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综

合报道）根据明慧网报道的信息统

计，在二零二一年期间，山西省法

轮功学员因为信仰真、善、忍，被

中共当局迫害，至少 1 人被迫害离

世，15 人被非法判刑，92 人次被

绑架，268 人次被骚扰，38 人次被

洗脑班迫害；总计至少 414 人次被

迫害。由于中共网络封锁及恐吓威

胁等原因，还有许多没有报道出来

的迫害案例。 

一、被迫害离世实例 
1.历经三年冤狱 太原冀德莲

含冤离世 

二零二一年十月中旬，下大雨

的那几天，太原西铭乡法轮功学员

冀德莲，含冤离世，终年七十九

岁。近十年来，冀德莲被非法抓

捕、庭审、被迫流离失所、冤狱关

押和迫害，古稀之年的她历经种种

折磨。 

冀德莲家住太原市万柏林区西

铭村。二十多年前，她患有子宫

癌，整个子宫都切除了。她修炼法

轮功三个月后，精神面貌焕然一

新，家人看了她的身体变化，都很

佩服法轮功。冀德莲有四个儿子、

一个女儿，她的大儿媳也随冀德莲

一起炼了法轮功。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日，当时

七十二岁的冀德莲被万柏林区警察

绑架，被万柏林区法院冤判三年，

看守所以冀德莲身体不合格，拒

收。冀德莲老人被迫流离失所。二

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流离失所

中的七十五岁的冀德莲，被绑架劫

持入榆次女子监狱。 

冤狱三年期间，冀德莲的子女

每次去给她账上汇一千元钱，有

时，还给她送去蛋白粉等营养品。

包夹对冀德莲的儿子说：“你妈想

吃牛肉，你们给送点来。”孩子们

赶快送去。结果，冀德莲什么营养

品都没有见到。每次家属会见时，

包夹们都表现得十分关心老人，给

老人擦眼泪，没想到，都是假的。 

二零一九年，冀德莲在榆次女

子监狱被迫害成瘫痪，每天由两个

包夹看管，吃饭时，自己左手抓着

吃，包夹还打骂她。 

二零二零年，冀德莲出狱时，

瘦得皮包骨，体重只有六十多斤。

肚皮上凹进去一大块，呈黑色，于

二零二一年十月中旬含冤离世。 

由于中共的信息封锁，老人年

近八十岁，人们还不知道冀德莲在

监狱里受到怎样的迫害折磨。 

二、被非法判刑实例 
二零二一年，山西省被非法判

刑的法轮功学员有：张桂玲（一年

半）、常英（七年半）、宫国卿

（八年半）、李忠娥（五年半）、

张变英（九年半）、赵云霞（四

年）、王兰梅（两年）、夏忆林

（四年半）、穆新弟（七个月）、

张巧润（一年）、高小红（一年

半）、李秀莲（一年）、翟银祥

（一年缓两年）、小宏（两年

半）、付长生（九年）。 

1.煤矿职工付长生被非法判刑

九年 

二零二一年四月，山西省长治

市法轮功学员付长生，因信仰真、

善、忍，被长治市潞州区法院非法

判刑九年。这是他第三次被非法判

刑，二零零六年至二零零九年遭冤

刑三年，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二零年

遭冤刑四年，累计冤判十六年。这

对忠厚诚实的付长生和他的家人来

说是巨大的伤害。 

付长生六十多岁，是长治市潞

安集团王庄煤矿职工。只因坚修法

轮功，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邪党

机构构陷迫害。 

二零零六年至二零零九年和二

零一六年至二零二零年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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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1 月 23 日，中

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

焚”假案，栽赃法轮功。在央

视播出的自焚画面上，出现了

很多明显的漏洞。 

▲央视录像中清楚地显示 ：

被火烧过的王进东衣服和面部严

重烧坏，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

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翠绿如新，

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 

2. 烧死？打死？重物击中头部 

 

▲ CCTV 镜头慢放显示，

刘春玲不是被烧死。1、一手臂

抡起，猛击刘春玲的头部；2、

重物猛击刘的头部之后弹起；

3 、刘用手触摸被击打部位，

随之倒地；4、一穿大衣的男子

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呈现着

一秒钟前用力打击的姿势。 

国际著名的《华盛顿邮

报》在 2001 年 2 月 4 日头版

头条发表了调查报道《自焚的

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邮

报记者菲力蒲•P• 潘亲自到刘

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

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

玲练法轮功。◇ 

1. 塑料瓶子和头发烧不坏？ 



 

  

(接上页) 这两次，付长生都被非

法关押在山西晋中监狱。山西晋中

监狱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付

长生在狱中受尽欺凌侮辱，被奴役

劳动，好不容易在二零二零年一月

二十一日回到家中。 

谁知，仅半年过后，在二零二

零年六月十八日，付长生被长治屯

留公安局国保科警察崔勇、李万

喜，还有长治六一零头目韩俊生等

人绑架。二零二一年四月，已六十

三岁的付长生被冤判九年重刑。 

付长生的妻子身体病弱，没有

工作，他有四个子女，家中生活困

难。付长生被绑架后，退休金被中

共不法人员扣停，家中经济来源被

截断。在这种艰难环境下，潞安集

团王庄煤矿有关单位，仍然逼迫付

长生家人退还先前的退休工资，恐

吓说，不退还，就停子女及女婿工

作。大女儿无奈地说，实在没办

法，就只能卖房子。 

2.太原市张变英等四人被冤判

五年至九年 

山西省太原市古交法轮功学员

张变英、宫国卿、常英、李忠娥，

于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分别被太

原市万柏林法院冤判九年六个月、

八年六个月、七年六个月和五年六

个月。 

听她们家人说开庭还是在看守

所内开的，甚至一开始关在哪里都

不知道，也不许家人送钱、送物，

借口是说疫情时期，特殊情况。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七日，古交

市屯兰三名法轮功学员张变英、武

宝明、宫国卿被当地国保派出所警

察从家中绑架，非法关押在太原第

三拘留所。随后，古交市法轮功学

员李忠娥、常英被绑架。 

3.太原七旬王兰梅被非法判刑 

太原法轮功学员王兰梅，被构

陷庭审中止两年多，二零二一年八

月五日她被太原市迎泽区法院所谓

恢复审理，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

金一万元。王兰梅的律师表示，从

来没有见过被中止两年多后又开庭

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子。 

王兰梅七十多岁了，没有收

入，老伴也已经去世多年。二零一

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她被绑架，之后

送看守所时到心血管医院等处体

检，查出患心脏病、脑梗，看守所

拒收，办理取保候审。而现在又面

临非法冤狱。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日上午，太

原市迎泽区法院非法对法轮功学员

王兰梅、王素平等九人开庭，九名

法轮功学员平均年龄 60 多岁，多

数是老太太，出庭时全部被强制戴

着手铐、脚镣。律师当庭指出公安

警察伪造证人，在没开具搜查令、

逮捕令的情况下进行非法抄家及绑

架，所有“证据”都是后补的，整

个过程都是非法的，整个案件都是

在构陷。 

当天，迎泽法院通知到庭的王

兰梅的律师说，法庭中止了对王兰

梅案子的审理。之后王素平等八人

被非法判刑一至十年，并被劫持至

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 

两年多后，二零二一年八月五

日，太原市迎泽区法院恢复了对王

兰梅案子的审理，法院叫王兰梅的

律师到法院，网上开庭。王兰梅被

太原市迎泽区法院非法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勒索罚金一万元。 

三、被绑架迫害实例 
1.朔州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到洗脑班 

二零二一年五月至七月间，山

西朔州怀仁市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

架。已知被绑架、非法拘禁的学员

至少有：王利军、王翠英、郭仲

香、尹雪琴、刘敏。据悉，中共不

法人员在怀仁市生态园敬老院六楼

办洗脑班。 

2.贾国杰医生再被绑架 

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五日左右，

贾国杰被秘密绑架，不知所踪。 

3.运城市中学教师张红娟被绑

架到洗脑班 

4.太原市中医申国胜被绑架 

四、被骚扰迫害实例 
1.阳泉市王兰芳母子被骚扰、

被殴打 

2.阳泉市程贵芳被骚扰不让开店 

3、汾西县中学教师陈星星被

非法抄家 

五、被监狱残酷迫害实例 

1.阳泉市田润华在监狱被酷刑

折磨、药物迫害 

2.山西女子监狱迫害田玉琴 

六、被洗脑班迫害实例 
七、非法阻挠会见、辩护实例 
八、恐吓威胁、株连迫害家属

实例 
九、被迫害致身体出现严重状

况实例 
十、被抢劫勒索钱财、非法限

制出行等 
十一、参与迫害者遭恶报实例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些参

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会招致恶报。 

◎据二零二一年四月消息，山

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刘新云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通报调查。

据公开履历可见，刘新云曾经担任

中共江泽民集团设立专门迫害法轮

功的 610 办公室头目，并长期担任

多市公安局头目，可见其长期迫害

法轮功。 

◎据二零二一年七月消息，山

西省公安厅国保总队已经退休两年

多的总队长李柏，涉嫌严重违法违

纪被查。李柏在阳泉市公安局、长

治市公安局及山西省公安厅国保总

队任职期间，对其管辖范围内的法

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 

上述人员都在山西省政法系统

任职，其职务与迫害法轮功相关。

表面上看，他们是由于贪腐或者是

由于中共内部权力斗争而被处理，

这也是他们参与迫害修心向善的法

轮功学员的报应。 

恶报不是法轮功学员愿意看到

的结果，因为参与迫害者也是被邪

党胁迫和欺骗的，都是受害者。但

是，人在做，天在看，人都得对自

己的行为负责。因此，法轮功学员

才冒着风险讲真相，劝善。为了您

自己和家人的未来，请您一定要善

待法轮功学员。 

中共邪党虽然还在迫害修心向

善的法轮功学员，但是大势已去，

气数已尽。希望每一位世人看明真

相，支持、善待法轮大法和法轮功

学员，尽快远离邪恶，给自己选择

美好的未来。（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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