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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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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黑

龙江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

学员赵成孝、高秀兰夫妇，因坚持

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常年遭中

共人员的骚扰、绑架、关押、判刑

及经济勒索等迫害，夫妇俩身心遭

受到极大摧残，健康状态每况愈

下，先后含冤离世，高秀兰于二零

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离世，终年七

十五岁；赵成孝于二零二二年二月

十九日离世，终年七十六岁。 

赵成孝、高 

秀兰夫妇同生于 

一九四七年，都 

是大庆油田采油 

三厂买断工龄的 

退休职工，他们 

原住萨尔图区采 

油三厂，后搬至 

让胡路区创业城居住。 

赵成孝、高秀兰夫妇得法经历 
赵成孝是采油三厂运输公司大

车司机，因工作关系，胃不好，还

挺能吃就是不胖，身体清瘦。随着

整个国家社会腐败风气，赵成孝也

一度随波逐流，干啥吃啥，不仅占

公家的便宜，还沾染了喝酒、赌等

不良习气。 

高秀兰于一九六八年毕业于黑

龙江省绥化地区供销学校，后又晋

职会计师，在采油三厂作业大队任

财务总管。她年轻时就患上了严重

的神经性头痛，睡不着觉，经常双

眉紧皱，头痛严重时双手抱着颤抖

的头痛苦不堪，不能干家务，也不

能正常上班。 

当时高秀兰年幼的儿子，看着

痛苦的妈妈心想：哪个医生能治好

妈妈的病，我可太感谢他了！由此

他便立志长大学医，为妈妈治病。 

岁月无情，高秀兰随着年龄的

增长，旧病久治不愈，越发多病缠

身，胃也不好，吃啥吐啥，而且脾

气、性格都变得蛮横，就这样在病

痛的煎熬中打发日子。 

一九九八年四月，高秀兰修炼

了法轮功，不久一身病全好了，她

变得心情舒畅，紧皱的双眉舒展

了，没有了昔日的愁苦，幸福的她

脸上露出久违了的喜悦的笑容。 

赵成孝看到妻子修炼法轮功

后，一身的顽疾不翼而飞，而且不

好惹的脾气也改善了，他见证法轮

大法的神奇，也走上了修炼大法之

路。赵成孝按照“真善忍”的标

准，做道德高尚的好人，改变自

己，去掉了一身的坏习惯，从此身

体也健康了。他们的儿子也如愿从

医大毕业，顺利成家，随着孙子的

出世，无病一身轻的老两口能帮儿

子看孩子，全家人和睦相处，其乐

融融。 

赵成孝、高秀兰夫妇遭迫害事
实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邪党恶

首江泽民嫉妒上亿人炼法轮功太多

了，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发动了

对法轮功学员血雨腥风的迫害，长

达二十多年至今。赵成孝、高秀兰

夫妇也没能幸免。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赵成孝依

法去北京上访，为说句法轮大法

好，先被天安门武警绑架到前门派

出所，又被劫持到大庆驻京办事

处，再被采油三厂拥军派出所警察

劫回大庆非法关押四个多月。期间

被大庆驻京办经济勒索二千元钱，

被采油三厂综合办公室勒索二千九

百八十二元（包括所谓罚款一千元

和去北京截访人员的费用）。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高秀兰去北京上访，在河北承德被

劫回大庆看守所关押四个多月，被

三厂综合办公室勒索现金一千七百

五十九元。 

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夫

妇二人遭齐齐哈尔市铁锋公安局警

察非法抄家，被抄走现金一万四千

元，至今未还。 

二零零九年，高秀兰在外面讲

真相遭绑架，被“取保”放回家。 

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高秀兰

在让胡路区四新镇讲真相，遭人恶

告，被让胡路龙岗公安分局警察绑

架到看守所，后被非法判劳教一

年，因她身体状况劳教所拒收，遂

以所谓“取保”一年回家。 

二零一一年，高秀兰在萨区新

村发真相光盘时遭绑架，后被放回

家。 

二零一四年八月五日下午，高

秀兰在创业城小区内讲真相，向世

人赠送真相光盘，被让胡路区乘风

公安分局警察跟踪、绑架，警察在

她包里翻出公交车老年卡，查出姓

名、住址和身份证号，又从包里翻

出她家钥匙，遂闯到她家非法抄

家，并绑架了正在家中打印真相资

料的赵成孝，家中法轮功书籍、大

法师父法像、真相资料、电脑、打

印机、纸张等私人物品 (转下页) 

高秀高高秀兰 

▲每年“7.20”期间，美国法
轮功学员都聚集在首都华盛顿 DC
纪念碑下，烛光夜悼被中共迫害
致 死 的 法 轮 功 学 员 。 在 “ 真 善
忍”的映衬下，一盏盏烛光寄托
着同修学员们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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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被打劫一空。赵成孝、

高秀兰夫妇被分别非法关押在看守

所。期间，高秀兰血压高达二百四

十，皮肤出现溃疡，头晕头痛难

受，有时胸闷气短，生命曾出现过

危险，律师为高秀兰申请“保外”

被违法拒之。 

赵成孝、高秀兰夫妇遭构陷

案，被大庆国保警察称涉及国家机

密，乘风分局、让胡路检察院、法

院互相勾结，恶意串通、捏造证

据，以加害赵成孝、高秀兰夫妇。 

让胡路法院先后三次开庭，非

法庭审赵成孝、高秀兰夫妇， 后

对夫妇二人各自非法判刑三年六个

月。二人依法上诉，被大庆中院枉

法维持原判。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

了九个多月后，赵成孝于二零一五

年五月十三日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呼

兰监狱迫害，高秀兰于二零一五年

五月二十日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

监狱迫害。 

高秀兰到女子监狱的第二天，

被检查确诊左侧乳腺癌，监狱逼迫

她“转化”、写邪恶的“四书”，

她拒绝不写。三个月后，在二零一

五年八月，狱警指使邪悟者欺骗高

秀兰：不“转化”你了，让你回

家，只要抄写一遍“四书”就可以

保外就医回家了。然后你回去再补

写一个“严正声明”，抄写的“四

书”马上就作废。高秀兰受此言欺

骗，继而回家。 

回家后，高秀兰为在监狱被欺

骗抄写了“四书”痛悔不已。经常

遭到社区不法人员骚扰，痛苦中使

她身体每况愈下，旧病复发，头痛

难忍。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份，高秀

兰出现昏迷状态，卧床不起，不能

吃东西，身体瘦成皮包骨，象植物

人似的只有呼吸。二零二一年四月

二十七日，高秀兰含冤离世，终年

七十五岁。 

被非法关押在呼兰监狱的赵成

孝，坚决拒绝所谓“转化”。二零

一七年夏，监狱副教导员把赵成孝

叫到办公室，六十九岁的赵成孝刚

一进门，就被突然扑上来的四个彪

形大汉强行按倒在地，头和身体被

死死地卡、按住，恶徒拽着他一只

手在一张白纸上按手印，赵成孝抵

制，四肢和身体被拧、按、压得非

常疼痛。直到二零一八年二月五

日，赵成孝结束了三年六个月的冤

狱回家。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上

午，赵成孝回老家给老母亲过生

日，在大庆火车站安检刷身份证

时，出现红框报警，被车站几个警

察拦截翻包，查出手机里有法轮功

相关内容，警察强行把赵成孝带到

站内警务室扣押，从上午八点多直

到下午一点多钟。然后，大庆

“610”、让胡路乘风公安分局、

车站警务室七、八个警察挟持赵成

孝上门抄家，找物业人员开门，在

屋里翻腾了三个多小时，法轮功书

籍、打印机、切刀等被抢劫一空。

当天下午四点多钟，又把赵成孝劫

持到乘风公安分局，非法审讯到深

夜十二点钟才放回家。 

二零一九年下半年一天的下午

三点多钟，赵成孝在大庆让胡路西

站坐高铁，刷身份证时出现报警，

被西站警察拦截翻包，没翻到法轮

功相关物品，才放赵成孝回家。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日，因高

秀兰在东湖楼区张贴不干胶真相遭

人恶告，不知情的赵成孝赶到此处

找高秀兰时被警察绑架，被顶替高

秀兰被非法拘留七天（监外执

行）。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份，赵成孝

看到老伴高秀兰躺在床上生活不能

自理，心急如焚，只因向善做好

人，二十二年来被中共迫害致如此

悲惨的境遇，心里凄凉悲苦。 

一天，赵成孝左腿膝盖骨突然

剧痛不好使，站立不起来，被诊断

膝盖骨神经病，导致腿肌肉萎缩，

只能靠拄拐杖支撑。 

就这样，不法警察还经常骚扰

赵成孝：二零二一年六月，赵成孝

在家中被乘风公安分局两个便衣骚

扰，非法录像；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初，一天上午有人给赵成孝打电

话，晚上片警就上赵成孝家骚扰，

看有没有法轮功学员来他家。 

二零二二年正月十五，赵成孝

的儿子请父亲吃饭，饭后送他回

家。正月十七，工作繁忙的儿子给

父亲赵成孝打电话没人接，到家中

看到身心俱损的赵成孝已经含冤离

世，终年七十六岁。 

赵成孝、高秀兰夫妇原本的温

馨之家，就这样被中共迫害的支离

破碎，家破人亡。 

法网恢恢，天理昭彰。相信不

久的将来，那些迫害法轮大法弟子

的邪恶之徒必将受到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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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