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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安

徽报道）安徽省合肥市 64 岁的法

轮功学员王敦龙，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六日被合肥市蜀山区法院非法判

刑两年四个月、并勒索罚金 4000
元，上诉后被非法维持冤判，他于

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日被劫持到安

徽省宿州监狱。 
六月九日，王敦龙家属收到宿

州监狱通知，据说目前只要是修炼

的家属一律不给会见（远程）、不

准写信、不准打电话。 
王敦龙为人诚实厚道，他居住

的小区人们都说：他是小区里最善

良的好人，他被抓起来还要被庭

审，肯定是国家政策出问题了，要

不就是抓错了人？ 
王敦龙修炼法轮大法后，按

真、善、忍准则要求自己，做事先

考虑别人。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不

重名利，曾经给单位发明多项专

利，从不张扬。王敦龙在当地还是

一位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在家，他

是个好丈夫、慈爱的父亲，受到亲

朋好友的赞誉。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一日，王

敦龙和妻子胡学业、妻姐胡文业，

被瑶海区龙岗派出所和瑶海国保大

队人员入室绑架，并被非法抄去电

脑、打印机、大法书、各种真相资

料、真相葫芦挂件等私人财物。随

后，胡学业被非法拘留十三天，胡

文业被“取保候审”。王敦龙被非

法刑事拘留，后被非法批捕，一直

被非法关押在合肥市看守所。 
王敦龙和妻姐胡文业，被构陷

到蜀山检察院和法院。二零二一年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两点半，合肥市

蜀山区法院非法对王敦龙和胡文业

开庭。辩护律师在庭上严肃指出此

案的违法之处： 
第一、公安机关进入居民家中

搜查，只有怀疑居民家中有危害社

会安全的物品或有毒有害易燃易爆

危险物品的情况下，才可以搜家。

结果，搜出来一些书册和工艺品，

这些东西会危害社会吗？是危险物

品吗？搜家的行为本身都不合法，

所以搜出来的证据也不应有效。 
第二、证人张祥的供词存在极

大的逻辑错误。他说的是一个四十

五岁的男子，而我的当事人是一九

五八年出生，人已年过六十三岁，

与其描述不相符。其次，指认过

程，公安机关是极不负责任的，指

认安排极不合理，结果也不科学，

不能作为有效证据。 
第三、证人辛乃运说这两个阿

姨当时戴着口罩，他又是怎么辨认

出来胡学业、胡文业两人的。 
第四、我们想看一下这些物

证、人证。 
检方也不拿物证出来，也不叫

证人到庭作证。律师坚决地说：

“我要求，宣判我的当事人无罪，

并且立即当庭释放我的当事人！”

法官缓了一缓，又问王敦龙，你还

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王敦龙说：“我炼法轮功二十

七年了，为什么这么坚持？是因为

法轮功真的好！我在炼法轮功之前

也练过其它气功，都没有法轮功这

么神奇。二零一四年，我体检，查

出胆囊息肉病变，没治疗、没吃

药，就在大法中修炼，之后，不药

而愈。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不反对修

炼法轮功，只有中共反对。如果中

共不迫害，我相信现在中国得有更

多的人修炼法轮功。希望你们保留

人性中最后一点善念。过去，给僧

人一口饭吃，都会得到大福报的。

案件审理要倒查二十年的，善待法

轮功学员，才会有好的未来。”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六日，王敦

龙被安徽合肥市蜀山区法院非法判

刑两年四个月并处罚金 4000 元

（刑期自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二日

起至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妻姐胡文业被非法判刑一年

四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

金 2000 元。 
王敦龙不服，提出上诉 ，要

求撤销蜀山区法院（ 2020 ）皖

0104 刑初 762 号刑事判决书，依

法改判上诉人合法.诉求。然而，

中共邪党根本不讲法律，王敦龙还

是被非法维持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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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为中共“天安门自焚”
伪案现场图片。汽油燃烧，火温
可达 500 度以上，这样的高温
中，王进东却能稳坐不动，头发
也没烧坏。警察拎着灭火毯，在
他身后等着，直到他在镜头前喊
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他身上。这
不是演戏又是啥？◇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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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市黄志松等 8 位法轮功学

员被绑架 6 人已回家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七日晚 9 点

多，安徽安庆市法轮功学员 8 人在

集体学法后，被安庆市公安局及经

开局、大观局等国保警察绑架，警

察未出示任何法律手续。 
被绑架学员有：黄志松、陈玲

霞夫妇、彭志江、江峡亘、汪忠

良、章姓学员、尚姓学员母女。黄

志松、陈玲霞家被非法抄家。后，

有彭志江、汪忠良、章姓学员、尚

姓学员母女 5 人安全回家。六月十

八日下午，陈玲霞已回家。 
目前，黄志松、江峡亘两人已

被非法刑事拘留，并被劫持到安庆

市岳西县看守所非法关押。 
合肥市法轮功学员程素君和谢

毓珍被迫害情况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早

上，程素君和谢毓珍去菜市场买

菜，回来时被 5、6 个便衣拦截，

要把她们强行带走，口气强硬，程

素君被强行带到包河区滨湖派出

所，谢毓珍被拉上另一辆车带走。 
到派出所后，程素君被带到审

讯室，警察要她坐在犯人坐的铁椅

子上，程素君坚决不坐，他们搬来

一把木椅子。之后，他们开始盘问

程素君，说她们给合肥市各区、街

道邮寄“劝善信”是违法的，“扰

乱”了政府部门的人心，他们声称

有投递信件的录像。 
程素君说：“向政府部门反映

情况，说明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

在中国没有一条法律说法轮功是×

教，恰恰相反，宪法还规定了信仰

自由，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

的，只是江泽民反对，他个人代表

不了法律，希望你们不要再迫害法

轮功了。”最后他们的处罚决定

是，利用邪教“会道门”进行邪教

活动，拘留 10 天，并要程素君在

所有笔录材料上签字。程素君说：

“我炼法轮功，和会道门没有任何

关系，你们不要生拉硬套，陷害法

轮功学员。”并坚决抵制签字。 
这时已经快到中午了，他们

说：“你去休息一下，下午还有程

序要走。”程素君被带到一间铁笼

房子里，就这样一直等到下午 4 点

多，把程素君又带到一个房间，说

要拍照、采集指纹、抽血等。程素

君问为什么要抽血，并坚决抵制，

但是拍照和指纹采集还是做了。之

后他们又拿出所谓的笔录材料要她

签字，程说不签，就又被带回铁笼

房间里。 
大约到了晚上 9 点多，他们又

把程素君带出来说：“虽然拘留 10
天，我们不执行，你签个字，马上

送你回家。”在坏人的欺骗诱惑

下，程素君就在拘留单上签了字，

并被放回家。 
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翟亚

男又被绑架 

翟亚男，女，在二零二二年六

月二十一日在家中被绑架到肥西派

出所隔离 14 天。据说在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她就被跟踪，警察还跟踪

翟讲真相的多个人。目前翟亚男正

处在非法检察院阶段，主办检察

官：李卫华，据说是合肥市益民派

出所刘红卫主办报送蜀山检察院， 
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法轮功学

员孙连义被非法批捕 

据悉，安徽省利辛县法轮功学

员孙连义已被非法批捕，目前被非

法关押在利辛县邻县的涡阳县看守

所。具体操办者为利辛县国保大队

警察：李磊。◇ 

误，于是来到劳教所，严正声明以

前被迫写的东西作废。淮南劳教所

的警察又重新非法关押吴庆斌。吴

庆斌绝食了十几天，身体状况很

差，在 2001 年 7 月 5 日左右，劳

教所又让其保外就医。 
2001 年 7 月 19 日，大通政法

委到吴庆斌的老家山南，把他带回

送进大通劳教所，第二天也就是 7
月 20 日，吴庆斌在大通劳教所被

灌尿致死。◇ 

教所拒收。殷贤良回家后身体一直

不好，在二零零九年八月去世。 
吴庆斌在大通劳教所被恶警

灌尿致死 
2000 年 3 月 1 日，淮南市法轮

功学员吴庆斌到北京上访，被淮南

大通派出所非法拘留 15 天。4 月 4
日，吴庆斌在外炼功，又被大通派

出所警察送进了淮南第二看守所。 
由于在看守所吴庆斌被迫害得身体

极度虚弱，被转到淮南劳教所后，

查出有胸积水。劳教所怕承担责

任，就以写“保证书”为条件让其

保外就医。出来后，吴庆斌身体迅

速好转。 
后来吴庆斌认识到了自己的错

中共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时动用

了许多颠覆人类认知的酷刑，如强

迫吃大便、灌尿等，这里举两例： 
殷贤良生前在马鞍山看守所被

中共暴徒强迫吃大便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底，安徽马

鞍山市法轮功学员殷贤良被当地

610 非法抓到马钢盆山农场洗脑班

迫害。在洗脑班他坚定修炼，被送

到马鞍山市看守所继续迫害。他在

那被打得爬不起来，中共暴徒污辱

他吃大便，把屎往他嘴上塌。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殷贤良被非法劳教两年，送到南湖

劳教所。因他身体已被迫害得衰

极，骨瘦如柴，生命垂危。南湖劳

中共最恶毒的酷刑——吃大便、灌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