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安

徽报道）安徽合肥市 67 岁的法轮

功女学员翟亚男，被非法判两年六

个月，二零二一年四月八日出狱

后，对自己遭受的冤狱提出申诉，

再次被迫害。二零二二年五月十八

日她被告知构陷她的所谓“案子”

已经到了检察院。 

二零二一年四月八日，翟亚男

冤狱结束后，同年九月遭到合肥市

庐阳公安分局、益民街派出所非法

拘禁在酒店里 19 天，在她绝食、

绝水五天后才放她回家。回家后才

10 天，突然遭其强行抄家。她在

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委托律师向有关

部门控告并起诉相关人员。 

在二零二二年“四·二五”、

“五·一三”所谓敏感日，片警

“家访”翟亚男家时，翟告诉他说

自己已向庐阳区法院起诉他们了，

并说只要他们道歉并不再参与迫害

就撤诉。 

二零二二年五月十日，翟亚男

早上 8、9 点钟去买菜，因下雨在

离家不远处街道屋檐下躲雨，恰好

旁边也有一男士在躲雨，就相互聊

天了。大约十来分钟后，益民街派

出所刘卫东副所长带了 6-7 名警

察，其中有国保人员，将翟亚男强

行拉上警车，那名男士被带到另一

辆警车上。上车后给了翟亚男一张

传唤证，但不是去派出所，而是将

她带到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西区做

了全身检查 ，然后把她劫持到派

出所非法审讯。当天下午三点多钟

释放她时给了她一张有庐阳公安分

局盖章的“监视居住”决定书。 

事隔一周，五月十八日，益民

街派出所刘卫红又带了两个警察、

两个社居委人员送来审查起诉告知

书，不法警察把她构陷到合肥市蜀

山区检察院了。 

关于翟亚男遭受的迫害，请见

明慧网文章《被枉判入狱 合肥翟

亚男申诉遭“约谈”关押 19 天》

《安徽合肥市六旬老太翟亚男被非

法判刑》等。 

益民街派出所警察 孙方明：

18815651413 

朱姓警察：135149929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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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王
秀英被非法判处监外执行 

合肥庐阳区法轮功学员王秀

英老太太已经快八十岁了，在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曾被非法判刑七

个月，因为身体原因，收监一直

未得逞，这次变更为监外执行。 

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许
圣英等被骚扰 

五月十二日，安徽省合肥市

瑶海分局郑伟，警号 007115，

还有政法委、东七街道、居委

会，有五六个人到法轮功学员许

圣英家打门。许圣英没有开门。

他们叫人把门锁撬开，又按上新

锁，抢走了师父的法像，把她带

到花冲派出所两个小时后，放回

家。还有法轮功学员何昌琴、裴

玲被上门骚扰，给本人和家人带

来心身上很大压力和伤害。◇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的佛家上乘
修炼大法，至今已弘传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 40 多
种语言出版发行。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
决议案和信函超过 5400 项。“真、善、忍”的信仰得到了世界各族裔民
众的爱戴和尊敬，但却在中国大陆一地受到残酷迫害。 

【明慧网】2001 年 9 月中

旬，辽宁省东港市公安局、政法

委把数名法轮功学员抓进洗脑

班，强迫他们放弃信仰。在洗脑

班上，一位法轮功学员对政法委

科长赵玉龙讲真相，告诉他“天

安门自焚”事件是假的，是栽赃

陷害法轮功。赵玉龙避而不答。 

9 月 22 日上午，法轮功学

员又对赵玉龙讲述“天安门自

焚”真相。赵玉龙接过话说：

“‘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

道。这件事发生在 2001 年 1 月

23 日，我们在 1 月 21 日就接到

公安部紧急通知，说 1 月 23 日

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

发生。”法轮功学员说：“看，

他们怎么就知道要发生这件事？

这不是事先策划好的吗？”赵玉

龙知道自己说走了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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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安

徽报道）安徽省公安厅原中共党委

副书记、副厅长陈小平，涉嫌严重

违纪违法，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四日

被查。原安徽省政法委常务副书

记、省公安厅副厅长许刚涉嫌严重

违纪违法二零二零年六月被查，二

零二一年九月被判刑 13 年零 6 个

月。 

陈小平，男，一九五三年一月

出生，山东胶南人，历任安徽省公

安厅八处、四处科员、副科长、科

长，安徽省公安厅四处副处长、处

长等，二零零二年二月任安徽省公

安厅副厅长，七年后任安徽省公安

厅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正厅

级）。陈小平于二零一三年三月退

休，至今已八年。 

陈小平是安徽省公安系统迫害

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以下是

陈小平任职期间，部份安徽法轮功

学员遭迫害案例： 

◎法轮功学员王洪荣被酷刑虐
杀 

王洪荣，合肥叉车厂的职工，

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被绑架，

之后被非法判刑八年，被劫持到安

徽宿州监狱。二零零七年二月，王

洪荣在监狱被迫害的腰部以下的部

位均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二零

零七年四月上旬，监狱警察指使犯

人用滚开的水，硬把王洪荣的双脚

按到脚盆里烫，顿时双脚立即血

肿，半天后就起泡、溃烂。王洪荣

到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胸椎肿瘤

（骨癌），高位瘫痪，腰部以下无

任何知觉，大小便失禁。二零零七

年四月下旬，宿州监狱将已被迫害

得生命垂危的王洪荣放回家。王洪

荣回到家时，臀部后面的褥疮有两

个鸡蛋那么大。二零零七年六月二

十二日凌晨，王洪荣离开人世，年

仅五十九岁。 

◎章秋红被迫害含冤离世 
章秋红多次遭恶警绑架，曾经

被迫流离失所。二零零七年十二

月，停发社保工资。二零零八年六

月二十日深夜，恶警撬门闯入出租

屋强行绑架走。章秋红绝食反迫

害，出现生命危险后，恶警把她拉

到合肥第一医院迫害，直到六月三

十日，章秋红昏迷十八次后，再次

出现昏迷状态，恶警才于深夜通知

家人同意取保候审，于二零零八年

七月十七日出院。其弟将章秋红接

到淮北照看，当时章秋红双目视力

模糊、经常昏迷，这种情况下，恶

警还经常打电话和到淮北上门骚

扰。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八日凌晨三

点，章秋红在迫害中含冤离世。 

◎安徽孙方熙等八人试图在有
线电视网插播揭露法轮功被迫害真
相被判重刑 

二零零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晚，

张家林等八位法轮功学员试图在有

线电视网插播揭露法轮功被迫害真

相的视频，没有成功。张家林那一

组的设备丢在上面，被有线电视工

作人员查到，报告给公安。 

孙方熙原是安徽电视台的工程

师，由于插播法轮功真相被判了十

三年，在宿州监狱遭受迫害。 

安徽省霍邱县法轮功学员张家

林于二零零二年被中共非法判刑十

二年。 

◎合肥法轮功学员朱明、刘
莉、左其香、刘和芳被非法判刑 

合肥法轮功学员朱明、刘莉、

左其香、刘和芳二零零九年四月十

八日去贵池区发放大法真相资料，

被国保大队警察非法拘禁在池州市

看守所，遭到严重迫害。二零一零

年五月，池州市贵池区法院对三位

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开庭，左其香

被非法判八年、朱明五年、刘莉六

年。之后他们被分别送至宿州监

狱、宿州女子监狱继续遭受迫害。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
与来迟” 

安徽参与迫害佛法和修炼的各

类人员遭恶报的事实不断出现，据

明慧网报道的恶报案例统计，迫害

二十多年来，安徽省参与迫害的人

员中有 248 人遭到各种形式恶报，

恶报中死亡 89 人。恶报人数最多

的部门为公安、司法系统为 87

人。恶报最多地区为阜阳 64 人。 

▼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在美国

被以“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及酷

刑罪”起诉。 

▼安徽省省长王三运被撤销一

切职务，被双规、调查。 

▼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遭恶报

被判死刑。 

▼安徽省委副书记、安徽省副

省长王昭耀被判处死缓。 

▼安徽省原副省长陈树隆遭恶

报被最高检立案。 

▼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被判有

期徒刑十七年。 

▼安徽省原副省长杨振超一审

被判无期，没收全部个人财产和受

贿所得。 

▼原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兼办

公厅主任郑为文被活活烧死。 

江西省公安厅厅长郑为文，二

零一八年九月三日在高速公路小车

与大货车相撞，人被活活烧死。 

▼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原安

徽省政法委常务副书记许刚一审获

刑十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七十万元。 

▼原安徽省公安厅厅长、省委

政法委书记赵正永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

监察调查。 

▼安徽省司法厅副厅长程瀚遭

恶报获刑十七年半。 

▼安徽省高级法院院长、原湖

北省司法厅厅长张坚因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被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