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网】五月十七日，南

岳大庙派出所 2 男 1 女三人到法

轮功学员戴麦香家骚扰，被其挡

在门外。 

五月二十三日，南岳大庙派

出所赵姓警察带领新调来的肖姓

警察到法轮功学员刘玉英家骚

扰，说今后我不再监视你了，由

这位肖姓片警来监视你。刘玉英

很严肃地说：我们法轮功学员修

的是真善忍，是做世界上最好的

人。你们肩上背着执法仪，既拍

照，又录音，还口口声声说监视

我们，你们知道吗？你们的所作

所为是违法违宪的，你们要为你

们的行为负责！ 

衡阳市南岳派出所、社区还

多次去法轮功学员彭春和胡承英

家骚扰。 

六月七日，南岳镇镇长、书

记、公安局黄勇、区人大、金月

社区谭思伟、谭敏波等一伙 6 人

到法轮功学员袁美云家骚扰，让

袁美云不要再炼法轮功。袁美云

说我要炼法轮功，谁也不能阻止

我炼法轮功！他们又说：你炼法

轮功，将来你孙子考不上大学，

当不了兵。袁美云说：这一切你

说的不算，我师父说的才算！我

孙子按真善忍做好人，他的福分

大着呢。◇ 

湖南长沙法轮功学员代清平开
庭信息 

湖南长沙法轮功学员代清平将

于七月六日上午在长沙市雨花区法

院被开庭。 

湖南郴州法轮功学员李劲松被
绑架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三日中午，

法轮功学员李劲松，男，50 多

岁，从别人家刚出来，被两个便衣

跟踪绑架后，马上来了一辆警车，

将他强行压在警车里面，不知道把

他强行绑架到哪里去了。 

据说，李劲松对人讲过，说自

己近来被社区人员骚扰，要他写不

炼法轮功的保证书，被李敬松拒

绝。他抱着一颗善良的心，多次给

社区人员讲法轮功真相，救度这些

人。他说：社区人员没有听进去，

面对不断的骚扰。他说：他只有回

避一段时间，就不知怎么回事在光

天化日之下被绑架了，现在下落不

明，详情情况待查。 

湖南省湘潭地区邪党人员上门
骚扰法轮功学员近况 

湖南省湘潭地区邪党人员现在

都把洗脑班开到法轮功学员家里

了。他们打着走访每家排忧解难、

送礼慰问、谈心说说心里话的幌

子，实则逼问还炼不炼，什么时间

炼等，在谈话中打听法轮功学员的

生活细节。表面很热心，目的都是

逼迫“转化”、签字，威胁不“转

化”会影响三代前途，影响当公务

员、参军等等。 

这些邪党人员有时守在法轮功

学员家里几个小时，还要求陪说

话、聊天，并到住处周围打探情

况，严重影响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

的正常生活。从二零二一年到二零

二二年，当地法轮功学员颜女士、

刘先生、周先生、罗先生、刘女士

等多次遭如此骚扰。 

湖南省长沙市新河派出所人员
骚扰 64 岁法轮功学员杨惠如 

二零二二年一月十八日，杨惠

如被绑架，十九日被送看守所，拒

收（血压 245）。后来叫她儿子签

字保外。 

四月二十七日，派出所打电话

要杨惠如儿子带她去派出所走后面

的程序，到派出所就是告诉她第二

天去检察院报到。 

二十八日，杨惠如去了检察

院，只看到门口有一张长桌子，上

面放着一牌子，写着来报到对人在

上面签字就行了，杨惠如签了字就

回来了 

六月十二日下午快 6 点，打电

话给杨惠如儿子，第二天带她去派

出所，他们送杨惠如去浏阳法院开

庭。 

十三日，杨惠如 9 点去了派出

所，他们很忙开始没人送，等到

10 点才找了 2 人送她去。上车

后，听他们讲话才知先要到区检察

院拿卷宗送到浏阳检察院，他们送

卷上去，而后又把卷宗拿回来了。

杨惠如问，再到哪去去。他们说：

回家。她想：是退卷了，这一次她

一直没下过车，就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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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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网】湖南怀化籍法轮功

学员刘玉娥，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

一日下午两点左右，在怀化市鹤城

区红星桥附近讲真相，遭警察绑架

到湖天派出所，当天被劫持到“众

欣一养老”（注：一所提供医疗结

合养老的服务机构）被非法关押三

个半月，遭惨无人道的残酷迫害，

被关铁屋子、殴打，强制灌食、灌

药，强制打疫苗，吊针输入不明药

物，“大”字形被锁在铁床上，扯

头发、掐乳头、拔阴毛，用针头在

手上、脚上、腹部等处乱扎，被迫

限制通信自由，还被勒索人民币一

万八千元。 

刘玉娥，女，一九七二年八月

生，湖南怀化人，在广东深圳安

家。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被迫

离婚，二零零六年元月正式修炼法

轮功后不久，严重的神经衰弱、鼻

炎等多种疾病全部消失，无病一身

轻。她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

做个好人，人变得乐观向上、热心

助人，不但得到了一个健康的身

体，更是心灵得到了净化。为了让

更多的老百姓受益，她十几年如一

日讲真相，然而招来的是被非法劳

教，多次被非法拘留和投进洗脑班

迫害，并被非法判刑四年等。 

下面是刘玉娥女士诉述她遭怀

化市“众欣一养老”迫害的详细过

程，以及自己亲眼目睹的惨状，向

社会公布如下： 

一、身体全面检查：打耳光、
关铁屋子 

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湖天

派出所两个警察把我送到众欣一养

老。到一楼时，（护工组长）杨香

春和护士强行把我拉进电梯，乘坐

到三楼精神科。一到三楼，杨香春

和护工强行脱我的衣服要给我洗澡

穿他们医院的病服，而后就带着我

到一个房间作所谓核酸检查。因我

没有配合，多次遭杨香春打耳光。 

随后我又被带到一楼作所谓

CT 检查，护士和护工强行把我按

倒在 CT 台上，她们一松手，我马

上坐起来，这样反反复复多次，使

她们无法完成所谓的“检查”。晚

饭过后，我就被关在一个大约五、

六平米，里面没有水没有厕所，只

有一张铁床的铁屋子里。这种铁屋

子是专门关刚到那里不配合他们检

查、吃药或其它有情绪等等的人。 

到第二天早上，护士长给我抽

血，我不配合，她找了男护工杨洋

不停地在我脸上使劲扇耳光，护士

长也扇我耳光。当时就把我的眼和

脸全部打肿了。在后来也有验血，

他们都找了很多人帮忙抓我，都是

在那样的情况下抽的血。事后，我

问那里的其他男护工为什么要强行

抽血与检查，那里男护工说：“那

些检查是能知道给什么药吃。”我

对这医院的做法感到极度恐惧：第

一，我是一个健康人，医院是治

病，为什么要收健康人；第二，在

这里为什么健康人非要检查和吃

药，这里没有健康权。他们说有病

就是有病，他们说要给吃什么药就

是什么药，根本不让我说话。 

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我回家的

那一天早上，护士长要给我抽血，

她说嫌我脏，就用脚踩着我抽血。 

二、野蛮灌食、掐乳头、扒阴
毛、扯头发 

我在铁屋子呆的那几天里，刚

开始用不吃饭不喝水，在地上打坐

这种方式反迫害。因为绝食，晚上

来了很多护士给我灌水，后来是我

主动吃饭的，在后来的那段日子

里 ， 有 好 几 次 我 都 不 吃 东 西

（饭），在那过程中，医生、护士

给我灌水、灌食、打针。他们所谓

“灌食”，就是把管子从鼻子插到

胃中，野蛮地往胃里灌食。 

就在我回家的前几天，我又绝

食，护士与杨香春给我灌食，故意

把饭往我鼻子里塞，说不吃饭要扒

光我的衣服，她们解开我的衣扣，

掐我的乳头，拉下我的裤子，拔阴

毛。在那里三个多月我没有哭过，

但那时我流下了羞耻的眼泪。到第

二天，她们又找到男护工杨洋来给

我灌食，杨洋说：“听说你下面的

毛（指阴毛）没有了，现在把你上

面的毛（头发）也要拔掉。”我被

绑在铁床上，他边灌食边打耳光，

他和杨香春还把我头发卷在手上，

用力地拉我的头往铁床上撞，扯下

来的头发掉得满地满床都是，还把

整碗饭狠狠扣在我的脸上。现在回

到家，我的头发还是不断地脱落。 

三、强制打吊针 
第一次灌食后的第二天，就专

门打吊针了。打针时，用五根绳子

把我全身绑着锁着，让我的身体一

点也不能动。早上九、十点钟至晚

上七点钟，大概吊二至三瓶药水。 

第二次吊针，也是因为绝食，

是因为以前灌药近二十天就停止

了，现在又开始灌药，就绝食反

抗，后来一位医生答应不再灌药，

我又吃饭了，那次一瓶药没吊完。 

第三次吊针，就是我要回家的

那天，护士告诉我说是葡萄糖，一

瓶都没吊完，家人已经来接我了，

要求见我，所以一瓶都没有吊完。 

白天护士打针时，找不到血

管，杨香春（非医务人员）说让她

来扎，她故意扎着好玩。 

四、绑在床上灌精神病药、扎
针 

在我没病的情况下给我灌药，

把我成大字形绑架固定在床上，每

次五、六个人按手、按头、按脚，

捏住我的鼻子，用铁勺子撬开我的

牙，强行灌药。每次灌药弄得我满

嘴的血，满地都是血，有时血喷到

他们身上，又遭到打骂，护士长还

说要整死你，每天都是血淋淋的。 

五、强暴关进铁屋子 
六、强制乱用药与治疗 
他们经常给我灌拇指盖大小的

白色药丸。那里面很多人都吃这个

药，护士长看我不配合吃药，想一

天给我灌三次。因为我抗拒，人员

不够，才每天给我灌一次，灌药历

经差不多二十天左右，他们才对我

不再灌药。 

七、生活环境很脏。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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