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合肥法轮功学员葛玲珍
被冤判一年六个月 

安徽合肥法轮功学员葛玲珍

2021 年 11 月底被冤判一年六个

月。◇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安

徽报道）安庆市法轮功学员舒玉兰

（女，60 岁），二零二一年八月

二十五日被劫持到合肥市安徽女子

监狱进行迫害。家属被告知，目前

由于疫情原因，不允许接见，也不

能送衣衫、被絮等生活用品。 

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安

庆市大南门派出所副所长詹伟打电

话让舒玉兰到派出所去，说是太湖

法院来人，对舒玉兰能否监外执行

进行宣布。舒玉兰去后，太湖法院

的人说经过评估，舒玉兰不能监外

执行，必须收监执行一年半的非法

刑期。当天，不顾舒玉兰的血压很

高强行将她关进了看守所。 

舒玉兰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

轮功不久，所有疾病就都不翼而

飞。法轮功不仅健康了她的身体，

更重要的是让她明白了生命的意

义，让她能以平常的心态去面对严

重先天智力发育不全的儿子。心胸

渐渐开朗的她，按真善忍的标准严

格要求自己，成为了婆婆眼中的好

媳妇；丈夫眼中的好妻子。婆婆后

来瘫痪近十年，大小便不能自理。

舒玉兰在照顾好儿子的同时，还每

天去婆婆家侍奉床前。 

就这样善良的好人，在一九九

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集团迫

害法轮功后却多次遭迫害，其中一

次为了躲避迫害，舒玉兰不得不带

着弱智的儿子离开安庆。从此开始

长达七年多的流离失所生活，那七

年多，舒玉兰和儿子吃尽了苦头。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日，舒玉兰

和从合肥来安庆的姐姐舒玉莲（69

岁）出去讲真相，被人诬告，后被

警察跟踪、绑架、非法抄家。到第

二天晚上，送看守所体检时，两人

的血压都很高，看守所拒收。当晚

12 点左右，警察很不甘心的将两

人放回家，但要求两人每天要到派

出所报到。警察不顾两人的反对，

强行给两人戴上了电子脚镣。一个

月后才将电子脚镣收回。 

安庆大南门派出所副所长詹伟

和市国保人员以诱供等非法手段，

取得了一些所谓“证据”后，二零

二零年十一月份，将姐妹两人构陷

到了安庆太湖县检察院第一检察

部。随后太湖县检察院非法将两人

起诉到太湖县法院。 

二零二一年三月十六日，安庆

太湖法院非法在安庆中级法院开

庭，对舒玉兰和舒玉莲进行非法庭

审，非法判舒玉兰一年半，舒玉莲

一年（缓期）。舒玉兰当庭表示上

诉。当天，派出所要将舒玉兰送看

守所关押，体检后因舒玉兰的血压

很高，看守所拒收。 

五月初，舒玉兰接到大南门派

出所詹伟的电话，让她去派出所，

到派出所后，太湖法院的章英特在

那里向她宣布二审维持原判（没通

知律师、没开庭），可办监外执

行，但要进行体检和评估。七月二

十二日，舒玉兰被强行非法关押进

了安庆看守所，随后被劫持入狱。 

安徽女子监狱地址：合肥市长

丰县双凤开发区谷河路与颍州路交

叉口向东 100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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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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5 月 11 日约两千名法轮
功学员在纽约举行盛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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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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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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以简单优
美的五套功法。法轮功一经传出，
短短几年传遍神州大地，一亿人身
心受益，道德升华，身体健康。法
轮大法福益社会，深得世界各族裔
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迄今，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
界褒奖、支持议案和支持信函超过
5400 项 。 法 轮 大 法 的 主 要 著 作
《转法轮》被翻译成 40 余种文
字，在全球传播，并可翻墙从法轮
大法网站 （www.falundafa.org）
免费下载。《转法轮》是迄今为止
翻译成外文最多的中文书籍。 

上亿人读过，而且仍在读的
书！ 

《 转 法 轮 》 阐 述 了 “ 真 、
善、忍”的道理，讲明了宇宙的
来源和人生的目的，并从本质上
说明了疾病的起因，并给修炼者
指出了解决之道。《转法轮》语
言浅白、通俗易懂，内涵博大精
深。 

“未读《转法轮》，做人有
遗憾。”这是无数阅读过《转法
轮》的人发出的感佩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