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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成都市龙泉驿区法

轮功学员兰相华，55 岁左右，

2019 年因向当地民众讲大法真相

遭恶告，后被非法关押在成都市看

守所。目前她在成都女子监狱遭药

物等迫害，现已出现明显的反应迟

钝。 

兰相华被非法关押在成都市看

守所期间，恶警张慧敏给兰相华戴

脚镣、手铐，24 小时都不解开，

甚至连吃饭、睡觉都强迫戴着，直

至兰相华被送往成都女子监狱。 

兰相华现在在成都女子监狱继

续受到迫害。监狱方指使包夹犯人

陈新术、王富香给兰相华的饭菜或

水杯里下药，破坏她的大脑神经，

现兰相华已出现明显的反应迟钝。

监区里的犯人都有目共睹。 

兰相华因遭受邪党人员的迫

害，丈夫早已与她离婚，无人给兰

相华送钱，她现在在监狱里连买卫

生纸的钱都没有。监狱里也禁止其

他法轮功学员给她卫生纸用。 

兰相华以前曾遭受洗脑班和监
狱迫害 

兰相华是成都市龙泉驿区洪安

镇土门村人，曾被绑架到新津洗脑

班迫害，在洗脑班被强行打毒针，

对她的中枢神经系统造成了破坏，

以致时有昏迷倒地的情况发生。 

2016 年元月初，兰相华向当

地民众讲大法真相遭恶告，再次被

洛带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后一直非

法关押在龙泉看守所。这次距她上

次被抓往看守所迫害放出来才十几

天的时间。上次她在看守所被反铐

了四天四夜。兰相华这次被龙泉驿

区法庭非法判刑三年，在 2017 年

新年后被劫持到成都女子监狱（原

川西女子监狱）继续迫害。 

成都女子监狱，位于成都市龙

泉驿区洪安镇龙洪路 200 号，打着

“文明执法”、“人性化”管理的

招牌，干着迫害信仰真、善、忍的

法轮功学员的恶行，其迫害手段包

括：毒打、电击、吊铐、背铐、冷

冻、曝晒、罚站、注射毒药、捆绑、

野蛮灌食、针刺等等酷刑折磨。 

据不完全统计，从 2013 年至

今，已有陈世康、胡霞、严红梅、

胡延顺（胡廷顺）、梁文德、丁国

琴、高春秀七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

致死，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

残、致精神失常。 

成都法轮功学员严红梅，2017

年 12 月 28 日上午在成都女子监狱

被迫害致死，家人接到通知到殡仪

馆，看到严红梅遗体时，严红梅头

上缠着纱布，身上盖着布。监狱方

直接将遗体火化，把骨灰让家属拿

回了家。◇ 

 

◄2020 年 12 月
5 日，5400 名
法轮功学员在
台北自由广场
排 出 九 字 真 言
“ 法 轮 大 法
好 、 真 善 忍
好 ” 以及金色
莲花座与《转法
轮》首发著作封
面等图形，场面
庄严祥和。 

有人说：“谎言重复千遍就成

了真理”，其实那是失去心智和勇

气之人的无可奈何，然而，谎

言、骗局总有破绽，终会被揭穿。 

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编造

了“1400 例”所谓杀人、自杀、

死亡等伪案，反复在电视、报纸

上进行铺天盖地式谎言宣传。下

面就是一例： 

王喾，机关公务员，1984 年

得过乙型肝炎，1998 年五十岁

时，死于肝硬化。王喾从未炼过

法轮功，却被收入“1400 例”。 

王喾的妻子投书明慧网，题

为“我丈夫从未炼过法轮功，却

被列为 1400 例之一”。文章说，

她丈夫王喾 1998 年肝硬化去世，

本属正常死亡，他本人从未炼过

法轮功，却被中共列为 1400 例

之一，不知记者采访的谁，报上

登出说“白发人送黑发人”。 

王喾的妻子在文章中说，丈

夫“去世的原因是：1、在工作

中说真话，受排挤；2、工作中

叫人骗了一把，自己拿钱给补

上；3、因为他哥哥在 1995 年 8

月 25 日去世，死于肝癌，时年

五十岁，他弟弟在 1997 年 5 月 9

日死于肝病，时年四十六岁，因

为他们兄弟都有肝病，所以他压

力很大。”1998 年五十岁的王喾

死于肝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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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帮教人员刘文珍、冯阳站在

汤云霞身边，用那种长书卷成卷打

她，并对着汤云霞大骂，骂法轮功

师父、骂法轮大法。 

狱警雷梦莹看到汤云霞未倒

下，就换成另一种方式迫害：冬天

零下 1 度的天气里指使帮教刘文

珍、冯阳、杨春华三人强行脱下汤

云霞的棉衣、棉裤，只准她穿秋

衣、绒衣坐在监室门口。坐的板凳

只有三寸半高，一巴掌大，坐在一

匹砖之内，罚汤云霞从早上六点起

床坐至半夜十二点钟，不准汤云霞

洗漱。 

雷梦莹还无耻地说“伺候

她，连吃饭都给她送到手上”。坐

小板凳时，要求汤云霞双脚闭拢，

腰背打直，坐成所谓的军姿，不准

离开小板凳，后罚坐至深夜 1 点

钟，汤云霞被强制惩坐三天把屁股

坐出血泡。汤云霞若一动，恶徒们

就用笔尖戳她的手或用冷水从脖子

往下灌。 

雷梦莹还给帮教说“再往上

走”，就是再加长时间罚坐。如不

坐小板凳，她们就把地上泼湿。汤

云霞坐不直时，靠一下床边，四监

区三楼队长刘宜在监控里看到后，

马上在监控里大吼 “为啥不坐

好？” 

为强制汤云霞转化，监狱方

指使帮凶人员不准她上厕所。如要

上厕所，她们就把厕所贴满法轮功

师父的照片，或把照片丢进蹲便器

里侮辱法轮功师父，侮辱法轮功。 

监狱方为防止汤云霞晚上睡

觉盘腿，深更半夜指使值班人员去

摸汤云霞的腿，经常把汤云霞在睡

眠中摸醒，汤云霞问她们干什么，

她们回答说：“干部怕你睡着炼

功，让我们摸你的腿，看你在盘腿

没有。” 

四监区楼栋开大会诽谤法轮

功师父，汤云霞站起来制止他们的

行为，他们就罚汤云霞一直到出狱

时为止都不准出监室、不准正常洗

漱、不准正常购物。◇ 

 

【明慧网】成都法轮功学员

汤云霞，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七

日被警察绑架、构陷，二零一八

年六月六日被非法判刑五年，在

成都市看守所、成都女子监狱遭

受了种种迫害。 

汤云霞于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

六日出冤狱，彭州市“610”人员

当天赶往监狱将汤云霞接走，并将

出狱释放证等手续拿走，要求汤

云霞签字表态放弃修炼法轮功，

她拒绝签字，僵持到下午一点

过，在家人的帮助下她才离开。 

后来汤云霞所在社区一直电

话骚扰她弟弟及舅舅家人，要求

汤云霞去社区签字，放弃修炼法

轮功。汤云霞知道情况后，主动

与社区联系，要求他们出具强制

其签字的红头文件和手续，并正

告他们这是属于违法行为。 

汤云霞在成都龙泉女子监狱遭
受的迫害 

二零一八年六月六日汤云霞

被非法判刑五年，同年十一月七

日，被劫入成都女子监狱四监区。 

狱警开始就逼她写放弃信仰

的所谓“五书”，她一直不从。

“帮教”写完后，叫她按手印，

她也不从，就有四、五个人连续

三次强行拖她腿，按手印。 

狱警开始对汤云霞罚站，从

早上六点二十起床开始罚站，一

直站到半夜十一点。在站的过程

中，汤云霞被迫要站成军姿，不

能动，共站了 56 天。 

这 56 天期间，汤云霞所在监

室主管狱警刘宜下令全监室的人

不准借卫生纸给她用。在罚站过

◄中共体
罚 示 意
图：长时
间罚坐 

【明慧网】今年 67 岁的法轮

功学员漆秀兰，为了坚持对真、

善、忍的信仰，曾被中共三次绑

架、两遭非法劳教，被毒打和刑

讯逼供，两次被抄家且多次被骚

扰，二零二一年九月至今，有多

次遭遂宁市市政法委、警察、居

委会人员骚扰和威胁。中共的迫

害给她及家人带来巨大的压力和

身心的痛苦。 

多次遭骚扰、威胁 

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八日下午

四点多钟，漆秀兰被叫到天宫路

社区办公室，遂宁市市政法委吴

姓科长，高姓书记，南津路办事

处小唐、小周、天宫路社区居委

会陈艳、鲍春艳等多人，在社区

办公室。高姓书记以“慰问”的

名义，要她举报法轮功，高书记

还问办事处工作人员到她家去看

过没有，家里还有没有（法轮

功）东西。办事处的小唐、小周

说上次就去找过，没有。 

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三日上午

九点多钟，市政府、市公安局、

南津路办事处，天宫庙社区居委

会又来了很多人。市政府的官员

要求她不准炼法轮功、不准发传

单、不准发资料，还问她听到没

有？威胁她“如果在外面做这

些，被公安部门抓到了，会严重

惩罚”。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一日下午

两点多钟，南津路派出所警察打

电话找漆秀兰去签字。漆秀兰不

配合，没有去。最后，他们把漆

秀兰的家属找去，利用恐吓威胁

的手段，逼她家属签字。漆秀兰

坚决不承认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