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轮功学员谢万猛被绑架至
四会监狱后 和家属失联近半年 

自去年十一月家属会见后，

家属和谢万猛联系中断，至今已

近半年。包括家属在内的寄给谢

万猛的信件没有任何回复。家属

多次打电话到四会监狱询问，监

狱百般推诿，得到的答复几乎都

是回信已寄出，再等等。 

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乔南村
教师楼学员王林童被骚扰 

五月十九日下午 3 点左右，

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乔南村教师

楼学员王林童被骚扰，由于没有

给来骚扰的人开门，所以具体来

了什么人并不清楚。 

当天下午敲门的人走后，王

林童下楼到教师楼的天桥上，碰

到天桥上小卖部的男老板，其正

好在店门口站着。在王林童的疏

忽间，老板找了个要拿他正在晒

的被子的借口，上前用手机对着

王林童录像。 

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林头镇
的陈智海等人骚扰法轮功学员苏
伟权父母的家 

二零二二年四月十四日下

午，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林头镇

的副镇长陈智海和另一个罗副镇

长及一个镇政府的人还有章班管

区居委会钟国泰书记、钟什强及

另一人，即共六人一起去法轮功

学员苏伟权的父母家进行骚扰，

企图去找苏伟权签不修炼法轮功

的保证。 

因为苏伟权不在家，他们除

了要求苏伟权的父亲给电话号码

外，还要逼迫她父亲把手机给他

们自己翻查找其他人的号码，其

目的想找法轮功学员苏伟权。◇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广

东报道）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 60

岁的法轮功学员麦伟莲，长期遭

610 迫害，曾经多次被非法关押，

遭非法劳教、判刑迫害，家庭破

散，遭受不断的骚扰、威胁、抄家

绑架。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她再次被绑架、非法拘留十多天。 

麦伟莲一九六二年出生，电白

区水东镇人。修炼法轮功之前，她

是个多病多痛的人，患有咽喉炎、

胃痛病、肠炎等病，经常胃痛，拉

肚子；患牙周炎近二十年，牙齿经

常出血。还有常年咳嗽、干咳，特

别是夜间咳嗽得不能睡。尤其是在

三岁那年不慎溺水，差点被淹死，

身体留下后遗症，落下一些不良症

状，真是苦不堪言，找不到出路。 

一九九八年正月初二，麦伟莲

有幸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

的准则要求自己，修心性，不断地

去掉不好的思想，做一个有道德高

尚的人，身体不知不觉就好了，真

正体验到无病一身轻，心身受益无

穷。麦伟莲和丈夫养育四个孩子，

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也很听话，

幸福的家庭其乐融融。 

可是，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

日，法轮功被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

以后，麦伟莲幸福和睦的家庭被迫

害得家离子散，有家不能归。一九

九九年九月，那行管区邓稷珊等两

人到麦伟莲骚扰，并威胁恐吓、强

迫麦伟莲不准修炼法轮功，强取照

片，强迫签名。 

非法劳教二年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下午

约三点，茂名市 610 办公室人员、

电白县公安局镇保股长阮忠、谢

戈、朱娟等十多人闯入麦伟莲家，

非法抄家，并绑架麦伟莲到电白县

公安局办公室三楼（即国保大队）

非法拘禁 20 多个小时，整个夜晚

不准她睡觉。二十六日把她劫持到

电白县第二看守所非法拘留，强迫

拍照取证，强迫她做劳工。五个月

后非法劳教她二年，同年七月把她

劫持到广东省三水劳教所。 

麦伟莲被非法关押在三水劳教

所三大队，在被迫害期间，被强迫

做劳工，被强迫抽血三次，被关入

禁闭室约十五天，受尽人间地狱般

的折磨。到期满后，劳教所不放麦

伟莲回家，直到二零零五年三月三

十日才放她回家。 

无家可归 
麦伟莲从三水劳教所回到家

后，家已经变了样，丈夫已经有外

遇。麦伟莲回家后，电白县陈村派

出所等人不断地上门骚扰、威胁恐

吓、跟踪，把四个孩子吓得讲不出

话来。 

在这种高压的日子里，麦伟莲

无法正常工作生活，无法照顾小

孩。而丈夫在不理性的心理作用

下，于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把

麦伟莲赶出家门。 

有一天，麦伟莲的丈夫突然闯

进麦伟莲姐姐家打麦伟莲，开拳打

麦伟莲脑袋、头部、脸部、眼部和

鼻部，用力往死里打，麦伟莲顿时

就感到天昏地暗，不省人事，眼血

喷射。麦伟莲的丈夫不把她当人，

毫无人性，强迫与她离婚；否则，

看见麦伟莲一次就打一次。他曾多

次要麦伟莲到民政局办理离婚手

续。当时孩子们还小，又受到父亲

的压力，不敢劝阻他们父亲的行为

与做法。后来，丈夫（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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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起诉到法院，法院传呼麦伟

莲办离婚手续。麦伟莲无法摆脱丈

夫的欺负和野蛮，只好到法院去讲

明真相。麦伟莲修炼法轮功没有

错，没有罪，我决不签字离婚，就

离开了法院。 

为了生活，麦伟莲找到一份工

作，为了方便照顾姐姐，在姐姐家

附近与学员共租一间危房度日。 

非法判刑三年 
二零一一年八月六日晚九时，

麦伟莲被茂名市电白 610 主任肖

雄、电白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岑

勋、国保副队长车洪、股长阮忠等

十几人非法闯入麦伟莲在水东租住

屋里非法抄家。将麦伟莲和在场的

法轮功学员刘庆伟、洪美芳、潘桂

辉，还有刚能走路的姐姐麦莲英绑

架到水东派出所非法拘禁，警察见

麦莲英行走困难，三个小时后叫麦

莲英的儿子过来接回家。 

第二天，八月七日，麦伟莲被

劫持到茂名市洗脑班，非法禁闭

54 天。麦伟莲在洗脑班被迫害得

身体出现胃疼严重、吃不下饭，出

现呕吐的现象。在洗脑班期间，茂

名 610、电白县 610、派出所、国

保等人员多次非法审讯她，三名不

知身份的人强行按压住麦伟莲的

身、手，强迫签名取证。 

二零一一年十月一日，把麦伟

莲从茂名市洗脑班劫持到电白县第

一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在这段时

间，麦伟莲的亲朋好友为了营救

她，多次到电白县公安局、国保、

610 办公室要求无条件放人，遭上

述单位辱骂、恐吓、驱赶，同时禁

止亲人接见，致使家人担惊受怕。 

而麦伟莲的姐姐行走不方便，

体弱多病，受到这次恐吓后，警察

为了知道麦伟莲租住的房东是谁，

水东派出所恶警诱骗麦伟莲的姐

姐，将其抬上车到水东派出所非法

审问，审完后再抬回。致使麦伟莲

的姐姐受到更大的惊吓。警察找到

房东后，恐吓房东不准租房给炼法

轮功的学员，而那间危房在麦伟莲

入住之前，已经重新装修一次。在

麦伟莲被绑架之后，房东受到

610、警察的压力曾多次要求还住

在那间房的法轮功学员搬走。 

麦伟莲被电白区 610 构陷到电

白法院。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下午 3 点，麦伟莲、刘庆伟在电白

县水东镇法院刑庭被非法开庭，庭

长：陈国权，审判长：林明，陪审

员：杨成安、欧合。在法庭里，亲

属终于见上几个月没见过面的亲

人。刘庆伟骨瘦如柴，而脸肿大；

麦伟莲身体又瘦又黑。亲属要求当

庭无条件放人，没得到回应。之

后，麦伟莲被判刑三年，刘庆伟被

非法判刑四年。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二日，麦伟

莲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四监区

迫害。在四监区迫害期间，监狱警

察强迫麦伟莲看诬蔑法轮功的录

像，强迫麦伟莲写骂法轮功的话，

否则，就不准大小便、不准睡觉、

各种酷刑等折磨法轮功学员。在这

样威逼利诱的邪恶环境中，麦伟莲

身心受到极度的创伤、精神崩溃

了，内心背负沉重的压力，身体状

况日剧下降，旧病复发，每天都在

煎熬中度日。 

二零一四年二月五日，麦伟莲

死里逃生地被释放了，孩子也长大

了，想把麦伟莲接回家，麦伟莲的

丈夫狠骂孩子，要砍孩子的手指，

孩子只好把麦伟莲接到电白旅店

住。人海茫茫，麦伟莲何去何从！

饱受人间的痛苦，麦伟莲只好投奔

朋友。 

麦伟莲重新走回修炼后，以

真、善、忍的准则做好人、修心

性，放下了对丈夫的怨气，静心炼

功，很快身体状况好转，恢复了健

康。麦伟莲从内心里无限感恩师尊

再次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持续的迫害 
一个柔弱、善良、贤妻良母的

女子遭迫害，被丈夫赶出家门后，

租房、靠做家政、小工为生，生活

得不易。可是，电白 610 人员从来

都没有放松对麦伟莲迫害。 

二零一九年七月九日上午九点

多，电白区国保局陆尚辉（当时一

便衣指着他，误导大家说：这位是

陈主任，就是陈昌兴“610 的头

目”）带领十几个人，其中有几个

穿警服，也有些是便衣，气势汹汹

闯进法轮功学员廖玉英老人家里。

当时，麦伟莲帮廖婆婆（83 岁）

搞卫生，还有一位去帮提水的法轮

功学员黄英莲在廖婆婆家里。陆尚

辉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指使手下

楼上楼下四处乱翻，其中一个便衣

一脚踹开房门，把廖玉英私人物

品：几十本法轮功书籍全部抢走；

这时刚好崔芬来探望廖婆婆，警察

也把她带走。警察抢了黄英莲的手

提电脑，接着又去她家抄家并把麦

伟莲、黄英莲和崔芬强制绑架到大

衙派出所非法审问。 

在派出所，几位法轮功学员受

到威胁恐吓，要她们写“保证”七

月份不能离开电白、不能出去散发

传单等。在无任何证件的情况下，

中共警察非法抄了麦伟莲的租住房

屋。麦伟莲居无所定，又无家可

归，重新租住房屋。但是，都给电

白 610 人员监控到，麦伟莲几次险

些被绑架。（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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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
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
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 

上图为中共“天安门自焚”
伪案现场图片。汽油燃烧，火温
可达 500 度以上，这样的高温
中，王进东却能稳坐不动，头发
也没烧坏。警察拎着灭火毯，在
他身后等着，直到他在镜头前喊
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他身上。这
不是演戏又是啥？◇ 

你知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