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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屈申，男，60 多

岁，原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

法警，1999 年 7 月借调到江汉区

政法委所谓“防范办”，一直在洗

脑班以种种邪恶手段强制转化法轮

功学员，现已退休，被返聘在中共

政法委系统，继续干着转化迫害的

事情。 

据网上报道，2013 年，屈申

颅内长了一个动脉血管瘤，手术植

入 21 根防护钢网弹簧。2014 年，

颅内再次长出瘤体，又植入 8 根钢

网弹簧。但他不思悔改，这些年还

在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他总结了

一套迫害歪理，抓住人心的脆弱点

进行心理攻击。他会通过和学员的

交流，察言观色，找到学员的弱点

和说话的漏洞进行攻击。他的歪理

邪说太多，冠冕堂皇，讲出来的话

表面上的意思好象在跟你讲道理，

内涵却完全是在散发邪恶的毒素。 

根据当地学员不完全统计，自

一九九九年底至今，先后在江汉区

“六一零”洗脑班非法关押过的法

轮功学员至少有几百人次，非法拘

禁期限有的长达一、两年。其中，

被江汉区洗脑班和屈申直接或间接

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十七

人；被迫害致疯的至少有五人；致

伤、致残无数。 

武汉市汉阳区法轮功学员万大

久，遭四年冤狱，出狱不久，二零

一九年五月六日再被绑架，被非法

关押在玉笋山洗脑班，回家不知吃

喝拉撒，神智不清，疑被药物迫

害，约于九月底十月初含冤离世。 

湖北浠水法轮功学员汪金平二

零一五年三月被劫持到玉笋山洗脑

班，遭到了以屈申为首等恶人的迫

害，恶人偷偷在其吃的饭菜里下

药，弄得他浑身难受、疼痛伴随着

麻木，眼神也由之前的正常变得不

正常，有时几乎整晚在房间里来回

走动偶尔睡着一会儿。 

江汉区洗脑班作为中共邪党在

湖北武汉地区迫害法轮功的主要黑

窝之一，先后在武汉市民意医院、

市第一医院、江汉区福利院等地多

次办洗脑班，二零零零年五月迁入

二道棚工业园，称二道棚洗脑班。

近年来，又搬迁到武汉市郊蔡甸区

园林局老办公楼（玉笋山陵园附

近），故又称“玉笋山洗脑班”。 

在中共邪党对法轮功学员的所

谓“清零行动”中，屈申更加卖

命，在湖北省各个地区洗脑班来回

行恶，强迫给法轮功学员洗脑，逼

迫修炼人放弃信仰。对于被绑架到

洗脑班坚决不“转化”的法轮功学

员，恶人就把屈申叫去。 

屈申非常嚣张，伙同洗脑班恶

人，从精神上折磨法轮功学员，不

让睡觉，侮辱人格，伤害尊严，谩

骂，并扬言不“转化”，他们奉

陪，到一定时间就要弄到另外地方

去（单独关押）。 

恶人屈申在湖北省充当邪恶对

法轮功学员的打手，在湖北各地区

如武汉、宜昌、咸宁、荆州等地行

恶。最近听说屈申准备长期在湖北

宜昌市蹲点迫害和所谓转化。 

关于屈申的犯罪行为，请见明

慧网《揭露中共树立的典型——屈

申的犯罪行为》《武汉市江汉区玉

笋山洗脑班施药害人》等。◇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法轮功学
员艾莉被绑架 

2021 年 9 月 28 日，武汉武

昌区法轮功学员艾莉在水果湖发

真相资料时被绑架。请知情人提

供更多情况 

武汉法轮功学员邬满珍和邬
美娣遭派出所绑架 

2021 年以来中共邪党进行

“清零”迫害，湖北省武汉市青

山区国保大队和冶金街派出所、

武昌区杨园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

员邬满珍和邬美娣。 

邬满珍和邬美娣两姊妹因坚

持信仰，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在

青山区南干渠公园附近被青山区

国保大队周源副队长、冶金街派

出所、武昌区杨园派出所等警察

绑架到冶金街派出所，说她俩打

电话影响很不好。 

姐姐邬满珍（76 岁）送到

武昌区南湖洗脑班（杨园洗脑

班）迫害，在洗脑班里被迫看邪

恶的宣传碟子，她看也不配合，

警察就要邬满珍罚站，不让睡

觉，饭食也只给一点，根本就不

让人吃饱。 被迫害一个月后，

于 4 月 29 日回家。 

妹妹邬美娣（音，74 岁）

被绑架到武汉钢铁设计研究院威

仕宾馆迫害一个月，于 4 月 29

日回家。 回家时还给她戴 2 个

口罩，将整个脸全部盖住，不让

其知道迫害的地址，还开着车在

红钢城一带转了一个多小时才回

家。 中共警察做恶最怕的是曝

光。 

洗脑班地址：武汉市青山区

30 街东门隔；湖北省武汉市青

山区工业二路 12 号附 3 号。◇ 

 

曝光武汉洗脑班屈申的恶行 武汉新闻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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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政法委、610 “清零”洗脑班的罪恶 
【明慧网】据明慧网报道的不

完全统计，二零二一年一至九月

底，武汉市有十四个洗脑班黑监狱

仍在迫害法轮功学员，其中，有十

个为新增开设的洗脑班，至少 71

名法轮功学员遭强制洗脑。据明慧

网报道统计，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武

汉市有 58 名法轮功学员被强制送

入洗脑班迫害，在全国城市中排名

第一。目前，武汉市仍有至少 6 名

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在三个洗脑班黑

监狱迫害。 

据悉，二零二一年年初，武汉

市政法委、610 策划了一个邪恶的

迫害方案，在执行中共邪党对法轮

功学员的所谓“清零行动”中，用

洗脑班达到所谓“清零”迫害的目

的。因此，致使全市各区洗脑班死

灰复燃，竞新增开设十个洗脑班。 

全市洗脑班死灰复燃  新增开
设十个洗脑班 

二零二一年新年刚刚过去，从

三月初到四月份，武汉市江南片区

的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东湖

经济开发区的就有六个洗脑班相继

开办，至少有 20 多名法轮功学员

被劫持洗脑班，遭强制洗脑。 

五月，武汉市江北片区的江岸

区、汉阳区、黄陂区就有四个洗脑

班相继开办，都是新增开设的洗脑

班；六月初，硚口区额头洗脑班继

四月开办后第二次开班。至少有

20 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洗脑

班，遭强制洗脑。 

八月，武汉市江汉区玉笋山洗

脑班在武汉疫情二次爆发的危难时

刻开办，俩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被非

法关押在玉笋山洗脑班，遭强制洗

脑迫害。九月十四日，武昌区第三

个洗脑—武昌武泰闸花园路洗脑班

开办。九月二十二日，硚口区额头

洗脑班第三次开班。 

操控公安局国保警察、派出所
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  劫持洗脑班 

在中共邪党对法轮功学员的所

谓“清零行动”中，武汉市公安局

内部至上而下，流传着一个公开的

秘密，绑架法轮功学员，如不在表

格上签字的，一律送洗脑班，或非

法拘留后再劫往洗脑班。限于本文

篇幅，以下仅举几例。 
1、中共警察如同黑社会绑匪

一般绑架法轮功学员，极力掩盖洗

脑班地址 

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二日早上八

时，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老年法轮

功学员刘美丽，被青山区冶金街派

出所警察戴上黑面罩绑架，并劫持

往武汉市二雅路拘留所非法拘留十

五天；四月二十七日拘留期满时，

当天早上八点三十五分时被冶金街

派出所郭春武（警号：033981）等

四个警察戴上黑面罩从拘留所直接

绑架到洗脑班迫害一个月。下车后

听到有人说现在是十点半钟。此时

刘美丽被绑架到青山区工业四路十

三号附四号东方友谊酒店五楼。 

这一个多月来的非法关押洗脑

的过程中，他们不让刘出房间，直

到最后两天才让刘出来在走廊上走

一走。在五月二十七日晚上十点多

钟他们给刘套上黑头套，用警车将

刘送到所住的门栋口，并且强逼着

要刘交出大法书籍和音像资料。 

2、武汉疫情二次爆发危难时

刻，警察照旧绑架法轮功学员 

二零二一年八月三日，武汉经

济开发区又爆发疫情被封，在武汉

市二次爆发疫情的危难时刻，中共

邪党不仅不反思自己的过错，还在

不停地迫害在大疫中劝善救人的法

轮功学员。 

八月八日，武汉市法轮功学员

胡立凤、张储芝，在武汉市硚口区

宗关地区讲法轮功真相时，遭硚口

区宗关派出所警察绑架。八月二十

六日获知，俩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被

非法关押在武汉市江汉区玉笋山洗

脑班，遭强制洗脑迫害。 

3、疫情刚一过，警察就绑架 

二零二一年九月七日上午，武

汉市硚口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

闯入家住武汉市硚口区宜家社区法

轮功学员张美容家中，将她绑架并

非法抄家。据说二零二一年七月二

十九日，张美容在汉正街讲真相

时，被三个大学生举报，疫情期间

没动。疫情刚一过，警察就把这事

当案子来办，调监控，找到张美容

就绑架。 

九月二十二日，被非法拘留十

五天期满的张美容，又被三名硚口

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到硚

口区额头洗脑班迫害。 

4、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三日，

武昌法轮功学员刘晓莲、王晓晖在

汉阳超市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

举报，被汉阳分局翠微派出所警察

绑架。九月十四日被转到武昌武泰

闸花园路洗脑班。 

5、国保警察知法犯法，光天

化日之下绑架非法拘留期满的法轮

功学员 

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

十点左右，在武汉市第一行政拘留

所的门口，清晰的传出一妇女高喊

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我没有犯罪”。原来是被非法

拘留十五天期满的硚口区法轮功学

员周爱琳，又遭国保警察绑架时的

喊叫声。当时，硚口区公安分局国

保大队警察来了五人，在光天化日

之下，拉胳膊抬腿，把周爱琳绑架

到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迫害。 

重金招募犹大签订劳务合同 
作为政法系编外人员参与迫害 

二零二一年年初，武汉市政法

委、610 在策划的邪恶迫害方案

中，把重金招募犹大并签订劳务合

同，作为政法系编外人员参与迫

害，并把犹大当作洗脑班做所谓的

“转化”工作的主要力量来对待。 

至此，武汉市政法委、610 和

犹大有劳务关系，并促成犹大和各

区政法委、610 签订劳务合同，犹

大基本月工资 2000 元，办班再每

天 100 元，这样一个月最少 5000

元；每个犹大有转化证书，像王汉

莲有转化能手证书，全国通用，外

地要借王汉莲去迫害法轮功，一次

就得给至少 1000 元。 

重金招募的犹大在武汉市政法

委、610 策划下，窜到各区洗脑班

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