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12 月 16 日上午，

河北保定满城区将近 80 岁高龄

的女法轮功学员郭大春发真相台

历时被城关镇派出所警察绑架，

晚 11 点放回家。当天警察闯入

她家非法抄家，抄走所有大法书

等。第二天警察又上门骚扰。 

12 月 24 日，警察再次上门

骚扰，叫她去派出所，对她家人

说拘留 10 天。在家人抵制下，

没被带走。◇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河

北报道）安增奇从二零零一年二月

到二零零三年八月任满城县公安局

长。在两年半时间里，他积极配合

县六一零、政法委并指使公安局国

保大队、刑警大队及各个派出所，

勾结太行监狱、冀中监狱等部门对

本区法轮功学员疯狂绑架、关押、

抄家、送洗脑班、酷刑折磨、勒索

钱财、非法劳教、判刑。时任国保

大队正副队长赵玉霞、张振岳，是

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得力助手。 

安增奇在任期间，把不配合的

多名法轮功学员送臭名昭著的涿州

洗脑班或本县东马洗脑班暴力转

化，其中有五名法轮功学员被冤

判：张玉梅四年、杨金刚四年、刘

冬雪四年、杨志刚五年、赵玲茹七

年；两人被迫害致死：刘冬雪、王

金玲；七名被迫害后身心受到极大

伤害，导致离世：马文合、任金

慧、赵志云、翟树田、郭汉义、闫

淑芹、赵德珍；非法劳教十八名：

殷秀琴、叶秀娟、高玉珍、殷淑

芬、任金慧、王文艳、殷树珍、殷

凤琴、米芳、米梅、赵志云、孙连

香、史艳河、魏海武、范淑引、张

国清、韩占禄、王满意。其中韩占

禄、殷凤琴被非法劳教两次。 

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明

慧网发布《通告》，美国政府将严

格审核赴美签证，对迫害人权及宗

教的人、迫害法轮功的人，拒发签

证，拒绝入境。据评论，国际社会

已从对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呼

吁，走向实质性的具体拒签行动。

满城县公安局长安增奇也被举报。 

下面是部份法轮功学员被迫害

事实。 

（一）、马文合被骚扰绑架，
含冤离世 

原满城县农机二厂职工曾患食

道癌，学大法绝处逢生。一九九九

年七.二零后被视为重点，本单位

及镇政府、派出所、村干部等人数

次闯进他家骚扰，强迫写不炼功的

保证。他家门口不间断的有人蹲坑

监视，一天晚上他单位等一群人在

墙外不停地大声喊他名字，喊了整

一宿。他被迫多次离家东躲西藏。

二零零一年腊月二十二日晚上，村

干部王秋带一伙人闯进马文合家，

强行绑架到县拘留所，遭到威胁、

强迫转化。十五天后，被勒索三百

元钱才让回家。此后，他吓得晚上

不敢亮灯，不敢正常学法炼功。不

久旧病复发，于二零零三年农历九

月十九含冤离世，年仅五十七岁。 

（二）、被非法关洗脑班、看
守所 

1、王金玲遭迫害致死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王

金玲给好友赵福芹送喜钱，被白龙

乡派出所绑架。同时被绑架的还有

赵福芹母子和陈何香，均被劫持到

县看守所关押。期间，王金玲在县

看守所被国保警察带到某地刑讯逼

供，两个中午没回监号吃饭。回来

后王金玲精神萎靡，不吃东西，被

逼供后的第三天，即二零零二年六

月八日死在看守所的监室里。赵玉

霞等人威胁同监室的在押人员不许

她们往外说，通知她儿子说他母亲

是犯心脏病而死。在火葬场家人给

她换衣服时亲眼看到她后背有被毒

打的痕迹，嘴和鼻子里有淤血。 

2、翟树田遭酷刑折磨 面目皆

非 

二零零一年二月初，神星镇派

出所一群人到地里找翟树田，企图

迫害她，翟树田智慧走脱，流离失

所一百多天。她丈夫李大勇当时被

绑架到县东马洗脑班迫害十五天，

勒索三百元钱。同年秋天，王增智

带一帮人将翟树田绑架到县看守

所。期间被“趟大镣”（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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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不明白：法轮功学

员明知恶党迫害这么严重为什么

还要冒险去发资料、讲真相？ 

因为法轮功蒙受千古奇冤。

身心受益的法轮功学员怎能不说

一句良心话呢？法轮功教导人与

人为善，自己受益了想让别人也

受益，因此法轮功学员要告诉人

们法轮功的真相。 

“善恶有报”是天理。在善

恶是非面前不存在中立，无视恶

人迫害善良就是对恶人的纵容。

当邪恶猖獗时，天下还有太平之

日吗？法轮功学员发资料、讲真

相，是为了让善良的人们不要在

被蒙蔽中做出令自己追悔莫及的

事、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被迫

害的真相，清醒地坚守自己的良

知善念，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

另外，修炼人无私无我，看到灾

难来临时，邪党在操控人、欺骗

人，甚至把人带向绝路的时候，

他（她）们能忍心坐视不管吗？

为了帮人、为人解难，即使冒险

也得把真相讲出来。为了你，为

了你生命的永远,为了让更多的

人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走向美好

的未来，法轮功学员义无反顾地

向人们不断地讲述着法轮功被迫

害真相。◇ 



 

  

（三）、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满

城国保伙同保定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警察绑架十来个法轮功学员，其中

殷凤琴、韩占禄被非法劳教两次。 

二零零二年，韩占禄被非法劳

教期满回家后不久，赵玉霞等人对

他再次绑架抄家。在派出所被双手

反铐在椅背上遭木棒毒打、拿绳子

绑上一条腿使劲向一侧拉，被恶警

坐在身上压的几乎窒息。后被劫持

到东马洗脑班，用恶毒的手段折磨

他全身各个器官，双手吊铐，用细

绳子在他小腿梁子、后脖子等处使

劲上下拉动刮肉，后脖子和膝盖以

下被刮下二三寸宽的肉条来，肉皮

全被刮烂，露出鲜红的肉，再撒上

食盐，被折磨了三天三夜。一同被

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听到了他凄惨

的喊叫声。他被迫害的命悬一线时

被投进县看守所，三个月后，再次

被非法劳教三年，劫持到保定八里

庄劳教所。 

（四）、被非法判刑，刘冬雪
被迫害致死 

二零零一年，刘冬雪在看守所

被恶警放蛇咬、强制吃大便，把他

塞入一米见方的铁笼子里，让犯人

来回翻滚、太阳暴晒；扒光衣服让

犯人打；拽着胳膊来回拖，肉皮被

拖破。他绝食抗议，被拉到县医院

野蛮灌食十几天。他被迫害得神志

不清、瘦得皮包骨、奄奄一息时，

被非法判了四年大刑，先后被劫持

到冀中监狱和唐山监狱。二零零一

年五月狱方通知家人去接。刘冬雪

回家两天含冤离世。当时他妻子范

淑引正被非法劳教。 

以上血淋淋的迫害，罪证确

凿，安增齐作为当时的公安局长，

有不可逃脱的罪责。◇ 

所谓的笔录上双手按手印、签字。

之后，被劫持到县看守所非法关

押。贾瑞芹、赵玉霞对她拳殴、扇

耳光。两个多月后，把她劫持到保

定八里庄劳教所，体检时出现严重

心脏病、高血压，劳教所拒收。张

长林等人又把她劫持到某洗脑班，

每天被强迫看诬蔑大法师父的电

视，逼她用脚踩师父的法像，强迫

写不炼功的保证书，晚上不让闭

眼，不许睡觉，白天强迫洗衣服、

拔草；不让吃饱饭。半个多月后，

张长林等人勒索她家人六七千元

钱，才放她回家。因她身心受到伤

害，几年前含冤离世。 

二零零一年，任金慧向人们讲

述大法真相，被警察绑架到白龙乡

派出所扣押半天，遭到恐吓。几天

后的一个上午，乡派出所和乡政府

的一伙人闯到她家，把她劫持到县

看守所非法关押两个多月后，又被

劫持到东马洗脑班。王义赋等人用

三棱木棒暴打她，木棒被打折后，

又拿拖把毒打。后又被关进县看守

所，遭恶人赵洪祥毒打。遍体鳞伤

的她数天后被冤判一年劳教。二零

零二年初第三次被绑架到县看守所

七个月，之后被绑架到涿州洗脑班

暴打，逼迫转化。二零零三年非典

期间又被劫持到东马洗脑班，关押

数日后才放回家。因她身心备受摧

残，几年前含冤离世。 

二零零二年九月十日中午，县

城关派出所伙同易县独乐派出所的

警察，把赵德珍绑架到易县独乐派

出所，并非法抄家。赵德珍被非法

审讯一夜，遭拳打脚踢。第二天，

被劫持到易县拘留所非法关押八

天。九月十九日城关派出所和易县

独乐乡派出所的警察向她家人勒索

三千元钱才让回家。回家第二天，

城关派出所的警察又闯入她家，把

她绑架到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两个

月。期间被强迫下跪、拳打脚踢、

用鞋底子抽脸、双手铐在铁门上，

被残酷迫害了两个月，被勒索两千

元后被劫持到保定八里庄劳教所。

七天后，家人被迫交了五千元，她

才回家。身心受到摧残的赵德珍现

已含冤离世。 

（接上页），此种刑具被戴了六

天。她绝食抗议五天，才被打开。

之后被转到东马洗脑班，她绝食五

天，才被放回家。 

时间不长，张振岳伙同神星镇

派出所警察将翟树田强行绑架，劫

持到县看守所，第二次被“趟大

镣”，戴了七八天。二零零二年九

月，王增智等人从看守所把她劫持

到涿州洗脑班，被强迫抱在一搂粗

的大树上，双手被铐。被逼迫看诬

蔑大法的电视、写体会、非法审

问，扇耳光、皮带狠抽，警棍打

腿、腰部、臀部，直到打昏过去，

再用冷水浇醒。她浑身疼得只能趴

在床上，手被铐着，面目皆非。 

一次，恶人刘爽、复员兵王磊

（音）逼她站在墙角。王磊（音）

离老远起跳到翟树田跟前狠踹她腰

部，扭过身来再踹一下。用拳头猛

打她脸、嘴，嘴里被打烂，满嘴流

血，嘴唇肿起老高。为不让其他人

看见，把她关了禁闭。她绝食反迫

害，把她拉到小医院，十四天后她

智慧的从医院走脱。 

3、闫淑芹、任金慧、赵德珍

身心受到伤害，含冤离世 

二零零三年五月，赵玉霞等伙

同保定市公安局疯狂绑架了满城县

六名大法学员：牛军、苏文玉、张

桂荣、闫书芹、王满意、米梅。其

中王满意、米梅、闫书芹被非法劳

教（闫淑芹劳教未遂）；六名被勒

索钱财：牛军、苏文玉、张桂荣、

闫淑芹、王玉兰、南艳玲。 少的

被勒索三千五百元，多的七千元。

其中二零零三年五月，赵玉霞带

六、七个人先后闯入闫淑芹的服装

店及住处非法抄查。把她劫持到保

定市南市区公安分局，手腕过肩头

背铐在椅背，铐了一夜。张长林等

人强行给她灌不明药物，抽嘴巴、

踹。第二天一早，把她劫持到南奇

乡派出所吊铐，不给饭吃，折磨了

两天两夜，直到第三天下午才放下

来。手腕以下呈暗紫色，两腿肿胀

麻木，无法站立，胳膊失去知觉。

恶警又把她劫持到县公安局国保大

队。她头脑昏昏沉沉，浑身瘫软，

赵玉霞、张振岳借机逼供，逼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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