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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市 52 岁女法轮功
学员高飞被绑架
五月二十四日，湖南长沙市
52 岁 的 女 法 轮 功 学 员 高 飞
（辉）被通太街派出所警察绑
架，被非法抄家，家里的一整套
大法书和与大法有关的资料以及
物品都被洗劫一空。还不知道绑
架到了哪里，今天六月十五日，
还没回家。
湖南省长沙市法轮功学员孙
煜山被公检法构陷情况
湖南省长沙市法轮功学员孙
煜山，于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
日，被长沙市清水塘派出所绑架
并抄家，长沙市开福区国保大队
也插手了此事。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长沙市开福区检察院检察官章彤
等人对孙煜山发出了非法逮捕
令，具体逮捕通知书是长沙市公
安局开福分局开的。
孙煜山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
第二看守所西四栋五监室，主管
人员叫向海东。
后来，案件被转至湖南省浏
阳市检察院。分管构陷孙煜山案
件的检察官叫陈刘阳晖，女，一
九九二年出生。经律师查看卷
宗，所谓证据是由长沙市公安局
国保大队鉴定的。
目前，浏阳市检察院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案件已于上周转至
浏阳市法院，但并未在法院查到
案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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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湖
南报道）六月十五日，据湖南消
息，湖南省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徇私
枉法罪对娄底市中级法院中共党组
书记、院长罗筱玲立案侦查。
罗筱玲是湖南省法院系统迫害
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她明明
知道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
都是好人，却为了升官发财，放弃
良知，助纣为虐，与中共江泽民流
氓集团为伍，迫害好人，把多名法
轮功学员非法判刑送入监狱。
罗筱玲，女，汉族，一九六六
年十二月生，湖南浏阳人，中共恶
党党员。她曾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审判员。
二零一六年五月，任湖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二零一七
年七月，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第二庭庭长。二零一九年一
月，任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
长、代院长。二零二二年一月，任
娄底市中级法院院长。
罗筱玲任职娄底市中级法院院
长期间，多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
入狱：
◎湖南宁乡县教学能手朱普照
被诬判八年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月七日通
讯员湖南报道，湖南省宁乡县法轮
功学员朱普照被非法判刑八年。据
悉朱普照的父亲在他被非法抓捕以
后已离世，普照的女儿还在读初
中，妻子独自承担养家的重担，十
分不易。
四十三岁的朱普照，毕业于长
沙大学，是宁乡县菁华铺乡桃林桥
中学教师，善良朴实、勤奋踏实，
不慕虚华，曾获得“优秀青年教
师”、“教学能手”等多项荣誉称
号，脸上总带着憨厚的笑容，朋友
们都很信赖他、喜欢他。然而，这
样一位德才兼备、与世无争的好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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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不放弃
信仰真、善、忍，自一九九九年七
月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灭绝性迫
害，他多次遭到中共人员的迫害，
因此失去了稳定的教师工作，被迫
离开了心爱的讲台与孩子们。可贵
的是，逆境中的朱普照仍然保持着
一颗平和、宽厚的心，自己的生活
很简单，但每当朋友需要帮助时，
他总会尽己所能的热心相助。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朱普照仅
因在宁乡县大成桥乡路边书写了
“法轮大法好”等真相标语就被绑
架、非法拘留，随后被非法劳教一
年三个月，在湖南省新开铺劳教
所，遭受了种种酷刑折磨，被毒
打，关禁闭，以“站军姿”为名长
时间罚站，被暴力灌食等等。
二零一七年，朱普照在长沙市
雨花区某小区租了一间单间小房，
准备在长沙找份更适合自己的工
作。然而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二日，
普照再次被绑架。据悉，这次绑架
是由娄底市公安局钢城分局实施
的，是由湖南省公安厅国保总队操
纵的。普照被关进看守所，再度失
去了人身自由。朱普照被娄底市娄
星区法院非法判刑八年。
◎湖南优秀教师廖秀华被学生
诬告、遭非法判刑
湖南娄底市优秀教师廖秀华女
士，在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一段时
间之后，了解法轮大法真相，开始
修炼大法，二零一八年左右被学生
恶意举报，遭非法判刑，到现在还
在被非法关押中。情况待查。
廖秀华是湖南娄底职业技术学
校教师，硕士研究生，47 岁。因
她修炼法轮功后一直按照大法真、
善、忍的法理归正自己，修炼中的
高境界也体现在本职工作和人际关
系中，深受同事和领导的尊重和学
生的喜爱。
（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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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廖老师在教科研方面的表现很
优秀，曾在一项教学比赛中获得湖
南省三等奖。在课题项目的报账方
面她做得很正。其实了解中国大陆
的科研项目的报账流程都会知道有
许多实际的开支没有对应的途径，
只能在材料上夸大剂量，如实填报
自己会承受一些损失。廖宁可自己
麻烦一点，吃一点亏，从不报假
账，从不多报。有一年省里派人来
校查账，发现整个学校只有廖秀华
老师的报账表格和单据是完全规范
和真实的，这件事一度传为佳话。
廖老师教学非常认真，不仅教
学水平很高，而且很负责，在学生
的专业技术是否合格的把关方面很
严谨。宁可自己辛苦一点、麻烦一
点，也要求学生在专业技术上达到
标准。她觉得这样做是对学生负责
对社会负责。廖老师还利用教学的
间隙向学生传递如何做一个好人的
道理，传递法轮大法的真相，绝大
多数的学生都会被她的真诚和善良
打动而真心接受。
但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好老师
被学生恶意举报后被非法判刑，到
现在她还在被非法关押中，希望正
义善良人士持续关注和跟进一下廖
秀华的近况。
◎屡遭迫害 湖南张春秋又被
劫入网岭监狱
湖南省益阳市法轮功学员张春
秋在娄底市一家家装公司做业务，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六日被湖南省娄
底市娄星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二
零二零年六月十一日，他被娄底市
娄星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七个月。
近日获悉，张春秋被劫入湖南省网
岭监狱迫害。
张春秋，五十八岁，湖南省益
阳市大通湖区河坝镇法轮功学员，
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
做好人。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
中共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
他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
所、监狱、劳教所遭受酷刑折磨。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张春
秋被警察绑架到益阳市第一看守
所。一进看守所，狱警王铁军对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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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说：这是个顽固的法轮功（学
员），你们可以往死里整。张春秋
被按跪在地，双手伸直与前身靠
墙，打手从后面起跑，用右腿膝盖
直击后背心，一下，二下，三
下……一直到满口鲜血从他嘴里喷
到墙上，发出凄厉的惨叫。
二零零二年十月一日，被非法
判刑八年的张春秋被劫往湖南省第
一羁押中心。看守所警察所长对羁
押中心何姓警察大队长说：这个法
轮功很顽固，要好好收拾他。十月
二日下午，何姓大队长对张春秋拳
脚交加，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毒打。
张春秋大喊：打人犯罪，你是警
犯，你是流氓土匪。何姓警察大队
长顿时咆哮着：你等着，老子今天
不用电烧死你，我不姓何。何姓大
队长带着几个警察，每人手持两根
高压电棒，对着张春秋全身同时电
击。当电棍直击天灵盖时，张春秋
被击昏在地。张春秋的天灵盖、前
胸、阴部、两胯、脚心等处，皮肉
被电糊、烧焦。当他苏醒过来时四
肢已不听使唤。
在非法关押中，张春秋屡遭中
共警察、坏人的酷刑折磨、刑讯逼
供迫害。
◎法轮功学员伍春桃被非法判
刑 1 年半
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功学员伍
春桃被绑架后于二零一九年七月二
十八日被非法判刑 1 年 6 个月。
结语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人类
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小丑江泽民
出于个人的妒嫉，与中共邪教相互
利用，伸出了魔掌，企图毁灭人类
得救的希望，疯狂迫害法轮佛法与
善良守法的法轮功学员，给法轮功
学员及其家庭带来难以估量的精神
与肉体摧残与伤害。被中共邪教长
期洗脑的湖南各级中共人员，迫害
当地法轮功学员，无知中犯下了迫
害佛法的弥天大罪，纷纷遭到各种
形式的恶报。
邪不胜正，善恶必报。根据明
慧网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资料的不
完全统计，中共迫害法轮功二十多
年来，湖南省参与迫害的人员中遭

到恶报总人数为 841 人；祸及他人
总数为 119 人；恶报死亡总人数为
237 人；公安、司法系统恶报总人
数 439 人，其中死亡 82 人。
由于中共各级部门的刻意隐瞒
与封锁，实际恶报人数难以统计。
法轮功学员不希望这样的恶报
发生，因此二十多年来，法轮功学
员才顶着邪恶至极的打压与迫害，
讲给世人真相。因为法轮功学员看
得清这场迫害是对佛法正信的迫
害，看得清中共与江泽民发动这场
迫害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毁灭迫害参
与者，进而毁灭整个人类。上述的
恶报案例也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
今天的人类历史已经走到彻底
清算江泽民与中共邪教这一刻，这
个天象已经到来。中共病毒（武汉
肺炎）的出现就是天灭中共的开
始。中共病毒循着为中共站台的个
人与团体及国家在传播，就是天灭
中共的天象来到了人间的体现。善
恶有报，真实不虚，与中共恶党为
伍只能做中共的“替罪羊”“替死
鬼”。◇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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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