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城区新兴镇新民村四法轮
功学员被绑架信息补充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下

午两点左右，哈尔滨双城区新兴

镇新民村甄广田、陈万秋、王秀

霞、王亚丽四位法轮功学员，在

双城区幸福乡永芝村讲真相，被

当地不明真相村民举报。 

幸福乡派出所所长王建把四

位法轮功学员带到派出所。下午

六点左右，双城国保大队队长王

玉彪把四人非法抓走，现在具体

在哪儿不详。 

幸福乡派出所所长 王建 

45153210037 

    双城国保大队队长 王玉彪 

13836050988 

    王玉彪家地址：黑龙江省双

城市公安局 2 号楼（市公安局后

院）4 单元 201 

母亲是退休教师，妻子卢岩

在市人大工作，大舅哥卢盼在市

审计局工作。有一儿子。 

哈尔滨市呼兰区法轮功学员
陆敏被绑架 已回家 

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上午，

哈尔滨市呼兰区法轮功学员陆敏

（女，七十六岁），在街上发法

轮功真相册子，被举报。呼兰区

新民派出所一个年龄较大的王姓

警察和其余四个年轻警察把陆敏

绑架到派出所，抄家，抢走了师

父法像等，并用儿孙的工作及前

程威胁，强迫儿女签字。 

晚十点多才回到家中。过了

二十多天以后，再次到陆敏家骚

扰。给陆敏及家人造成伤害。 

回家的消息 
法轮功学员李明秀在哈尔滨

女子监狱遭迫害冤狱三年，于十

一月八日期满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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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哈尔滨市 82 岁的

法轮功学员谭凤鸣老人，于十一月

九日含冤离世。如果不是中共对法

轮功的打压迫害，老人也可以安享

晚年了。就在去世前几日，街道和

派出所又去骚扰。 

谭凤鸣一九九八年正月开始修

炼法轮功后，以前有过的多种疾

病，如支气管炎、腰腿疼痛及多种

老年病等，都在不知不觉中好了，

以前暴躁的性格也改好了，也不抽

烟喝酒打麻将了。他妻子李兴杰和

一双孝顺的儿女谭广丰、谭广梅也

相继开始修炼法轮功，一家四口沐

浴在大法的洪恩中。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这

个家不再安宁。在中共对法轮功的

二十多年的迫害中，谭凤鸣一家多

次经历生离死别。谭凤鸣和他的儿

女都被非法关押过，儿子谭广丰多

次被绑架迫害，二零零四年五月二

日，晚 10 点左右出去散发真相材

料后失踪，至今没有音信；女儿谭

广梅（红梅）在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九日又被绑架，并被冤判 4 年，老

伴一眼几乎失明。每年所谓的敏感

日，街道和辖区派出所都会骚扰两

位老人，使本来就胆战心惊的老人

更加心生恐惧。 

一、谭凤鸣曾遭受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谭凤

鸣也和其他同修一样去了省政府，

希望能和省政府领导讲一讲大法的

美好，后被绑架到当地公安局，再

后来被带到所辖派出所十多个小时

放回。以后每天被  （转下页）

哈尔滨新闻简讯 
【明慧网】二零二一年十月十

七日，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吴丽华

被道里区法院枉判三年，而事件的

起因仅仅是赠送一张真相护身符。 

吴丽华家住双城区。二零二一

年五月二十九日上午，吴丽华、贾

志强在大街上遇到一位身穿道士服

的人，两人告诉他三退保平安，并

送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然后，两

人继续往前走，却不知道这个道士

已经恶意报了警，还在后面尾随跟

踪她俩。 

当吴丽华和贾志强走到南二道

街时，上来一辆警车，将两人绑架

到民主派出所，而那个道士也跟着

上车，并在派出所作伪证。 

双城区民主派出所警察逼迫吴

丽华和贾志强说出自己家的住址，

并对她们非法抄家。从吴丽华家中

抄走了大法书籍、大法师父法像、

护身符、一台笔记本电脑及五千元

真相币（派出所只报三千元，另两

千元不知去向），在贾志强家中抄

走两本大法书籍。 

然后对吴丽华和贾志强做笔

录、做核酸、体检等一系列程序

后，吴丽华被非法刑拘，贾志强被

非法行政拘留十五天。在当天夜里

十一点多，吴丽华被送往哈尔滨市

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贾志强被送

往哈尔滨市拘留所非法关押。 

贾志强在被非法关押十五天

后，于端午节那天回家，而吴丽华

却因在家里被抄出真相币，双城区

检察院对她非法批捕、起诉一系列

迫害，并把迫害吴丽华的卷宗转到

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 

十月三十日，哈尔滨市道里区

法院对吴丽华非法开庭，没有让她

任何一位家属旁听。 

十一月十七日，吴丽华的儿子

接到母亲被非法判刑三年的通知。 

赠送一张真相护身符 吴丽华被冤判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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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强迫到派出所签到。 

二零零一年谭凤鸣因发放大法

资料被松江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

在宾县第二看守所四十天，强迫家

人交四千元放回。 

谭凤鸣夫妇因派出所经常去家

骚扰并撵搬家不让在片区内居住，

也被迫搬到了松江铜矿居住，就这

样派出所还去一次铜矿想绑架他女

儿谭广梅，因不在家没能得逞。 

宾县公安局，街道派出所，街

道社区，从二零二零年夏天多次打

电话，敲门骚扰，致使两位老人整

日忧心忡忡，不敢在家居住。 

二、妻子李兴杰遭受的迫害 

谭凤鸣之妻李兴杰，77 岁，

一九九八年初有幸炼法轮功后，身

体各种疾病都好了，包括头痛、胃

痛、十二指肠痛还有妇科病。通过

修炼身体好了，精神上也好了，家

里矛盾也少了，觉得自己活得非常

充实。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风云突

变，迫害开始了，她和很多同修去

了省政府，然后被抓回当地，先是

公安局、后是文化派出所，被非法

关了十多个小时。后来警察一直上

家骚扰找麻烦。 

二零零零年元旦前后，李兴杰

从家中被绑架关进宾县第二看守

所。理由是家里被搜出一本大法

书，关了十八天后放回。再后来文

化派出所片警强迫她每天都得去派

出所签到，不去就送进看守所。因

家人都修大法，都遭受不同程度的

迫害，特别是一双儿女经常遭到绑

架，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的伤害。 

女儿谭广梅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九日在自己家中、在老俩口的面

前，再次被宾县公安警察绑架、关

押构陷，李兴杰左眼失明。之后，

爱女又被依兰法院跨地区非法庭

审，两位老人已经伤痕累累的心再

次被戳痛。 

三、儿子谭广峰遭受迫害 如

今下落不明 

儿子谭广峰，一九六七年生，

一九九九年五月份开始修炼，刚刚

体会到一点大法的美好和超常，江

泽民就开始迫害了，为了向国家领

导人讲清真相，谭广峰一开始就去

了省政府，被抓，在派出所关了

五、六个小时才被放回。谭广峰至

少有 4 次被绑架迫害。 

一九九九年十月份，谭广峰去

北京讲真相几天后返回。转年正月

十四和同修一起第二次进京，中途

到长春被火车上的乘警绑架，被宾

县文化派出所（说去长春接人索取

一千元），接回后，送进宾县第一

看守所关了将近七个月左右，强迫

家里又交了一千元放回，还有关押

期间的伙食费，没给任何收据。从

此以后他经常被警方骚扰，包括每

天上派出所签到，不去就送拘留。 

后来，谭广峰在家中又被派出

所人员绑架至宾县第二看守所关了

五个多月，因不签不修炼的保证

书、不穿号服，被警察毒打，并强

迫家人交两千元钱放回，还有关押

期间的伙食费。 

后来谭广峰在外地打工，二零

零四年五月二日晚十点多，因发放

法轮功真相资料从住地出去，就再

也没回来，至今没有任何消息（在

哈尔滨火车站一带打工，可能被抓

后没报姓名住址）。 

四、孝女谭广梅多次遭绑架 

被冤判四年 

女儿谭广梅，今年 52 岁，原

本内向、清高、性格非常孤僻，一

九九八年三月份学大法后身心受

益，心境豁然开朗。身体的多种疾

病通过炼功不治而愈，与人为善、

做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 

因谭广梅和哥哥都下岗，家里

只有父亲谭凤鸣一个人上班，开个

食杂店补贴家用，食杂店都开十多

年了，因全家都修大法，派去所警

察经常上家骚扰并绑架。食杂店被

迫关了门，谭广梅和谭广峰有家不

敢回，过上了流离失所的日子。 

一九九九年十月份，谭广梅进

京证实大法回来后直接被非法关押

在第一看守所一个多月，被罚款四

千元放回。之后在居住地当时的文

化派出所所长王林的指挥下，片警

吴运成及同伙经常隔三差五上家骚

扰。 

二零零零年阴历四月初，谭广

梅在家洗衣服，又被片警吴运成及

同伙骗到派出所，直接送到第一看

守所非法关押三个月左右，理由是

扰乱社会秩序。非法关押两个多月

的时候，谭广梅开始绝食反迫害，

遭到当时女管教管红找谈话打嘴

巴，把她绑到铁椅子上双手扣在后

面，插鼻管灌食，鼻腔和嘴里面都

是血（以后每天一次灌食），一直

到第九天放回家。（伙食费一千元

左右）。回家后被文化派出所每天

强制到派出所签到，不去就送拘

留。还经常上家骚扰，后来谭广梅

在外面一直流离失所不敢回家。 

第三次是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

末，谭广梅二次进北京证实法被非

法绑架送到北京昌平县。因不报姓

名住址遭到恶警的毒打，十二月末

的天气从脖子从里面倒凉水，两天

一宿没让睡觉，更不让吃饭喝水，

五天以后回到家中。 

第四次是在二零零二年十一月

份，谭广梅在外打工的时候，因回

家取衣服在派出所门前经过被片警

看见又被绑架，谭广梅绝食绝水抗

议，这样到第六天被放回家，回家

后怕再无缘无故被抓，谭广梅就又

到外地流离失所，不能回家。 

第五次是二零零三年阴历四月

末，晚上谭广梅在大街上碰到派出

所的片警吴运成及同伙，就又被非

法绑架到拘留所关押，谭广梅一进

去就绝食绝水不吃饭，第二天扣在

铁椅子上遭到插鼻管灌食，之后直

接又被转到第一看守所，第三天放

回家。因派出所随时上家骚扰，以

后多年谭广梅基本上不敢在家。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在宾

县公安局的统一大抓捕行动中，谭

广梅在自己家中、在年迈父母的面

前再次被宾县公安警察绑架。谭广

梅被绑架半年后，她的母亲左眼失

明。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谭

广梅被依兰法院跨地区非法庭审冤

判 4 年，庭审结束时，年迈的谭凤

鸣和老伴与女儿谭广梅说几句话。

临走时，老伴拉着闺女的手不肯撒

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谭广梅现在仍然被非法关押在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