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网】2021 年 11 月

14 日上午，家住钱粮湖镇的法

轮功学员王洪波（79 岁），和

家住钱粮湖镇三分店的法轮功学

员陈青山、妻子王玲及十来岁的

小女儿，四人正在分路口运河大

桥上，（运河大桥的那边属于华

容县管辖区，大桥和桥这边属于

君山区采桑湖镇管辖区）。一辆

警车（采桑湖镇派出所的）挡住

了去路，又叫来多个警察，绑架 

了四人连同慢慢游机动车，再连

人带车非法押到君山区采桑湖镇

派出所，因王洪波年老不肯下

车，也不说名字，派出所就伪造

一份假供词要王洪波签字，王洪

波就写道：“这不是我说的”。

同时抢走王洪波的一个包。 

陈青山、妻子王玲和他们十

来岁的小女儿，被绑架到派出所

办公室，因陈青山曾经患高血压

中风一次，这次受到惊吓，又出

现高血压症状，经过测量血压相

当高，派出所不敢留，就要警察

们押送王洪波、陈青山和女儿回

家，女儿大哭要妈妈一起回家，

回到陈青山家中，警察们又伙同

当地三分店的治安主任开始非法

抄家，从一楼到二楼来回几趟搜

查，抄走大法书籍及播放机。 

据说法轮功学员王玲现在被

非法关押在君山区，具体关押在

什么地方、具体情况待查。◇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湖

南报道）二零二一年八月份至十月

份，湖南郴州桂阳县政法委书记何

张勇、办公室主任江靖、桂阳县雷

坪镇政法委书记张超、以及司法所

唐旗等人，持续骚扰桂阳县法轮功

学员刘丙瑞，企图将刘丙瑞非法关

押到洗脑班迫害。 

二零二一年八月，桂阳县政法

委书记何张勇等人来到刘丙瑞公

司，见过面后，要求刘丙瑞以后打

电话要接。九月份，雷坪镇政法委

书记张超和司法所唐旗来到刘丙瑞

的公司，要求见面，说是要所谓的

动态掌握，每月至少要见一次面。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张

超要求刘丙瑞跟他们一起去和（郴

州）市里面的领导见面，说是要验

收，就是要刘丙瑞表态说“不炼

了”。刘丙瑞跟他们一起去了，地 

点就是以前二零一八年五月九日强

制刘丙瑞五天洗脑的洗脑班，在下

湄桥原来的新泉社区旁。里面挂着

“再教育关爱之家”的蒙骗世人的

牌子。 

十月二十八日下午三点，在洗

脑班一楼，郴州市政法委曾姓书记

以及二零一八年给刘丙瑞充当洗脑

迫害的老师，自称嘉禾人的李姓主

任，问了许多遍你还炼不炼？刘丙

瑞都默不作声。到五点多时，曾书

记就说你先回去。刘丙瑞当时就回

去了。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日，刘丙

瑞的父母告诉他说，张超带着礼品

到家里来了，要他们俩去市里面见

市领导，给刘丙瑞做“转化”。 

第二天早上，刘丙瑞回到老

家，给张超打电话，要他把礼品带

回去。中午，张超跟唐旗来到刘丙

瑞老家。刘丙瑞对张超说，你们不

用这样对我父母，我父母动不了

我，你们不就是拿工作、家庭、生

命、孩子升学这四样来要挟我吗？

我的命你要，随时都可以。之前，

你们要我说不炼了，我至死都不会

说的。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四日，张超

和唐旗打电话给刘丙瑞，又要刘丙

瑞和他们一起去见市里面的领导，

刘丙瑞拒绝了。他们再打电话，刘

丙瑞都拒接。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八日，张超

又打电话给刘丙瑞，刘丙瑞拒接。

然后江靖也打电话骚扰刘丙瑞。刘

丙瑞见张超等人持续骚扰，刘丙瑞

就找到张超的家，因张超在郴州市

五岭国际买了房子，刘丙瑞就专程

登门劝告张超及其家人。事后，张

超找到刘丙瑞的父母说要刘丙瑞不

要再去他们家了，他也不再来骚扰

刘丙瑞和他的家人了。 

另一位曾经放话说不表态就经

常骚扰刘丙瑞的江靖，十一月十日

又找到刘丙瑞的公司领导，叫领导

打电话给刘丙瑞，江靖也持续打电

话骚扰刘丙瑞。 

过程中得知，张超是去年调到

雷坪镇当书记的，他自己说以前没

有做过迫害大法的事。可现在被上

面的“领导”逼着参与迫害，可见

共产党一贯的手段就是用谎言欺

骗，绑架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参与迫

害佛法，使这些人无知的犯罪，望

参与迫害的底层人员能看清其中的

邪恶目的，勿助纣为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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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中共警察闯入民宅绑
架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湖

南报道）湖南临澧县今年 58 岁的

傅建平，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

2005 年、2013 年两次被冤判入狱

11 年。九年前，他被非法判八年

（2012 年一 2020 年）。为了彰显

正义与良知、为了慈悲提醒知法违

法的公检法人员，傅建平依法向常

德市中级法院提出刑事申诉状

（13912 字）。希望法院依法在重

新审理中，撤销 2005 年 29 号、

2013 年 50 号裁定判决，改判宣告

他无罪。 

一、肝病所苦人生无望 幸遇
大法喜获新生 

1996 年 5 月，就在傅建平承

受病痛折磨生不如死的时刻，傅建

平三生有幸遇到了法轮大法。书中

高层法理使傅建平明白了人为什么

会有苦有难，同时，大法给傅建平 

指明了人生意义。 

从此以后傅建平走上了一条佛

法修炼、返本归真的路。在学法不

到一个月，以前经常冒出的想死的

念头没有了，特别是心烦狂躁不安

的症状消失了。再后来，傅建平的

身体一天比一天轻松，厌食、腹

胀、腰痛、失眠等症状也随之不治

自愈。学法炼功修心两年，身心的

愉悦与幸福之感是前所未有的。 

在法轮大法佛光的沐浴下，傅

建平得以枯木逢春，起死回生。 

二、被两次冤判入狱 11 年 
曾遭受非人的酷刑折磨 

修炼法轮大法后，傅建平真正

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1999

年 8 月，傅建平重返工作岗位。炼

功中，傅建平有缘结识了炼功修心

的知音，重新组建了新的家庭。 

法轮功在残酷打压的 22 年

里，傅建平被两次冤判入狱 11

年，一次劳教一年半，还在县拘留

所被非法超期关押 1 年半；被县工

商银行强迫买断失去工作十多年。

妻子朱桂英也多次遭非法拘留与洗

脑迫害。在这期间，因不放弃对

“真善忍”的信仰，曾遭受非人的

酷刑折磨。以下是迫害事实概述。 

2004 年 12 月在临澧四新岗向

人讲真相，被县国保警察绑架到四

新岗派出所。傅建平拒绝跪下，国

保警察杨峰、龙云飞及联防人员对

傅建平拳打脚踢，鼻流鲜血，企图 

将傅建平强行按倒跪下，傅建平反

抗未成。他们将傅建平双脚离地吊

铐到上下铺铁床顶上，铁铐如刀割

斧砍般钳入皮骨中，傅建平痛得黄

豆大的汗珠直滚而下，汗水浸透了

全身。在临澧县看守所超期关押期

间，傅建平绝食抗议，被同监在押

犯强逼灌尿，用棉被蒙头蒙全身包

饺子拳打脚踢，导致傅建平全身疼

痛，行走艰难。 

傅建平 2005 年被县市法院冤

判三年，先后在津市、网岭监狱迫

害。津市监狱警察强行给傅建平戴

上脚镣手铐押送到株洲网岭监狱。

在网岭监狱，傅建平不认罪拒绝背

监规，警察严凡、张某，强行扒掉

傅建平的上衣，多次强迫赤身遭两

根电棒同时电击，直至电流耗尽为

止。导致肩、背起了鸡蛋大的水

泡，脸部、嘴唇被电肿发乌。傅建

平以绝食抗议，狱警谭冬民指使夹

控犯人陈宇用筷子将傅建平的嘴和

牙龈捣烂，强迫灌食。长时间傅建

平的牙龈肿胀充血，疼痛难忍。 

傅建平抵制洗脑迫害，遭到十

天十夜强迫站立，日夜不准闭眼，

极度疲痨难熬。一闭眼罪犯夹控轮

流用手指将眼撑开、并抓住上身猛

力摇晃、大冬天从脖子领口多次强

行灌入冷水，上身湿透。长时间站

立，导致双脚小腿水肿，皮肤好象

要裂开似的，走路失去平衡感，象

鸭子一样走路左右摇摆，同时长时

间没有睡觉，头昏眼花，视物模

糊，出现幻视。看楼房一层变成了

两层。迪斯尼世界纪录是连续 11

天不睡觉，但他可以站、坐、卧、

行走自由活动，而傅建平是遭受连

续 10 天站立不准合眼、不准睡觉

的折磨，可想监狱警察对法轮功学

员的迫害是超历史的残酷。 

在网岭监狱三大队，白天超时

劳役，晚上长期坐小凳到深夜几

点，心身日夜难熬。中队狱警李运

洪拿着电棒电傅建的嘴和脸部。这

件事对傅建平心灵伤害极大。 

2013 年，傅建平再次被冤判

入狱 8 年。2016 年 10 月 26 日从

津市监狱转到网岭监狱。在那里，

傅建平遭长期罚站、电棍电，“撕

胯”，不让家人接见等迫害，精神

和肉体都受到了巨大伤害。傅建平

在站队列报数时拒绝举手而遭受了

惨无人道的撕胯酷刑折磨。身体贴

墙面壁“大”字站立，众多罪犯分

别按住傅建平的头、后背、双肩、

双手、两腿，使劲将傅建平全身贴

着墙面，再将双腿使劲往左右两边

猛力强拉，就是强迫撇“一”字。

瞬间，痛得傅建平撕心裂肺的喊

叫，当时痛得几乎无意识晕过去。

这时警察李刚才叫犯人住手。过

后，傅建平全身发软，几近虚脱。 

傅建平藉由此次的申诉，说出

自己的遭遇，是希望正义善良的人

们认清善恶，共同抵制这场对修炼

人的迫害，在大灾大难中走向美好

的未来。 

三、依法申诉 要求撒销判决 
依法改判无罪 

因不服常德市中级法院 2005

常刑一终字第 29 号、2013 年常刑

二终字第 50 号二次刑事裁定书，

依法提出申诉。傅建平表示，“法

院对我的判决有《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第二、三、项

情形，因此我现在依法向贵院提出

申诉，这是一份迟到的申诉状。九

年前被非法冤判八年有期徒刑，

2012 年一 2020 年，本应该在 2020

年就提起申诉。但由于在湖南省网

岭监狱遭受残酷迫害，致使身心极

度虚弱与疲惫，没有心力和身体力

量来做申诉这件事。故而延迟了一

年时间，在这一年里，自己信仰的

法轮功，自己的身体又恢复了健

康。为了坚持真理、为了正义得以

伸张，我必需申诉。”（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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