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兰州法轮功学员张萍仍
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甘肃兰州法轮功学员张萍，

自五月中旬被不法人员绑架到兰

州市第一看守所，至今已有一个

多月了。在看守所的情况至今不

明，着实令人担忧。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对法轮
功学员吴玉英持续迫害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九日上午

10 点多，吴玉英的女儿进家后，

说：社区的来了，随即西路街道

办事处的王姓主任和长风社区的

韩春就进来了，还是让吴玉英签

字，吴玉英不签。 

王姓主任就打电话叫来了六

七个年轻警察，在家里乱翻乱

拿，吴玉英阻止他们抢东西，几

个人压住吴玉英不让她动。他们

抢走了师父法像、师父的“真善

忍”题词及大法书籍。 

吴玉英要记他们的警号和抢

东西的清单，他们都不给，说星

期一给，还威胁吴玉英说：你五

进五出，不是签字不签字的问题 

了。之后，他们就走了。◇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甘

肃报道）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四

日，当年 57 岁的王玉霞被劫持到

到甘肃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

害。刚进监狱门，狱警孙立伟大声

呵斥命令王玉霞，叫王玉霞自己

喊：“报告，服刑罪犯王玉霞。”

王玉霞不配合，孙立伟、肖燕、曹

一微三个警察每人拿着一根电棍，

三人三根电棒一起电击王玉霞的眼

睛、鼻子、嘴，电得王玉霞整个身

体往起蹦。在电击过程中，恶警还

让诈骗犯人张小轩（所谓的包夹

犯）骑在王玉霞身上按住她不让

动，然后再电击。王玉霞的眼角、

嘴角、腿、脚被电棒烧焦烧糊，流

血流脓，四十多天后还在流脓。 

甘肃省庆阳市驿马镇王玉霞女

士，一九九六年三月开始修炼法轮

功，原本一身疾病（子宫脱垂、胆

囊炎、十二脂胃溃疡、严重咳嗽，

只要一干活手腕就肿起来，身体极

度虚弱）在炼功后很快痊愈。在中

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后，她屡

遭迫害，五次被非法投进看守所，

两次被非法劳教，在劳教所多次被

酷刑迫害，高强度奴役。即便在

家，正常生活的她，仍然几次受到

当地 610、司法部门的上门骚扰。 

因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二零

一六年二月十七日王玉霞被驿马派

出所二把手葛仲科带着一个便衣绑

架、打耳光。国保人员朱良将王玉

霞劫持到宁县看守所。在宁县看守

所，王玉霞因为不滚大板遭七个人

围殴，因为坚持炼功被关过一次禁

闭。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她被庆城县法院枉判五年、勒索罚

款 5000 元；上诉后于二零一七年

七月二十三日被庆阳市中级法院非

法维持原判；于二零一七年七月二

十四日被送到甘肃女子监狱继续非

法关押迫害。 

在甘肃女子监狱的头六个月，

为了强迫王玉霞转化写“四书”，

狱警每天强行让王玉霞三叠蹲在地

上（即右腿屈膝，左腿半蹲），不

让换腿，蹲了六个月。每天早晨只

给一个小馒头，中午下午不让打

饭，每天早晨六点起床，不让洗

漱、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大小

便都拉在裤子里，衣服洗了大冬天

从水里捞出来强行让王玉霞穿上，

王玉霞的腿被摧残致残废：腿变

形，起大包，瘸，左腿膝盖出现大

血包。 

六个月后，恶警每天还是强迫

让王玉霞三叠蹲着，只是可以打饭

吃。还把王玉霞的妹妹王改霞调到

同一监室，打王玉霞让她妹妹看，

打王改霞让王玉霞看，强迫让妹妹

骂王玉霞“转化”。因为不“转

化”，警察就不让全科（反邪教

科，现改为七监区）在押人员睡

觉，全体罚站，让所有人（包括包

夹犯和已经转化的学员）打骂王玉

霞。之后王玉霞的胳膊被打断，王

改霞的胳膊被打骨折。强迫王改霞

每天骂师父，没完没了的写所谓的

“思想汇报”，每天提无数个胡搅

蛮缠的问题，王玉霞回答不了，就

把王玉霞拉到厕所，狱警魏莹让十

几个犯人轮流打王玉霞，拿屎尿刷

子刷王玉霞的嘴。 

狱警操控的暴徒们不但折磨王

玉霞，还每天骂王玉霞。恶警魏莹

强迫王玉霞每天写所谓的思想汇

报，王玉霞不写，恶警魏莹就叫犯

人张小轩、张淑梅、牛爱玲、高晶

晶等人把王玉霞架进厕（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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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
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
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
忍”为根本指导，要求修炼者不
断提高心性（道德水准），同时
炼五套功法。 

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
法 轮 大 法 不 但 可 以 使 人 身 体 健
康、道德升华，而且对稳定社会
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真善忍”信仰超越种族国
界，至今已传遍世界 10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吸引不同族裔民众走入修
炼。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被
翻译成 40 多种文字，可在网络上
免费下载。 



 

  

（接上页）所拳打脚踢泼凉水，用

酷刑折磨她，从二零一七年十月二

十四日开始到二零一八年二月间持

续如此迫害。使王玉霞每天生活在

恐惧中，度日如年。狱警魏莹强迫

王玉霞写所谓的转化“三书”，王

玉霞不写，魏莹于是指使张小轩咬

破王玉霞大拇指，强行拉着她的血

手指写三书。 

二零二一年二月十六日，王玉

霞由家人和驿马镇司法所一名工作

人员从女子监狱把王玉霞接回家。 

其他被非法关押在甘肃女子监
狱的法轮功学员都被酷刑迫害 

◎ 兰州法轮功学员刘婉秋不

“转化”，每天被恶警电击两次，

早上一次晚上一次，不让上厕所，

手脚铐在床上，床上不给铺被褥，

大小便拉在裤子里，让她女儿洗

了，还滴着水就叫穿上；教女儿胁

迫母亲“转化”。 

◎ 兰州法轮功学员王瑞林 66

岁，被非法判刑五年，晚上不让上

厕所，实在憋不住，就在自己脸盆

小便，被诈骗犯人张小轩把头压在

马桶里，掐着脖子压在厕所里的水

池上，致其口吐白沫，下身被张小

轩踢的肿的老高，警察也不管。 

◎ 六十八岁的法轮功学员王

玉琴，被非法判刑五年，大概二零

一九年被非法关押到甘肃女子监

狱，被吸毒犯牛爱玲每天脚踢拳

打，把滚烫的开水直接灌到脖子

里，脖子严重烫伤。 

◎ 景泰法轮功学员苗翠花，

被非法判刑五年，吸毒犯牛爱玲每

天晚上让七十多岁的苗翠花给她按

摩，牛爱玲经常强迫王玉琴给她购

日用品，自己享受。 

◎ 法轮功学员刘勇原是瓜州

教师，七十一岁，被非法判刑五

年，还有一年冤狱到期，看见这些

恶警恶人无恶不作的迫害，刘勇原

就站出来指证她们的恶行，和孙立

伟论理，被孙立伟指使张小轩等人

残酷折磨，不让休息，每天晚上罚

站，在号室里看不见的地方踢踏，

打刘勇的头，把刘勇整瞎，去康泰

医院检查双目失明，给一辆小推

车，自己推着走。刘勇胯骨又被摔

坏，换骨头花了 2 万。张小轩是包

夹。 

◎ 嘉峪关市法轮功学员闫

萍，被非法判刑四年，是第二次被

非法关押，还有一年出来，坚持不

放弃信仰，不“转化”。在狱警孙

立伟、马红梅的唆使下，诈骗犯李

浩照、蔡莉每天晚上强迫闫萍读诽

谤大法师父和大法的邪恶文章，闫

萍不读，就不让她上厕所，不让买

卫生纸，不让晚上上床上休息；包

夹犯就替她写四书，每天替她写思

想汇报，警察知道了， 后让包夹

犯别写了，说人家自己不会写的，

你写也没用。 

◎ 庆阳法轮功学员强维秀，

一直坚定自己的信仰，不做所谓的

“转化”。因不配合邪恶的任何命

令和指示，孙立伟让两个犯人一组

强行拉着强维秀做所谓健身操，不

让坐凳子，罚蹲，强维秀不配合邪

恶的指使，恶警就指使三四个犯人

按倒在地打，还拿铐子吊着给输液

迫害，不让上厕所，洗漱。 

◎ 法轮功学员张桂兰、许桂

芳，被诈骗犯却洋卓玛经常打骂，

过年过节都吃不上饭，监狱发的东

西，宁可倒掉也不给吃。 

◎ 法轮功学员刘丽霞是嘉峪

关人，被非法判刑七年，还有两年

冤狱，恶警汪燕指使却洋卓玛不但

不让刘丽霞吃饭，还每天强迫她罚

站到十二点，刘丽霞被折磨得皮包

骨，住在了甘肃康泰医院，五个多

月了都没有回来，刘丽霞的东西都

被扔到储物室内。 

◎ 兰州七里河法轮功学员张

建华都七十八岁了，被非法判刑四

年。晚上不让上厕所，在尿壶里小

便了，第二天早上张小轩强迫张建

华喝了尿。 

◎ 李秀兰，镇原县人，七十

多岁，坚定自己的信仰，不写所谓

的“四书”，被非法判刑三年，被

劫持到甘肃女子监狱继续迫害。 

◎ 樊爱玲，庆城县法轮功学

员，五十八岁；二零二一年元月，

被庆城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樊爱

玲于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九日被劫持

到甘肃女子监狱。 

◎ 张雪莲，酒泉市瓜州县法

轮功学员，是第二次被非法关押；

张雪莲，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二零一一年四月底，张雪莲被送至

甘肃省女子监狱迫害。 

◎ 被非法关押在女监的法轮

功学员还有：何钮对，七十岁、是

第三次被非法关押；吕桂琴；焦丽

丽；李毛娃、七十一岁；李明玉；

杨眉、被迫害的大骨节病；白香

兰、八十四岁，辽宁学员，被非法

判刑四年；段小燕，门牙被打掉、

腰被打坏。 

以上这一桩桩一件件惨不忍睹

的迫害事实，都是在甘肃女子监狱

孙立伟（现已调到兰州省政法

委）、魏莹（后调到四监区抓做服

装生产任务）、肖燕、汪燕（后调

到 1 监区）、曹一微（后调到教育

科）、张梅、丁燕、刘小兰（调

走）、朱玉珍这些恶警的支持教唆

下由恶人干的，恶人张小轩遭到恶

报被加刑三年半；孙立伟，二零一

七年十、十一月遭报应出车祸，门

牙全摔掉，过完年五月才上班。 

二零二一年底，因孙立伟管理

不善，七监区（已改为邪教科）一

个刑事犯自杀，孙立伟也被调离女

监，现在在省政法委，仍经常去找

遭监狱迫害过的法轮功学员，恐吓

她们，并与兰州市政法委的牟向阳

一起，到兰州监狱胁迫法轮功学员

所谓的 “转化”，为自己及家人

增添着无尽的罪恶！ 

现在迫害还在继续，希望善良

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早日结束迫

害，我们深信正义必定战胜邪恶，

迫害终将结束，邪恶必将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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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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共在迫害伊始就
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
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
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
的词汇都设成敏感词，就是害
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