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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洗脑宣传，使很多人

疑问：法轮功是不是违法？事实

是：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

法轮功违法。越来越多的律师和

法官，认清了这一点。 

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

法》。翻遍中国《宪法》，没有

任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相

反，《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信

仰自由。 

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在

宪法之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律

和其他法律（统称法律）。翻遍

中国法律，也找不到任何一部法

律说法轮功违法。 

“邪教”之说，来自江泽民

和党媒《人民日报》。然而公、

检、法机关应依法律办案，而不

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报道或内部

指令来办案。 

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

一直在以权代法，根本就没讲过

法律。中共为了制造迫害借口，

导演了“天安门自焚”等诸多假

新闻。这恰恰暴露了中共“假恶

斗”的本质。◇ 

▲台湾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的殊
胜场景。台湾是除中国大陆外，
修炼法轮功人数最多的地区，约
有 50 多万人。1000 多个炼功点
遍布 300 多个城镇。社会各个阶
层都有人修炼法轮功。◇ 

我居住的地方是个城中村，位

置又是临街门市房，虽说不上是寸

土寸金，但优越的地理位置还是让

部份乡邻羡慕不已。 

二零零七年，我们打算把平房

翻盖成三层的楼房。图纸找人设计

好，相关手续办妥后，就高高兴兴

开工了。 

不料刚开工，后面的邻居就不

干了，三番五次来我家，说什么盖

楼影响她家隐私了，什么楼太高，

遮了她家荫了，等等理由阻拦正常

施工。 

说实话，设计楼的时候，已经

把很多因素都考虑在内了，遮荫大

小都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作为大

法弟子，我知道出现的这一切都不

是偶然的，一定要站在为他的角度

考虑问题。 

于是，我说服家人，找人从新

修改设计，三层楼改为两层，后窗

户一个不留，后面的“滴水檐”也

专门留出八十多厘米，她提出的要

求我全部满足。在周围的村民看起

来可能会大闹一场的议论中，崭新

的二层小楼终于如期完工了。 

在我们当地农村盖房，传统观

念让很大一部份人都非常注重家宅

风水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有很

多说道。二零零八年后，邻居盖楼

时，在这方面遇到了麻烦。周围知

道我盖楼经过的乡邻都认为，这种

情况如果来找我解决她家的问题不

可能。 

没想到一天她真的来找我，面

带羞愧的说：你盖楼时，我没少找

了你麻烦，妒嫉你，不愿意让你盖

楼，又不让你盖高，又不让你留窗

的，不管多无理的要求，你都答应

了我。我还和你吵，没想到你不但

不和我吵，还劝我不要生气，现在

想想真是对不起你。咱村的人都 

说，多亏你是炼法轮功的，姿态

真高。 

我笑着

说：事情都

过去了，今

天你有什么

事 吗 ？ 她

说：盖楼遇

到大事了！ 

真不好意思向你开口，可离

了你又解决不了。你知道，我父

亲和丈夫都没了，盖楼前找了个

“先生”看了看，说我新盖的大

门必须得和对门邻居对齐，不然

我家孩子还会出大事。可要想和

邻居大门对齐，除非占你家“滴

水檐”那里的六十厘米土地。这

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我能不着急

吗？来找你帮帮忙，你要多少钱

我都答应，你看能行不？ 

我想，我是修炼人，同化新宇

宙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为了救

人和证实大法，这点利益又算得了

什么。我对后邻居说：只要对你全

家好，别说六十厘米，就是八十厘

米都占了我也同意。我是大法弟

子，一分钱也不要你的！ 

邻居感动的热泪盈眶，她说：

我准备好了五千元钱，还怕商量不

通，你一分钱不要，那怎么行！说

着，抱着我放声大哭：周围的人都

说我办不成，我们全家可怎么感谢

你啊！我安慰她说：别哭了，我说

了，就一定算！ 

借此机会，我和她讲起了法轮

功真相和“三退”保平安的事，后

邻居全家五口真名“三退”，后来

包括她家族院里共十五口人也都真

名“三退”了。 

以德报怨，无偿让地，这件事

一时间在村里成了热门话题，大家

说这只有大法弟子才能做得到。后

来我在村里户户进门讲真相救人，

80%的都三退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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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创、赵西娟夫妻两人被非

法关押在西安市三爻看守所，看守

所不准家人接见不准家人送衣物，

他们一直杳无音信，家人非常担

心、焦虑、痛苦。 

六月二十四日，王平创、赵西

娟被长安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十月

二十日被雁塔区检察院所谓的检察

官许玮非法提起公诉，十二月四日

被雁塔区法院非法庭审。 

在非法庭审过程中，王平创和

赵西娟对起诉书中构陷的所谓事实

和罪名均不认可，拒不认罪。王平

创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他说：法

轮功能改变人心，使人道德回升，

教人做一个好人，做事首先考虑别

人。公安机关从他家搜出的现金是

他自己挣的钱，对于其他问题以沉

默方式拒不承认。妻子赵西娟也以

沉默方式拒不承认。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雁塔

区法院所谓的法官杨琳下达枉法判

决，王平创被冤判九年，勒索罚金

三万；赵西娟被冤判七年，勒索罚

金两万。 

五、遭不公枉判，王平创、赵

西娟夫妻上诉被驳回 

夫妻俩不服枉判，已上诉至中

级法院，家人为他们聘请了维权律

师。律师看完案卷和一审判决结果

深感痛心、震惊、遗憾。 

根据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律

师认为： 

一、一审判决王平创，没有法

律依据。 

二、即使违法把涉案扣押的资

料看作所谓的“邪教宣传品”，认

定王平创所谓的犯罪也是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 

三、从案卷中还发现一审办案

程序多处违法，所获证据非法取

得，不应当被采信。 

尽管过程曲折，最终西安市中

级法院打着依法办事的幌子，今年

五月二十五日下达了所谓的二审裁

定书，蛮横驳回上诉，维持冤判。

◇ 

他，使他无法正常生活，一度流离

失所去外地。 

二、二零零七遭罗织罪名 再

度被枉判劳教两年 

二零零七年五月，陕西省武功

县六一零（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

组织）办公室头目贺辉带领普集镇

派出所警察，绑架了王平创，并非

法抄家，抄走书籍等。把他非法关

押在武功县拘留所二十天后，无中

生有杜撰出他与海外“有关系”，

从而罗织罪名加重迫害他，在家属

不知道的情况下秘密判他劳教两

年，将他强行绑架到陕西枣子河劳

教所进行迫害。 

三、七旬老父亲遭咸阳武功县

政法委等人恐吓 

武功县政法委、610 办、武功

县普集街道综治办主任，武功县公

安局国安大队，武功县公安局城关

派出所等人，二零二零年一月十六

日上午与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日上

午，两次四、五个人找到王平创七

十多岁的父亲，恐吓、威胁他的父

亲，叫你儿子赶快回来“投案自

首”等话语。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五日下

午，武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两警

察，找到王平创七十多岁的父亲，

恐吓、威胁他的父亲，叫你儿子赶

快回来，再不回来，就如何如何。 

四、传避疫良方 夫妻二零二

一年遭枉判九年、七年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五日，王

平创夫妻二人为避免世人遭受瘟疫

肆虐，骑电动车在本市公交站牌上

粘贴救人良方“法轮大法好”，遭

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六月五日

夫妻俩遭周至县公安局四屯派出所

和长安区郭杜镇派出所绑架，参与

的警察有五十多人，并在租住房屋

处抢走大量法轮功书籍、真相资

料、视频光盘、电脑、摩托车、自

行车等数万元的私人物品，还抢走

现金一万多元。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陕

西报道)陕西咸阳市武功县法轮功

学员王平创、赵西娟夫妇，在西安

遭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二年, 于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被雁塔区法

院法官分别枉判九年、七年，共勒

索五万元。两人不服非法判决，已

上诉至西安市中级法院。 

目前王平创被非法关押在西安

市安康医院，赵西娟被非法关押在

西安市看守所，两处均以疫情为由

不让会见。 

王平创一九七五年四月八日

生，妻子赵淑娟一九八零年十月十

六日生，陕西咸阳市武功县普集镇

义老村人，近年在西安做生意维持

生活。王平创曾三次被迫害，二次

被劳教迫害，在枣子河劳教所受尽

酷刑，被关笼子、夏天暴晒、冬天

被浇凉水、做奴工、被牢头暴打

等，他一度被迫害致生命垂危。由

于警察多次上门骚扰，王平创夫妻

被迫流离失所在外。 

一、二零零二遭非法劳教两年 

关押于枣子河劳教所受尽酷刑 

二零零一年，王平创被周至县

公安局绑架、非法关押五十多天。

二零零一年七月被武功县普集镇派

出所和周至县政保科警察绑架到周

至县看守所进行迫害，四十多天

后，罚款五千元后，放回家。二零

零一年十一月，国保大队长阎勇带

人又一次绑架王平创，后王平创走

脱。 

二零零二年，王平创又被宝鸡

市公安局绑架，还进行抄家，恐吓

他家人。咸阳市恶人把王平创从宝

鸡市绑架回武功县看守所进行迫

害，后又送往宝鸡市枣子河劳教所

非法劳教两年受尽酷刑，他被关笼

子、夏天暴晒、冬天被浇凉水、做

奴工、被牢头暴打等。 

王平创曾绝食抗议五十多天，

被迫害致生命垂危，警察害怕担责

任，于二零零三年十月通知家属接

人。接回后，警察又多次上门骚扰

遭非法关押二年 王平创、赵西娟被枉判九年、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