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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通讯 
员辽宁报道）鞍山 
市六十五岁的法轮 
功学员雍芳，遭受 
九年冤狱迫害，二 
零二一年十月二十 
五日出狱时满头白 
发、脸色苍白，她 
虚弱得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九年
的残酷迫害使她说话都不能大声，
腿走路没劲，上楼都费尽，于二零
二二年二月十九日含冤离世。 

姐妹遭绑架、妹妹含冤离世 
二零一二年十 

月二十五日上午， 

雍芳与妹妹雍芳智 

等法轮功学员去鞍 

山铁东法院，准备 

旁听邪党法庭对孙 

立庆、刘旭艳、卢 

秋颖、焦桂梅、刘 

根秀等五名法轮 

功学员的非法庭审。十点四十分左

右，突然开来数辆警车，拥下大批

警察和便衣，对在铁东法院门外等

候庭审结果的法轮功学员和家属进

行疯狂绑架，共绑架四十余人，其

中雍芳、雍芳智被绑架到鞍山市公

安局。 

接着，对炉派出警察又闯上

门，非法抄了雍芳和雍芳智的家，

抢劫大法书籍和私人财物及现金，

并绑架了雍芳的丈夫和儿子。当晚

十时左右，雍芳智、雍芳的丈夫和

儿子被放回家中。 

雍芳被绑架在鞍山女子看守

所。她被劫持到看守所前体检时，

血压高达 220 以上，看守所拒收。

二十六日上午仍被强行关入女子看

守所，二十七日被送往德馨医院。 

妹妹雍芳智自被绑架后，精神

受到严重打击，吃不下饭，睡不好

觉。特别是几天后，警察通知家

属，雍芳身体出现严重情况，已送

医院抢救，本来就在担心挂念着姐

姐的身体，被这突来的消息使雍芳

智的精神受到的更加严重打击，心

里的承受达到极限，于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十四日含冤离世，年五十四

岁。 

被枉判九年入狱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在

鞍山市女子看守所，身体非常虚弱

的雍芳被铁东区法院非法庭审，后

被枉判九年。 

看守所曾先后两次将雍芳送往

辽宁省女子监狱，遭狱方拒绝；看

守所又欺骗她说给她办保外就医，

让她下楼签字，放她回家，警察趁

机把她抬上车，强行送到监狱。 

入监时，雍芳 

除了身上穿的夏天 

的一套衣服，什么 

也没有。换洗衣服 

的时候，洗完就直 

接穿身上，也没有 

任何洗漱用品。因 

她拒绝背弃大法， 

包夹犯人郭淑梅对她软硬兼施，有

时也是敞开门骂她，刁难她。雍芳

绝食反迫害，被暴力灌食。 

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十一监区，

雍芳一度被迫害得生命垂危。二零

一五年七月十三日，雍芳被迫害致

脑出血，在沈阳七三九医院紧急抢

救，监狱给家属下达了病危通知 

书，家属当天赶到医院时，雍芳已

经处于无意识状态，被戴着脚镣铐

在床上。家属到医院探望后要求保

外就医，被监狱领导拒绝，并被当

场勒索了六千多元钱的医疗费用。 

含冤离世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满 

头白发、脸色苍白的雍芳，拖着虚 

弱的身体从监狱走出，出监后家属

想带她到浴池洗澡，可她连洗澡的

力气都没有。九年的残酷迫害使她

说话都不能大声，腿走路没劲，上

楼都费劲。 

雍芳的儿子一边要照顾已经卧

床的父亲，一边还要照顾身体虚弱

的母亲，身心疲惫，顶着巨大的经

济压力领着母亲到医院就医了一段

时间，后回家修养。 

二十多年来，雍芳的丈夫和儿

子，在精神上和生活中承受了常人

无法想象的痛苦和经历，雍芳的丈

夫长期以来担心狱中妻子的身体，

抑郁成疾，几年前突发疾病半身不

遂，不能说话，四十多岁至今未婚

的儿子，为照顾父母双亲无法工

作，只能靠父亲的养老金维持生

活。 

雍芳从监狱回家后，被停发了

养老金。雍芳原来是中华商店的一

名会计，她到鞍山市铁西区劳动大

厦索要工资，工作人员说是上面下

的通知，根据相关规定要求出示释

放证明和被冤判的判决书，而且需

要在一个月内办理，否则不予办

理。另外还要求雍芳补交六万多的

工资钱，借口是追缴雍芳在多年前

在非法劳教教养期间曾经发放的工

资钱。 

雍芳从监狱回家后的第一百一

十八天，排不出尿，心衰昏迷不

醒，于二零二二年二月十九日永远

地离开了人世。 

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被中共迫

害的家破人亡，这种对信仰真、

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惨剧还

在不断的在中国的大地上上演，希

望相关的公检法司人员立即停止迫

害，不要追随中共做恶。善恶有报

是天理，中共杀人无数，罪恶滔

天，天要灭它，赶紧脱离中共，当

对中共清算的时候不要成为陪葬

品，快给自己和家人留下一个后

路。◇ 

雍芳生前照片 

妹妹雍芳智 
生前照片 

酷刑演示：暴力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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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 山 简 讯 
辽宁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王存
波、里培新面临被非法庭审 

王存波为了坚持自己的信

仰，于二零零五年三月十日被鞍

山市中级法院非法枉判有期徒刑

10 年。 

里培新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八日去辽阳市给朋友修家电时，

被辽阳市白塔区公安局于二零二

一年十二月九日刑事拘留。于二

零二二年一月十四日被非法逮

捕。六月二十一日在灯塔法院面

临非法庭审。 

辽宁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刘素
芝面临被非法庭审 

法轮功学员刘素芝为了讲清

真相救度世人，于二零零一年被

铁西区法院非法枉判有期徒刑 5

年。于二零零七年被立山区法院

非法枉判有期徒刑 6 年。于二零

一八年被立山区法院非法枉判有

期徒刑 2 年。 

刘素芝于二零二二年一月四

日被立山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一月十八日被立山区公安分局逮

捕，现在面临非法庭审。 

辽宁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孙丽
华被构陷案已休庭 

辽宁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孙

丽华在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在立山法院被非法庭审，由于证

据不足，已休庭。 

法轮功学员从未损害他人的

利益，从未侵害他人的权利，从

未防碍他人的自由，从未干涉他

人的信仰，从未藐视他人的尊

严，从未提出任何政治诉求，一

贯坚持和平理性。法轮功何罪之

有！◇ 

 
 

【明慧网】我 22 岁大学 

毕业后，进入了一所名校当 

小学教师。我工作上顺风顺 

水，工作第五年时，成为单 

位最年轻的骨干教师；第六 

年，我获得高级教师职称； 

工作不到十年，被评为区里 

的优秀教师；这期间，还获 

得了教育硕士学位。学校在 

职教师近三百人，我已经成为佼

佼者，是学校的重点培养对像。 

在自己春风得意之时，身体

却亮起了红灯。2016 年夏天，

我先是胃疼，一吃饭就胃疼，所

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刚睡

着，就被胃痉挛疼醒。病痛的折

磨与工作的压力，我又患上了抑

郁症，自己身体哪都不舒服，天

天就想着往医院跑，买药、做各

种治疗。做治疗时，还出现了医

疗事故，腰椎神经受到破坏，每

天腿疼的睡不着觉，走不了路。

我的身体迅速消瘦，上不了班，

只好请假回家治病，尽管我天天

吃药，频繁的到各种医院看病，

但身体却越来越差，我脸色姜

黄，妈妈每天伺候我，心灰意

冷。 

后来，我到大姨家静养，妈

妈修炼法轮功，她给我带上了

《转法轮》（法轮功指导修炼的

主要书籍）。妈妈对我说：“只

有大法能救你，到大姨那能看一

页书（《转法轮》）就看一页

书。”我心里想着自己的病，每

天吃药、躺着，一页书都没看，

身体每况愈下。 

一天，大姨的好朋友来串

门，她也是一位大法修炼者。她

听说了我的事后立刻来到我睡觉

的屋，她进屋的一刹那，我也不

知是哪来的力量，一下子站起来，

走到她面前。她说：“修炼法轮功

吧，只有大法能救你。”这样我就

跟着她炼功了。第二次炼静功我双

盘坚持了一小时（法轮功第五套功

法，盘腿打坐）。炼完功后，感觉

身体轻飘飘的，医疗事故引发的腿

疼消失了。 

我看《转法轮》和坚持炼功，

两周之后，我胃疼的症状消失了，

吃饭香了，不用妈妈伺候我了，我

还能给妈妈做饭。在这期间，我没

吃过一粒药。我身体康复后随即去

学校上班了。 

走入法轮功修炼后，我自己仿

佛变了一个人，发自内心的高兴，

人一下子精力充沛了。自从复岗到

现在，我身体状况很好，在完成自

己的工作后，还能主动去帮助同事

完成工作，让同事、学生、家长，

更多的人感受到修炼人的善。 

以上是我修炼法轮大法的真实

经历，是法轮大法让我绝处逢生！

我感恩慈悲的师尊。这次经历，我

明白了为什么在中共江泽民流氓集

团如此残酷、疯狂的迫害下，中国

大陆还有那么多人在坚持修炼法轮

大法，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坚持讲真

相的原因了，因为法轮大法太好

了。 我真心希望有缘人都能来了

解下法轮功真相。 

◇文/大陆大法弟子 
 

 图：CCTV 的天安门自焚画面：王进东两腿间盛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在烈焰
下竟完好无损；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进东身后等待，直到他对着镜头喊完口号，
才把灭火毯盖上。到底是灭火还是拍戏？2001 年 8 月 14 日，自焚骗局在联合国
会议上被曝光，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 
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其目的是诬陷法轮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