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万年场
派出所绑架李文凤 

六月二十一日，成华区万年

场派出所副所长倪勇通知李文凤

到派出所去，李文凤去后被扣押

在派出所对门的司法所，威胁她

说什么在派出所备案。 

二零二零年以来，李文凤长

期被万年场街道办槐树店社区、

成华区“关爱中心”骚扰、跟

踪、照相，以达到他们的“清

零”目的无果的情况下，目前又

伙同万年场派出所以非法限制人

身自由的方式违法执法。用恐吓

威胁李文凤扣押到派出所来达到

他们的目的。他们是知法犯法。 

四川省成都高新区法院将对
曲兴非法开庭 

四川省成都高新区法院将于

七月十三日上午 9 点对曲兴非法

开庭。 

四川成都市新津区法轮功学
员林久良的非法庭审时间已延期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法轮功

学员林久良（也叫林素樑）现被

非法关押在成都市看守所。原定

于六月二十一日上午 9 点半在成

都市大邑县法院对林久良的非法

庭审已延期，具体时间未知。 

四川省遂宁市经开区刘培培
家被骚扰 

六月十四日下午 4 点多，四

川省遂宁市经开区派出所、镇法

委书记，村里李德明、唐坤能领

着镇政府和派出所到刘培培家骚

扰，打着关心幌子，说别练了，

以后会对孩子有影响。◇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四

川报道）四川乐山市市中区法轮功

学员帅惠兰、简兰英，遭绑架构陷

并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现被非法

关押于成都龙泉女子监狱，至今已

十八个月。在这十八个月里，家人

完全得不到她们的音信，更见不到

她们一面。家人为此极为忧虑。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八日，帅惠

兰、简兰英去夹江县农村民宅发送

法轮功真相，被夹江县国保大队警

察绑架、非法抄家，被劫持到乐山

看守所非法关押。半年多后，家属

收到夹江法院对帅惠兰勒索罚款

2000 元的通知邮件，家属去夹江

法院了解情况，才得知帅惠兰已被

秘密开庭，枉判三年半、罚款

2000 元。 

简兰英，45 岁，家住乐山市

市中区水口镇谢村。她二零零六年

因病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获得健

康。以前她经常睡眠不好，例假不

正常，通过修炼都好了，减少了医

药开支，也减轻了精神负担。因坚

持修炼，二零一四年被市中区派出

所、罗汉派出所等五、六个警察非

法抄家，并被绑架到乐山市中区桂

花楼拘留所非法关押七天。 

帅惠兰，65 岁，家住乐山市

市中区杨湾乡唐村。她于一九九六

年六月十五日走进大法，通过学法

炼功，以前的肠胃炎、风湿、头

痛、妇科病全部好了，身体一身

轻，工作中任劳任怨，能为人着

想，生活愉快充实，家庭幸福。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

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暴力迫害，

帅惠兰多次受到迫害，家里的正常

生活也多次受到干扰侵害，担惊受

怕，生活在恐惧中。当时乡政府到

她家非法抄家，抢走师父法像和法

轮图。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她到乐山

长江市场炼功，被绑架到石柱山看

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 

二零零零年夏天，帅惠兰在地

里干活，杨湾乡派出所宋思楠到地

里问她炼不炼功，我回答“炼”，

就把她绑架到乐山桂花楼拘留所非

法拘留 15 天，后又转到五通桥看

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那段时间又

非法抄家两次。 

二零零一年夏天帅惠兰在家炼

功，被宋思楠带着另外几个人到家

非法抄家，并绑架到乡政府，当街

示众侮辱一天，晚上不让睡，手铐

铐在楼梯上让蚊子咬，在水泥地上

睡，宋思楠用很粗的电缆线，叫他

的打手胡保国用力暴打帅惠兰，进

行酷刑迫害，非法关押半个月。 

二零零一年十月左右，帅惠兰

发救人的真相资料，被乐山国安一

科卢德副，王爱平，吴卫，乡派出

所宋思楠，胡保国，村干部唐尚福

等非法抄家，并非法劳教一年半，

在乐山非法挂牌游街、开公审会进

行人身侮辱。二零零一年十一月被

绑架到四川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被

酷刑迫害，不准睡觉，长期罚站，

不准大小便，被双脚盘坐，双手反

在背后用绳子绑一天一夜，用臭袜

子堵嘴暴打，后被非法加期一个月

才回家。 

二零零四年四月六日帅惠兰被

苏稽派出所陈光庭，杨湾乡宋思楠

开两警车一大群警察又一次非法抄

家，把录音机抱走。二零零五年十

一月，帅惠兰街上发真相资料，被

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绑架到苏稽

派出所，再一次非法抄家，抄走大

法书和师父到法像。 

二零一三年四月，村干部唐尚

福要绑架帅惠兰到洗脑班，她被迫

流离失所，家里庄稼没人做，老人

没人照顾。因多次非法抄家，家里

人只要看到汽车在家门口就吓得吃

不下饭，女儿吓得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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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四川成都女子监狱

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黑窝，从

上至下，有一个严密的组织机构。 

监狱教育科的科长廖琼芳是总

指挥，各监区由一名副监区长专职

分管，各监区设一名警察专职“管

理”法轮功学员。各监区专挑选心

狠手辣的长刑犯（几乎都选吸毒、

贩毒、抢劫、杀人等罪犯）作为包

夹，三个长刑犯包夹一个法轮功学

员，组成一个负监组。负责迫害法

轮功（学员）的警察经常唆使包夹

人员避开监控，不管使用什么手

段、方式必须让每个法轮功学员

“转化”，只要转化了法轮功学员

的包夹犯人，就给加分减刑，包夹

犯人为了减刑，使用的迫害招数非

常残忍和毒辣，现将知道的手段曝

光如下： 

1. 封闭。被非法送去的法轮

功学员分配到了各监区，到了监区

就被关在一个封闭的屋子里。 

2. 洗脑。监狱长、警察、包

夹犯人就轮番来软硬兼施逼迫学员

填写“三书”，如不服从，打骂是

家常便饭，不给饭吃，不让睡觉，

专门放“天安门自焚”和被邪党剪

辑篡改的“李昌、姚杰、纪烈武、

王治文”等转化录像叫学员看。 

3. 堵嘴。如果学员讲真相或

喊“法轮大法好”就用脏毛巾或臭

袜子堵嘴。 

4. 罚站。一天有站十六、七

个小时的，有站通宵的，不准睡

觉，包夹换班，有的法轮功学员因

长期被罚站而使脚、腿肿得不能行

走，不能穿鞋。 

5. 下蹲。一蹲就是十多小

时。有的学员昏倒了用凉水泼醒又

继续蹲，姿势不到位就用脚踢。 

6. 关禁闭。有的关十多天到

三十多天，吃喝拉撒都在里面。 

7. 不准洗漱。不转化的学

员，大小便、来例假都不准用纸，

不准洗漱，不准换衣服。 

8. 浇水。不管是寒冬还是盛

夏，把学员头按到便槽里往学员身

上倒水，衣服都湿透。 

9. 野蛮灌食。法轮功学员绝

食抗议时，他们就用管子插入鼻孔

内野蛮灌食，有的学员被插得鲜血

长流。 

10. 亵渎。有把学员抬到医院

灌食时，把师父的像放在学员的屁

股下或脚下。更有甚者，把学员推

到门背后，强行扒光学员的衣服，

把师父的像夹在学员的大腿底部。 

11. 撮打。用新书卷成筒，用

书的一头撮学员不露外的地方，看

不见伤痕，很痛很难受。 

12. 不二法门。强迫学员练习

其它功法如“八段锦”、“太极

拳”、“瑜伽”等，并组织全监狱

比赛，并将其放到微信公众号“成

都女子监狱”里大肆宣扬转化功

绩。 

13. 药物迫害。每个学员必须

体检，血压稍偏高，不问青红皂

白，必须天天吃不明药物，每天三

次。有的学员慢慢地出现呆滞，精

神恍惚，最后精神失常。 

14. 写“决裂书”。每个学员

每月必须写五～八篇思想汇报，其

中一篇必须写与“×××决裂”，

一直到出狱。 

15. 电棍电击。恶警用高压电

棍电学员是常事。 

以上只是笔者了解到的身边的

一些事例，还有很多不知道的。请

正义人士援救还被关押在监狱受折

磨的法轮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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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1 月 23 日，“天安门

自焚案”震惊中外。随后，此案的

多处造假之处被曝光，揭示中共导

演“自焚”是为了煽动民众的仇

恨，为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 

2001 年 2 月 4 日，美国《华盛

顿邮报》发表报导《自焚的火焰照

亮了中国的黑幕》，邮报记者亲自

到自焚死亡者之一刘春玲的家乡河

南开封实地调查，发现刘春玲靠在

酒吧三陪为生，不是法轮功学员。 

央视录像的慢镜头显示，刘春

玲是被警察用重物击打致死。 

“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盛着

汽油的雪碧瓶在火焰中，竟然完好

无损；头发最容易被火燎，但是画

面中王进东的头发完好。 

警察本来是不背着灭火器巡逻

的，所谓“自焚”的当天，天安门

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 20

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此“突

发”事件。造假之处还有很多。◇ 

“天安门自焚”——中共炮制的伪案 
 

图：央视录像中，王进东面部烧坏，
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
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
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
待，直到他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
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