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网】自 2020 年，中

共政法委、610 办公室、公安部

下达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大面积

“清零”骚扰后，遂宁地区各级

政法委、“610 办”、市委、小 

区、派出所、街道办、社区居委

会、乡镇及村社人员紧密行动，

为执行中共黑指令，以“送温

暖”、“敲门”、“除名”、

“销案”、“抄家”、“拘留”

及“偷拍采集私人信息”等借

口，不定期地骚扰善良的法轮功

学员。 

他们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

仰，并花巨资招雇心术不正之人

在大街小巷蹲坑、跟踪和绑架讲

真相的学员。派出所的警察到他

们家中，恣肆横行，逼他们“转

化”，如果遭到学员拒绝在放弃

信仰的“保证书”上签字，他们

就威胁：“不签，死了也要签，

至少签三次。”其流氓本性可见

一斑。有的法轮功学员被骚扰多

达三十多次。 

据明慧网信息不完全统计，

在 2021 年的“清零”骚扰中，

遂宁地区至少有 9 名法轮功学员

被非法判刑，7 人被非法庭审，

3 人被取保候审；被绑架 93 人

次；被拘留 26 人次，一人送洗

脑班；至少 57 人被抄家；至少

191 人次被骚扰；20 人被抢劫和

勒索钱财；5 人被强制验血。 

一、遂宁地区遭冤判或取保
候审的部份法轮功学员 

遂宁市蓬溪县群利镇法轮功

学员唐素琼，女，47 岁左右，

群利镇小学教师，被秘密关押近

一年。后被非法判刑三年，已被

劫入成都龙泉女子监狱迫害。 

2020 年 9 月 22 日上午遂宁

市国安、蓬溪县国保、派出所与

特警、社区居委会等两车人，未

出示任何证件，强行闯进唐的家，

非法抄家。抢走她所有大法书籍、

电脑、打印机和私人的合法财产三

大箱。她被绑架到蓬溪县拘留所。

家人去要人，当天放回家。10 月 5

日，唐给学生家长讲真相，并送真

相 U 盘，被家长恶告。之后，唐被

非法判刑一年，监外执行。11 月

23 日，唐素琼又遭绑架，丈夫也

是教书的，被迫与她离婚。2021

年 9 月唐素琼被秘密判刑 3 年，劫

入成都龙泉女子监狱关押迫害。 

2021 年 4 月中旬，梦道乐、

女，76 岁；与 3 位学员到城区讲

真相，被两名便衣及城南凯旋路派

出所警察绑架，4 名学员都被抄

家。10 月中旬，孟道乐又被凯旋

路派出所绑架，并非法关押在永兴

看守所，遭到警察的多次非法提

审，于当月下旬非法判刑六个月。 

2021 年 4 月，射洪市法轮功

学员赵玉兰、应显秀（音）在金家

镇讲真相时，被邪党人员从摄像头

里看到她们正在发护身符，她们被

非法拘留后，以“取保候审”回

家。11 月 23 日上午，在射洪市法

院被非法庭审。 

法轮功学员杨秀华（男），

2021 年 2 月 25 日，在射洪县家里

被十几位国安警察，带上搜查证，

抄家。杨秀华检查身体不合格，当

晚回家，“取保候审”。 11 月 24

日上午在射洪市法院非法庭审。 

2020 年 10 月中旬，射洪市法

轮功学员杨雪梅遭绑架，后被非法

关押在蓬溪县看守所。11 月 2

日，杨雪梅被射洪市法院开庭审

判， 被非法判刑一年。 

  2020 年 5 月 12 日上午，王

学珍、刘高文在射洪给路人讲真相

时，被县国安人员何仁奎等 4 名便

衣警察，绑架到射洪城北派出所，

警察对二人非法审讯。下午将王、

刘送到蓬溪县看守所，几次检查身

体时刘高文血压指数超过 200，被拒

收。家人接回。王学珍被非法关押在

蓬溪县看守所。 

刘高文于 12 月 11 日晚上 11 点

左右在家又被国安绑架。 

王学珍、刘高文于 12 月 21 日被

射洪市法院非法判刑，王学珍被非法

判刑八个月（已回家），刘高文被非

法判刑一年两个月，被关押在遂宁市

看守所。 

2020 年 5 月 16 日，陈秀芳与王

林菊等人在县医院讲真相被人恶告后

被恶警绑架、抄家、抢走了大法书、

收音机、视频播放器一台、内存卡及

现金 300 元等私人物品。11 月 24

日，陈秀芳被非法判 4 年，判处罚金

4000 元；陈明坤被非法判刑 4 年，

缓刑 1 年，判处罚金 3000 元；王林

菊被非法判刑 2 年，缓刑 1 年，判处

罚金 2000 元。 

张维碧，女，现年 65 岁。2019

年 4 月 11 日在市区讲真相被凯旋路

派出所绑架，抄家抢走 1707 元现

金，大法书籍、师尊法像及打印设备

及耗材被抢劫一空。5 月 8 日被非法

刑事拘留，2020 年 7 月 21 日被取保

候审，被船山区法院冤判 2 年，（缓

刑 3 年）监外执行，非法判处罚金

2500 元。 

此外，射洪市肖坤全老人于

2020 年 3 月 25 日被非法取保候审；

遂宁市福龙乡赵明英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被非法取保候审；遂宁市金桂

社区唐晓明非法取保候审。 

二、遂宁市遭绑架的法轮功学员
名单如下： 

刘祖芳、唐小明、易琼英、谢玉

珍、吴桂芳、陈应碧、谭晓蓉（2

次）、陆秀琼、唐素琼（2 次）、席

道英、张正碧、陈蓉、王其军、侯素

华、张素珍、彭光华、何在（代）

碧、杨容、王碧英、田碧（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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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遂 宁 版 | 第 3 4 1 期 
2 0 2 2 年 1 月 9 日 

2021 年四川遂宁地区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简述 



 

  

 （接上页）英、颜小东、蒲泽秀、

陈维兴、杨胜珍、李玉莲、陈秀

容、刘晓莉、孟道乐（2 次）、向

德玉、吴玉兰、刘金玉、杨琼英、

罗尤富、张金秀、苟素蓉、陈秋菊

（3 次）、梁珍林、刘贤碧、杨云

茂、徐云华、赵明英、刘良容、谢

必芳、谢必贵、唐仁菊、廖大英、

龚质君（3 次）、熊金华（2

次）、张红菊（2 次）、李玉琼、

蒋太菊（2 次）、何雪梅、冯素

英）、梁素琼、蒋利群、李素容、

吕燕飞、赵艳、秦正芳、李雍成、

郑文志、郑学东、刘太国、张素

珍、刘培培、谢群芳、杨桂华、张

素英、张吉元、吴秀萍、杨文贵、

杨秀华、罗通秀、肖坤全、赵玉

兰、应显秀、杜昌培夫妇及 2 个无

名学员、陈琳、姚忠梅、陈建波。 

遂宁地区遭拘留的法轮功学

员：26 人次：易琼英、谭晓蓉、

刘晓莉、席道英、张正碧、张素

珍、田碧英、颜小东、熊金华、张

红菊、陈秀容、廖大英、刘良容、

唐仁菊、李玉琼、陈秋菊、梁素

琼、蒋利群、李素容、吕燕飞、郑

学东、杨文贵、罗通秀、杨秀华、

蒋太菊（2 次）。 

被劫入蓬溪县洗脑班一人：

郑文志。 

被强制抽血的法轮功学员：

五人杨胜珍、李玉莲、陈秀容、

李玉琼、蒋太菊。 

  遂宁市被非法抄家的法轮

功学员如下：57 人 

袁碧秀、刘祖芳、唐小明、席

道英、张正碧、陈蓉、王其军、侯

素华、陈秀容、张素珍、彭光华、

杨容、王碧英、蒲泽秀、陈维兴、

杨胜珍、李玉莲、谭晓蓉、刘晓

莉、孟道乐、向德玉、吴玉兰、刘

金玉、杨云 茂、徐云华、赵明

英、刘良容、谢必芳、谢必贵、唐

仁菊、廖大英、李玉琼、蒋太菊、

冯素英、赵艳、秦正芳、李雍成、

郑文志、郑学东、刘太国、张素

珍、刘培培、谢群芳、杨桂华、张

素英、熊金华、张红菊、张吉元、

吴秀萍、杨文贵、何在（代）

碧、杨秀华、罗通秀、肖坤全、

杜昌培夫妇、王英。 

遂宁市遭骚扰的法轮功学员名

单如下：191 人次 

王其军（3 次）、侯 素华（3

次）、郭秀琼、杨素华夫妇（10

次）、魏晓君布春华（3 次）、刘晓

莉（9 次）、谭晓容（10 次）、龚

述良（2 次）、段吉永、段金芳、段

群英、段吉永、陈连芳、唐坤强

（至少 30 次）、王学平、肖坤英、

刘培培（4 次）、鞠世鑫、刘玉仙

（2 次）、漆秀兰（8 次）、谢明

玉、陈世秀、吴绍容、肖素华、冬

容 （8 次）、吕中正、易宗富、王

永娥（3 次）、谢碧贵（2 次）、梁

桂兰、谭清莲（2 次）、伍夕碧（3

次）、熊金华（3 次）、龚质君（3

次）、席明英、唐晓明、刘大秀（3

次）、龚述福（2 次）、唐刚英（4

次、陈凤均、肖桂兰、邓忠勤、李

维志、杨桂华（2 次）、刘春凤、蒋

启容、段恒容、陈正伍、刘太国、

张素珍、肖文珍（3 次）、汪其珍、

李玉琼（3 次）、魏昌秀（4 次）、

林琼芳（至少 3 次）、王素芳、邓

艳、周云燕、冷秀英、杜昌培（3

次）、罗桂珍、吴桂芳、彭光华、

张素珍、李章碧、杨淑容、张碧

华、李姓学员、张林、张华明、张

平安、莫成元、王蓉、王戴芬、陈

蓉、麻凤琼、王英、何念珍（至少 3

次）、夏代秀。 

遭经济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谢玉珍 1000 多；席道英 1900；

陈蓉 4000 多；杨云茂、徐云华夫妇

4000 多；陈秋菊 100 多；蒲泽秀

200 多；陈秀蓉至少 5000；肖坤全

数百元；王学平 1000 多；吴玉兰 50

多；陈秀芳 4000；陈明坤 3000；王

林菊 2000；谢必贵 80；唐仁菊 50；

刘良容 300 多；张维碧 4207；杜昌

培 20 多；龚述福；40 多。共 21

人；合计金额至少 24610 元。 

此外，蓬溪县金桥乡仁湖花园

小区的法轮功学员杨云茂、徐云华

夫妇及仁里镇的法轮功学员易宗富

被迫害致流离失所。 

  结语 

中共当权者及其集团人员为了

自保，从 2020 年就开始内部大整

肃，数万官员及警察被处理，有的

畏罪自杀，有的锒铛入狱，有的纷

纷落马，被中共无情抛弃，有的正

在寻找退路，有的惶恐度日……细

究他们遭到如此可悲下场的原因，

其实都是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迫害法

轮佛法的人。 

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

不辞辛劳远涉重洋，将宇宙大法无

私地奉献给人类，全世界一百多个

国家和地区都有很多民众喜得大

法，亿万人身心受益，道德回升，

这真是千载难逢的珍贵机缘，大法

师父谆谆教导弟子们做一个事事替

别人着想的好人，永远不参与政

治，修心向善。 

而作为法轮大法的发源地——

中国，却遭到当今小丑江泽民及其

流氓集团的无端打压，致使无数善

良的法轮功学员蒙受不白之冤，甚

至被活摘器官，这桩桩罪恶、种种

血腥，令天地为之震怒。 

目前中国瘟疫大流行，都是针

对为共产邪党站队的人。作为善良

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绝不能见死不

救，尽管中共仍然还在持续迫害，

但法轮功学员每天都义无反顾、临

危不惧地穿行在大街小巷、山村田

野，慈悲地向人们（包括迫害者）

传递着避疫保命的福音，他们的善

举令多少世人感佩和称颂啊！大法

弟子的无私慈悲，天地可鉴。 

2021 年 12 月 10 日国际人权

日前后，36 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

向本国政府，包括美国、加拿大、

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的

23 个国家、日本、韩国、瑞士等

国的政府，递交了 新一批迫害者

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

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 

善劝所有还在执迷不悟的人，

赶快猛醒。中共的丧钟早已敲响，

不要再仇视和迫害法轮功，敬畏佛

法，别忘前车之鉴，赶快寻找救命

的真相资料，退出中共党、团、队

组织，加入“三退”大潮，保命保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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