保护。

中共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

指使人社部门卑鄙的非法扣发这些

老人们的养老保险金。请问法律何

在？良知何在？一边说“江山就是

人民”，一边又迫害善良的法轮功

修炼群众，中共真是画皮！◇ 

局养老保险中心以她修炼法轮功曾

经被冤判三年领取过养老保险金为

由继续迫害，停止发放熊秋玲的养

老保险金，扣满为止，致使她失去

生活来源。 

熊秋玲到耒阳市人社局讲真

相、劝善，又到耒阳市信访局上

访。二零一八年八月，耒阳市人社

局恢复给她每个月发放她 800 元生

活费，但仍然扣发一部份。去年九

月，耒阳市人社局连这点生活费也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湖

南报道）湖南省耒阳市现年 61 岁

的法轮功学员熊秋玲的养老保险

金，自二零二零年九月起遭人社局

非法扣发，致使她失去生活来源。

她到耒阳市人社局问，工作人员回

答：“省人社厅下文，要扣满在三

年服刑期间所发放的养老保险

金。” 

熊秋玲，女，原湖南省耒阳市

医药公司退休药剂师。熊秋玲女士

整天与药材打交道，但是没有药能

治好她的病，在修炼法轮功不久，

一身的病就没有了。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法轮功

遭受中共迫害后，她被非法劳教一

年、判刑三年。二零一五年十月二

十八日结束三年冤狱回到家中，靠

微薄的养老保险生活。 

二零一八年五月，耒阳市人社

【明慧网】◎二零二一年六月

十八日下午四点多钟，独居在梅溪

桥市场的被迫害瘫痪多年的法轮功

学员缪翠（女，66 岁）听到外面

有人喊门，仔细一听，是她前夫的

声音（她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

两次，丈夫迫于压力与她离婚），

她艰难地扶着墙移到了门边，铁门

外面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她的前

夫，另一个是岳阳市楼区“610”

主任方宇。在这之前，梅溪桥社区

人员也来骚扰过。 

◎六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家居

东茅岭街道云梦宾馆附近小区的法

轮功学员梁立红老人（女，71

岁）听到有人敲门，她没有任何戒

备地把门打开，一下进来三个男

人。两个是派出所的（其中一个是

所长），一个是社区的。 

他们进来后，就要梁立红跟他

们到东茅岭派出所去。她说：“我

没做什么坏事，为什么要去？”他

们伪善地骗她说：“没什么，就是

了解一点情况。”到派出所后，他

们就开始问她姓名、年龄，还炼不

炼法轮功等。 

◎六月中午，家居奇家岭街道

岳磁社区的袁玉珍老人（女，七十

四岁）三次被当地社区敲门骚扰。

到她家敲门，没见着她本人，就去

敲她楼下的法轮功学员彭娭姐

（女，八十岁）的门，并对她说：

不要出去，最近抓得很紧等等。给

她们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六月二十五日，岳阳市五里

牌街道古井社区主任曾庆红打电话

给该社区法轮功学员王兰，问她是

否在家？王兰问他有什么事？曾庆

红连声说没什么事，就挂了电话。 

◎大约在六月二十五日，柏杨

坡社区刘颖打电话给法轮功学员张

小味的丈夫，说社区人员在打听他

妻子，想和张小味见个面，了解了

解情况。她丈夫没答应，就挂了电

话。二十七日下午两点多钟，一个

17373080777 号码的电话又打到张

小味丈夫的手机上，说要找他妻

子。张小味的丈夫说：“我不认识

你，没什么好说的。”就把电话挂

断了。 

◎六月二十五日，社区人员打

电话给岳阳市法轮功学员李小阳的

女儿，问她妈妈炼法轮功的情况。

她女儿回答说：“大人的事情我不

能干涉，不要问我。” 

◎岳阳县法轮功学员卢满香

（女，六十多岁）在岳阳市帮她儿

子带小孩，不知是什么人到她暂住

的女儿家里敲门，点名要找她，敲

了很久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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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中共警察闯入民宅绑
架法轮功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