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安

徽报道）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安徽

省亳州市谯城区法轮功学员刘素

贞、于素英，分别被谯城区法院枉

判四年半、一年。刘素贞本人不服

判决，于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日已

上诉到中院，目前还没有二审的消

息。于素英在二零二一年九月六日

已经回家。 
刘素贞是工商银行的职工，一

九九九年以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身心受益。二零零二年前曾多次遭

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迫害。

二零一五年在南京当面讲法轮功真

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南

京警方非法刑事拘留十五日。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刘

素贞在安徽省合肥高铁站讲真相时

被警方非法抓捕，送亳州市谯城区

看守所非法关押，被谯城区法院枉

判一年半，于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

十七日回家。 
二零二零年九月六日下午，刘

素贞在家中被当地国保警察骗开房

门绑架，同时被绑架的还有来访的

法轮功学员于成英、于素英俩姐

妹。警方非法抄了刘素贞的家，抄

走的有大法书籍，电脑、打字机等

私人财物。 
 刘素贞与于素英被非法关押

在亳州看守所，于成英于九月七日

被取保回家。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四

日，刘素贞、于素英被检察院非法

批捕。 
刘素贞这次被绑架、判刑是警

方恶意构陷所为。警方称：绑架的

理由是因为被人举报她散发法轮功

真相资料，但是开庭时并没有举报

人到庭指证，也没有证人出庭作

证。更为荒唐的是，警方称是六月

份接人举报，但是抓人的时间却是

九月，足见中共邪党为迫害好人是

多么的无法无天。 
刘素贞多次遭到中共当局的非

法迫害。二零一八年二月九日，亳

州市谯城区法院就曾经对刘素贞非

法开庭，刘素贞的亲属请两名律师

为其做了无罪辩护，但亳州市和谯

城区两级法院最终还是非法判决一

年半刑期。◇ 
 

三个警察对葛玲珍拍照，她不

配合，后又来一个警察，他们残忍

的拽着葛玲珍的头发硬将她的头昂

起来强行拍照，然后又逮着她的手

按了十个手指印。 
葛玲珍和他们讲大法真相，他

们不听，到夜里 12 点，警察才打

电话给她女儿。女儿和父亲都来了

跟他们讲理。警察用恐吓、哄骗、

欺诈、引诱的手段叫女儿为母亲写

“保证书”。随后，葛玲珍被非法关

押到拘留所 5 天。◇ 

2021 年 11 月 4 日，安徽合肥

法轮功学员被葛玲珍（女，60 多

岁）非法开庭。最近获悉，2021
年 11 月底,安徽合肥法轮功学员葛

玲珍被冤判一年六个月。 
 2021 年 4 月上旬，葛玲珍在

蜀山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

明真相的人构陷，被恶警绑架，非

法抄家后，关入合肥市看守所。 
早在 2020 年 11 月中旬，葛玲

珍就被绑架过一次。那天上午，葛

玲珍给一个世人讲真相后，又发了

两份真相资料，结果被这个世人举

报。芙蓉派出所开车将她绑架到派

出所。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

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

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

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

动作舒缓的功法。 

教人向善 法轮大法要求修

炼者按“真、善、忍”标准提升

道德水准。修炼法轮大法能使人

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 

使人健康 1998 年，北京、

武汉、大连及广东省的医学界专

家进行了五次医学调查，结果显

示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有效率达

98%。 

福益社会 1998 年下半年，

乔石与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

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

“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

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央政

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弘传世界 法轮大法已弘传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

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

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

出的杰出贡献，获各国政府褒

奖、支持议案和信函 5400 多

项。《转法轮》已有 40 多种文

字版本，并可在法轮大法网站

（falundafa.org)免费下载。◇ 

▲1992 年和 1993 年的北京东方
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被誉为
“明星功派”，获得“边缘科学
进步奖”，李洪志先生荣获“受
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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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安徽省宿州第

三监狱“610”按上级指示，继续

对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

全部实施“转化”、签字。恶人对

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实施各种暴

力、酷刑企图达到目的。 
为了达到上级的要求，监狱警

察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用关

小号、送矫治队等进行多种酷刑迫

害。如：戴脚镣手铐、长期罚站、

不让睡觉、不给水喝、播放诬蔑大

法的录像、利用犯人包夹打骂法轮

功学员。要达到人人过关，强行摁

手印。 
法轮功学员刘峰，被送到矫治

队残酷迫害两个星期，仍不“转

化”，就被几个犯人强行掰着手摁

了手印。 
法轮功学员余志强，68 岁，

巢湖人。他一直坚定信仰，不“转

化”，在车间被强制劳动。恶人还

经常在他干活的地方贴诬蔑大法的

标语。每贴一次，余志强就撕一

次。警察指使包夹犯人经常打他、

骂他，一次次地往他脸上喷辣椒

水，使他的身体和精神受到很大的

伤害，身体非常虚弱，出现了生命

危险。二零二一年二月份，余志强

被送进医院。  
一位叫孙双喜的法轮功学员，

合肥人，五十多岁，军事院校毕

业，转业到安徽电视台工作。因不

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孙双喜被非法

判刑 13 年。在监狱，孙双喜坚持

不“转化”，不配合邪恶，被迫害

得精神失常。有一次，孙双喜从二

楼下来摔坏了腰，刑满后，回家无

法生活。 
在两会期间，孙双喜去天安门

喊：“法轮大法好！”又被非法判刑

四年。二零一九年，孙双喜又被非

法关押到宿州第三监狱老残队迫

害。在监狱，孙双喜经常喊：“法

轮大法好！”监狱每天给他戴镣

铐。孙双喜的妻子已经与他离婚。 
宿州第三监狱原为关押重刑犯

的地方，自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这

里便成了非法关押安徽省法轮功学

员的集中营。那里的狱警比地狱的

小鬼还凶残，经常动用数十种酷刑

摧残法轮功学员，这些酷刑包括：

冻刑、水刑、抻刑、饿饭、野蛮灌

食、灌水、药物迫害、禁止大小

便、剥夺睡觉、坐老虎凳、电棍电

击，暴打内脏、头部等，导致人体

功能与精神紊乱，脏腑器官破碎、

衰竭，内伤严重，很多人出狱后不

久就离世了。 
初步统计，至少十五名法轮功

学员被宿州监狱酷刑致死。如马鞍

山法轮功学员费章金被恶警多次灌

热饭、嘴唇扎钢针等酷刑，二零零

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午，费金章被

酷刑折磨致死。合肥叉车厂法轮功

学员王洪荣在这里遭受开水洗脚的

酷刑，导致下肢瘫痪、直至生命垂

危时才被放回家的，回家两个月便

含冤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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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酷刑：野蛮灌食 

恶警：把你灌死也是为了救你，我们不需要承担责任 
岁）因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劳教一年

半。在大通劳教所因绝食抗议，吴

庆斌长期遭受这种酷刑摧残。 

2001 年 6 月份，吴庆斌第三

次绝食来要求劳教所务必向上级反

映自己提出的情况，并在号房内炼

功。期间，市里有关人员、司法

局、吴庆斌父母、爱人也相继来到

所里，都来劝吴庆斌放弃信仰，进

食吃饭。但吴庆斌始终坚持绝食，

后来劳教所在医院为吴庆斌插了进

食皮管，强行对吴庆斌进行灌食。

老是灌食，恶警不耐烦了，竟然开

始灌尿。2001 年 7 月 20 日，劳教

所恶警对吴庆斌实施灌尿酷刑，仅

仅一天，吴庆斌就被灌尿折磨致

死。儿子当时才 12 岁。◇ 

样嘴巴上被塞进竹筒灌水，又用可

乐瓶往鼻孔里喷水，这样人根本就

喘不过气来，吴守开差点被呛死。 
副大队长马骉直言不讳的对吴

守开说：“当年安庆的芮晓林就是

这样被活活的灌死的，他家属来奔

丧的时候，把芮晓林的全身衣服脱

去，用毛巾仔细的给他擦，其实是

想看他身上有没有伤痕的，可是她

又哪知道是被活活的灌死的呢。你

要是不转化，也是跟芮晓林一样的

下场。”恶警刘杨在一旁附和说：

“对，把你灌死也是为了救你，我

们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灌食是中共邪党摧残法轮功学

员中最为普遍的一种酷刑。淮南另

一位法轮功学员吴庆斌（男，37

 “把你灌死也是为了救你，

我们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这

是淮南市大通劳教所恶警刘杨对法

轮功学员灌食时叫嚣的一句话。我

们来看一下恶警是如何行恶的。 
淮南法轮功学员吴守开（年龄

未知）曾经被非法关押在安徽省南

湖劳教所，他绝食反迫害，被副大

队长马骉指使恶警朱清华、李世

新、刘杨等人用恶毒的手法来折

磨，他们指使几个普教将吴守开按

倒在地，用一个竹筒子将他的嘴撑

开，然后用水直接往竹筒子里倒。

他们让一个叫李辛发的普教（铜陵

人）将一个可乐瓶子盖子上戳几个

眼，里面灌上水，然后用手挤压，

将水柱往吴守开的鼻孔里面喷，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