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陷法轮功学员 荣成永安
派出所马威遭恶报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日上午，

荣成两名法轮功学员到一儿童服

装店“贝恩宝宝店”发放法轮功

真相光盘，被店主马威恶意举

报。110 警车很快赶到，把两位

法轮功学员死拽硬拉地塞进警

车，非法拘留十天。 
事过三个月后，宝宝店门口

挂出招牌：“此店清仓处理，大

甩卖”。此店原是经营近二十年

的老店。两年后，改为现在的

“标准”理发店。 
事过几年后，得知当年恶意

举报的马威是荣成永安派出所的

副所长，在恶意举报的当年，突

发脑溢血死亡，年仅三十四、五

岁左右。 

威海临港区杨波遭恶报 
杨波，威海市公安局临港经

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局长。二零二

一年五月，涉嫌严重违法，接受

审查。 

杨波在任职期间，对迫害当

地法轮功学员负有不可推卸的领

导责任。二零二零年，明慧网上

报道了两例：法轮功学员邓玉

红，在草庙子镇城南人家小区发

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临港区草

庙子镇派出所绑架并被非法抄

家。法轮功学员宋文涛在草庙子

集市上，在讲法轮功真相时，被

草庙子镇派出所劫持。 

在二零二一年的政法系统整

顿风暴中，威海市已有政法委原

书记刘茂德、中级法院执行局副

局长宫建军、经区法院原院长黄

宗殿和临港区杨波在内的四人接

受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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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 海 版 | 第 2 3 1 期 
2 0 2 1 年11月22日 

【明慧网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七

日】（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威

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温泉派出所，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起，追随

中共迫害法轮功。环翠区公安局、

温泉镇派出所和村委会等人员，经

常到法轮功学员家中骚扰、恐吓、

抄家、甚至非法关押，导致法轮功

学员及家人身心受到巨大压力，宋

修敏、邹德卿等人含冤而死，今将

其长达二十多年的迫害事实曝光。 

一、对宋修敏、张秀芬的迫害 
二零零零年四月，宋修敏与张

秀芬两位法轮功学员依法去国家信

访局为法轮功鸣冤，警察知道来意

后，便叫他们靠墙边站立，并强行

搜身，后来又通知环翠公安局六一

零头目刘杰、刘金虎把他们带回威

海拘留三次，每次 15 天，每次每

人罚款 400 元。 

二零零一年一月，温泉镇派出

所四个警察，在村治保主任宋修江

的带领下非法抄家。十一月，刘杰

等人又闯入家中，没出示任何合法

证件和法律依据，进门就抄家，并

将宋修敏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

一个月，罚款 400 元。从此，警察

经常肆无忌惮地到家骚扰、恐吓，

他们被迫流离失所。这期间工资全

部被扣发，共计 17000 多元。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他们在外

地被人告发，宋修敏被强行送往看

守所，第一次关押一个月，罚款

400 元，接着又关押，为反迫害他

绝食半个月，又被罚款 400 元，才

放回家。由于邪恶接二连三地抄家

关押，家里再也无安宁之日，给全

家人带来无法形容的痛苦，身心都

受到严重损害，宋修敏于二零零八

年含冤离世。 

二、对宋建华的迫害 
二零零一年春，温泉镇派出所

四个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宋建华家

抄家，以后每到所谓的敏感日，就

到她家骚扰。 

二零一五年秋，村委主任韩玉

波还带着温泉镇政府张强来骚扰。 

二零一七年十月，宋建华、赵

映雪在外讲真相中被温泉镇派出所

武岳海等强行搜身、照相、抽血。 

二零一八年春，武岳海及协警

周光超等人又到宋建华家敲门，从

早七点三十分开始，每隔一小时敲

一次。因宋建华一直不开门，他们

才不了了之。 

三、对于海青、李学华的骚扰 

二零一八年五月，温泉镇派出

所警察闯进法轮功学员（转下页）

图：2021 年 7 月 16 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烈日炎炎，骄阳似火。来自美
国东部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近两千人在国会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集会游
行，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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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页）于海青的店中，不问青

红皂白翻箱倒柜，并将于海青绑架

到派出所。于海青被迫害出现严重

的病业现象，在其子据理力争下得

以回家。 

二零一九年四月，协警周光

超、警察戴凤仙到法轮功学员李学

华单位骚扰。 

四、邹德卿遭迫害离世 
二零零零年，温泉镇派出所警

察闯入法轮功学员邹德卿家后，把

她绑架到派出所，强逼她踩大法师

父的法像，她不踩，被非法拘留

15 天，勒索 400 元钱。回家后，

虎山村恶人宋修习、前妇女主任刘

淑玲（已遭恶报瘫痪在床）、治保

主任宋吉松及林子玲，整天蹲坑、

跟踪，向派出所恶意举报，骚扰迫

害，由于精神打击很大，经济也受

到很大的损失，二零一三年三月，

邹德卿含冤离世，终年 66 岁。 

五、邹德荣遭受的迫害 
温泉镇派出所胁迫虎山村治保

主任宋修江等人，多次窜到法轮功

学员邹德荣家抢走大法师父的法

像、教功带、大法书籍、教功图像

等。强行不让炼功，不让上访。前

村妇女主任刘淑玲非法扣留邹德荣

的身份证很长时间，非法罚款 130

元。 

二零零零年秋，邹德荣在家收

玉米时，温泉镇派出所非法闯入她

家，强行绑架上车，当晚劫持到淄

博女子劳教所，强迫写转化书。二

零一九年七月，宋修江跟踪骚扰、

打电话恐吓，不让她跟人讲法轮功

真相，否则，停发口粮。 

六、对刘本德的迫害 
二零一八年七月，法轮功学员

刘本德讲大法真相，被人举报到温

泉派出所。所长王可峰、恶警武岳

海、戴凤仙等人非法强行搜身搜

包，抢走大法真相资料及现金 500

元，至今未还。 

七、对宋修昌的迫害 
二零一零年一月，六一零刘

杰、刘金虎及温泉镇政法委张强，

温泉镇派出所邹德波等恶警绑架了

河西村法轮功学员宋修昌，非法关

押一个多月后，又劫持到山东章丘

劳教所迫害了一年。 

二零一八年三月，宋修昌到浙

江义乌送货，带了真相光盘发给世

人，被举报，义乌公安局六一零伙

同威海六一零及温泉镇派出所到宋

修昌家非法抄家，同时绑架了宋修

昌，第二天，又把他绑架到义乌看

守所，非法关押 32 天，给他造成

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压力。 

八、张福水被迫害事实 
温泉镇派出所和江家村妇女主

任等人经常闯到张福水家骚扰、恐

吓、抄家，抢走大法书籍、真相传

单和播放器等，并将张福水劫持到

拘留所非法关押十五天，拘留期

间，强迫长时间站立、下蹲。 

二零零零年二月，张福水到天

安门广场证实法轮大法好，又被天

安门派出所警察绑架，从晚上六点

半开始，三个打手轮流打张福水，

揪头发往墙上撞，用木板打手，用

手铐打脚骨，强制往身上灌凉水

等，一直折磨到晚上十一点半。脸

被打得肿胀变形，耳朵当时被打

聋，眼睛通红，双手被打得变黑，

双脚被打得血肉模糊，回家的路费

被抢走。后来温泉武装部一位姓林

的部长和派出所一位姓刘的警察对

张福水非法审问，送拘留所非法拘

留，勒索现金 1250 元。 

二零零一年八月的一天晚上，

张福水又被温泉镇派出所绑架，直

接劫持到淄博劳教所迫害一个月，

期间被强制抽血，洗脑迫害。二零

一五年，张福水因依法起诉迫害恶

首江泽民至今一直被温泉镇派出所

上门骚扰不断。 

九、丛秀霞被迫害事实 

环翠区公安局伙同温泉镇派出

所和村委会成员等经常闯到丛秀霞

家中骚扰、恐吓、抄家。抢走法轮

大法书籍、法像、法轮图形挂像、

讲法录音带、音响及其它播放器等

私人物品，并跟踪监视丛秀霞。 

二零零零年，丛秀霞两次去北

京上访，证实法轮大法好，一次被

绑架后送往驻北京办事处，非法审

问，被狠狠打嘴巴子，被抓住头发

往墙上撞等暴力虐待，随身所带几

百元钱被抢走，第二天被带回当地

派出所，非法拘留十五天，期满后

被勒索 1250 元。 

二零零一年腊月二十九日晚

上，丛秀霞出去张贴法轮功真相

贴，派出所上门抄家，绑架到威海

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随后又

被非法劳教三年，期满后，被威海

市六一零劫持，强制关押了九个

月，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才回

到家中。非法劳教期间，遭强迫洗

脑、经常被狱警打嘴巴子、连续五

天五夜罚站不许睡觉、遭受关小

号、加重劳动强度、长时间坐小板

凳等酷刑。至今，派出所等相关人

员经常上门骚扰。 

十、于胜连被迫害事实 
二零零零年二月，于胜连到北

京天安门广场证实法轮大法好，被

天安门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某宾馆，

从晚上六点半开始，三个打手轮流

殴打，揪头发往墙上撞，暴打头

部，狠打脸部，往身上泼凉水， 

一直折磨到晚上十一点半。身体被

打得黑紫，随身携带的 1000 元被

抢走。后来被带回温泉镇派出所，

非法审问后，送威海市拘留所非法

拘留十五天。 

二零零二年八月，于胜连又被

温泉镇派出所绑架，劫持到淄博劳

教所迫害一个月，期间被强制抽

血。 

十一、吕桂玲被迫害事实 
二零零零年二月，吕桂玲去北

京上访，证实法轮大法好，被绑架

送往驻北京办事处，非法审问，用

电棍电，抓住头发往墙上撞，暴打

头部、狠打脸部，从头部往身上灌

凉水浇透全身，用木板打手，用手

铐打脚踝骨，身体、脸、手变成黑

紫色，随之戴着手铐坐了一夜，随

身所带几百元被抢走，第二天被带

回当地派出所，非法拘留十五天。 

二零零一年，吕桂玲又被构陷

判刑二十年，在济南监狱遭受迫

害，至今生死不明。 

温泉派出所 

地址：威海市温泉镇温泉路 

电话：5366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