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鹰潭市法轮功学员刘嫦娥、
胡德元仍被非法关押 

2021 年 12 月初，江西省鹰

潭市法轮功学员刘嫦娥在夏埠向

世人面对面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

时，被警察绑架、刑拘后，一直

被非法关押在鹰潭市看守所。 

2021 年 12 月 10 日，江西

省鹰潭市法轮功学员胡德元因发

放大法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刑

拘，至今未放回家。 

南昌市曾被非法判刑的法轮
功学员被强行冻结银行账号 

2021 年 12 月 15 日，南昌

市青云谱区一法轮功学员在手机

银行转账时，发现报错无法转

账。经该法轮功学员前往银行柜

台询问，答复是银行卡已被南昌

市西湖区法院冻结。几天后，另

一名法轮功学员也发现了类似的

情况。 

这两名法轮功学员都是

2018 年被绑架的，其中一名于

2019 年 10 月被非法判刑两年并

勒索罚金五千元，另一名法轮功

学员被勒索的罚金不详。 

经了解，说是要强行扣除当

年被勒索的罚金，何时扣除、何

时解除银行卡冻结都无从得知。

黄历新年将近，冻结银行卡给法

轮功学员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

和困难。 

江西省各地曾被非法判刑的

法轮功学员都面临着非法停发、

追缴养老金的迫害。而当前冻结

银行卡，欲强行扣除非法罚金的

行为，是中共新一轮对法轮功学

员“经济上截断”的经济迫害。

◇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江

西报道）据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

四日消息，江西南昌市公安局青云

谱分局朱桥派出所所长、二级警长

袁少峰，涉嫌违法被“双开”，目

前已被立案审查。 

袁少峰，男，汉族，一九七五

年十一月出生，江西南昌人。袁少

峰曾于一九九六年九月至二零一一

年四月担任南昌市公安局青云谱分

局岱山派出所科员、副所长，二零

一一年四月至二零二零年十月，担

任南昌市公安局青云谱分局徐家坊

派出所副所长。 

他直接参与、指使、操纵迫害

法轮功学员，对发生在岱山区域与

徐家坊区域内多位法轮功学员的被

绑架、抄家、酷刑逼供负有不可推

卸的责任。 

一、南昌市法轮功学员张淑

君、黄利琼、陈向阳、陈雯被绑

架、酷刑折磨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中

午，张淑君（女）、陈向阳和陈雯

夫妇、黄利琼（女）四位法轮功学

员被破门而入的岱山派出所、青云

谱公安分局警察在资料点绑架，被 

非法关押在岱山派出所。 

当天，天气很冷，值班的警察

身上披着棉被，黄利琼老人（68

岁）的外衣及手提包（包内装有手

表一块、mp3 一个、现金六千元和

存有五千元存款的银行“长城

卡”）全被警察搜走。黄利琼身上

仅穿了一件单薄的棉毛衫和两用

衫，双手被冻得僵直。她通宵没吃

没喝没睡，被警察用铁链子锁在一

条长木凳上，在春寒料峭的夜晚遭

受着煎熬和折磨。夜深人静，她听

到派出所其它的房间传出张淑君和

陈雯遭受酷刑逼供的撕心裂肺的惨

叫声！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陈

雯、张淑君被劫持到岱山某宾馆内

严刑拷打，两人被双脚离地吊铐在

防盗窗上，巡防员一人抓住一只

脚，往两边拉成一条水平直线，左

右晃动，前后推拉，反复折磨长达

三十六小时，两人腰部损伤。在这

三个黑夜中，不许两人合眼，一合

眼就被打。张淑君还被用凳子砸脚

趾头至血肉模糊，手脚全无知觉。 

后来，几位法轮功学员均遭重

判，张淑君被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

致死。 

岱山派出所主导参与的这次绑

架和酷刑逼供事件，袁少峰作为派

出所副所长，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

责任。 

二、陈建等法轮功学员被绑

架、抄家 

二零一一年四月至二零二零年

十月，袁少峰担任南昌市公安局青

云谱分局徐家坊派出所副所长，期

间也指使、操控对多位法轮功学员

的绑架等迫害。 

1、法轮功学员陈建被绑架、

抄家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七日，徐家

坊派出所警察以查户口的谎言闯入

陈建（男）的家中，企图抓人，后

来于当天下午七点左右从单位把陈

建抓走，并非法抄家，抄去十五份

真相资料，两张光盘，一台电脑主

机，一部手机等私人物品。 

2、南昌市老年法轮功女学员

解思红被绑架、抄家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日下午，

解思红在家中被南昌市（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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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迫害者能够警醒，停止迫害，

以免将来招致更严重的报应。◇ 

籍、炼功用的点播机、影碟机、充

电器及电板等。另一法轮功学员邓

梅珍（女，79 岁），也在同一天

被徐家坊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警

察抢走了所有大法书和现金二百

元 。两位老人都被绑架到派出所

逼供迫害。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

来迟。袁少峰现被“立案审查”是

在警醒他自己，也在警醒他人。法

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为了让世人明

白真相，得到神佛救度。希望仍在

（接上页）青云谱区徐家坊派出所

的警察非法抓捕，同时被非法抄

家，家中的台式电脑一台、打印机

一至二台以及替别人代购的点播机

若干个全部被劫走。 

3、南昌市法轮功学员曹域

成、邓梅珍被绑架、抄家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

八 点 十 分 ， 曹 域 成 （ 女 ， 76

岁），被徐家坊派出所警察闯进家

中非法抄家。警察翻箱倒柜，抄走

了大法师父的法像、几十本大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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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我家住农村，性格

内向，又没啥文化，不会表白，就

知道干活。婆婆性格强势，说话高

声大噪，蛮不讲理。也不知道我与

婆婆家是啥缘份，只要一看到我，

婆婆的脸马上就拉下来了，经常指

桑骂槐。加上三个大姑子，两个小

姑子在旁边添油加醋，丈夫也不知

道护着我，我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没有我说话的地方，心里憋闷，只

能以泪洗面。 

常年过这种日子，气的我一身

是病，尤其是妇科病几乎得全了。

身体不行了，啥重活也干不了，去

医院看病吃药也不见好。真是死不

了，活不起，只是为两个年幼的儿

女苦撑着，活的真累，很苦。 

一九九五年夏季的一天早晨，

送了两个孩子去上学，我便去了广

场。刚进去就被悦耳的音乐吸引住

了，我顺着音乐走过去，原来是有

人在炼功呢。也有不少人在旁边观

看。这时就听到一人说：“这功可

好了，能祛病健身。”于是我就走

到在后排学着前面人的动作也炼了

起来。炼完后，我觉的全身轻松，

心也轻松了，就暗下决心以后天天

来这炼。原来这是法轮功，我也请

了《转法轮》宝书，有空就看书学

法，随着学法、炼功，我明白了学

炼法轮功得注重修心。 

知道了啥叫“提高心性”了 

婆婆骂人张口就来。我干啥也

不顺她的意，鸡蛋里挑骨头，我咋

做都不对，没有一件事是对的。那

时只要她一开口，我的心就哆嗦，

人几乎就瘫在那了。 

开始修炼大法后，婆婆一骂

我，我马上悟道她在给我德呢！奇

怪的是，我这样一想，她 马上就

不骂了。当然过几天，就又指桑骂

槐了。但我听了不再生闷气了，马

上想到这是 我该提高了。这一

想，老太太就不骂了；这样反反复

复好多次，我不断的提高心性，找 

自己的不足。再听到她的骂声，我

不但不生气了，反而笑了。渐渐的

婆婆不骂我了。我悟到是我的心性

提高了的缘故。在法中提高真好！ 

婆婆的香龛被烧了 

婆婆供着邪门歪道的东西，

我看着不乐意，但也没敢说。有一

天早上婆婆去烧香，忽然来了一股

火把香龛给烧了，第二天早上老太

太又去烧香，忽然又一把火把香龛

烧了。 

看到这，我说：妈你心眼

好，我师父把你这些不好的东西

处理了，这是好事，以后你就别

再给（那东西）烧香了，再烧的

话还得烧了。这回婆婆真听了我

的话，以后真的不烧了。我常教

她 念 “ 法 轮 大 法 好 ， 真 善 忍

好”，她诚心念，渐渐的，婆婆

的脾气也变好了。 

婆婆被感化了 

通过大量学法，加上与学法

小组同修们的切磋，我的心性提

高的很快。遇事向内找，也就不

憋闷了，每天都开开心心，跟婆

婆的关系也融洽了。 

婆婆有病住院了，她想吃啥

我就做啥，每天给她做可口的饭

菜，还得给她熬药，往返在家与

医院之间，还得给她换洗内、外

衣服。婆婆看在眼里，记在心

上，被我感动了，因为她知道我

既得伺候她，也得管家，两个孩

子上学，丈夫帮不上忙。 

婆婆出院后，经过我的细心

照顾很快就康复了。三个大姑

姐、两个小姑子对我的态度也来

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

我热情了，也尊重了。打那以

后，婆婆见到我也高兴了，心也

顺了，也不粗门大嗓了，一切都

好了。 

感谢法轮大法教会我宽容、

大度、善良待人，化解了与婆家

的恶缘，全家和睦相处。谢谢师

父！◇ 

什么是 610 

所谓的“610”是中共江泽民

一伙于 1999 年 6 月 10 日为迫害法

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遍布中共邪党中

央到地方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

组织，类似纳粹盖世太保。各地

“610”不法人员操纵公检法迫害

法轮功学员，作恶多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