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成都市彭州市濛阳法轮
功学员杨玉儿被骚扰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晚

上，杨玉儿家来了三个人，一个

是村上的周文兴和二医院的护

士。一个女的进门叫检查身体，

又叫做核酸，杨玉儿说我学大法

二十多年了，没吃一粒药、没打

过一次针，我没病，我不去检

查，我的身体好的很。 

这时候，杨玉儿的老伴刘于

庆当着周文星和另两个女的开始

打杨玉儿，拿铁钎打她，周文星

等三人看见她丈夫打杨玉儿，就

吓跑了。第二天早上，杨玉儿被

她丈夫打过，炼功全身都痛，炼

完功全身都好了。 

因疫情成都市成华区法院取
消对赵庆三的非法庭审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法院，

由于疫情，将二零二二年七月二

十五日对成都市五块石法轮功学

员赵庆三（原籍河南省）的非法

审判取消。 

四川成都市新津区法轮功学
员 80 多岁的苟邦明被骚扰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日下午

大约 3 点左右，家住新津区文化

局宿舍的苟邦明在家听到敲门

声，去开门。门还没有开全，见

一男一女各站门外一边。男的是

新津区五津中学退休教师，自我

介绍名字后，就告诉苟邦明去打

新冠疫苗。苟邦明说；我都 80

多岁，就不打了。正说着，看见

那个女的（不知道身份）拿着手

机正对着苟邦明拍照。苟邦明

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侵犯

人权。可是，那个女的仍然摆弄

着手机，苟邦明就把门关上了。

他们就走了。◇ 

【明慧网】法轮功学员蒋彬，

家住成都市新津区新平乡宝墩村。

二零二二年七月一日下午 3 点左

右，蒋彬的丈夫接到新平乡综治办

人员电话，说是这几天有人关于法

轮功的事情要找蒋彬。 

七月五日上午 7 点左右，蒋彬

接到乡综治办人员电话，告诉她 8

点钟要去她家。蒋彬说不欢迎，乡

综治办的人说，那你就到乡政府

来。蒋彬说不去，接着，就讲法轮

功的真相。 

10 钟后，城西派出所警察、

乡综治办共 9 人到蒋彬家，进屋，

看见蒋彬 90 多岁的不能自理的婆

婆，待了一会儿，就走了。晚上，

又有几个穿着警服的警察去蒋彬邻

居家打听情况。 

七月六日，宝墩村委会有几人

到蒋彬家，喊她去村委会签字。蒋

彬没有去。 

七月七日、七月十一日，乡综

治办人员两次让蒋彬儿子去签字，

并以学业和就业来威胁他。 

七月十二日，蒋彬的儿子被迫

签字。 

七月十四日上午 10 点左右，

城西派出所 2 个警察、乡综治办共

4 人到蒋彬家，对其婆婆和丈夫拍

照。下午 2 点，鲁军给蒋彬的丈夫

打电话，让蒋彬去村委会。随后，

鲁军就去蒋彬家喊他们蒋彬夫妻俩

一起去村委会。 

2 点 30 分时，蒋彬去村委

会，被带进一房间。有 3 个女人自

称来自“关爱中心”（即洗脑

班），还有一女人是村网格员对着

蒋彬拍照。她们对蒋彬问话：为什

么要炼法轮功？何时、何地学的？

谁教的？和谁学的？和谁有来往？

蒋彬全部不回答。 

10 分钟后，蒋彬身体不适，

她们停止了问话。 

又过了 10 分钟左右，10 来个

男男女女进进出出，围绕以上的问

题继续问话，蒋彬拒绝回答。 

4 点至 4 点半，城西派出所警

察、乡综治办和其它乡镇 4 人共 8

人，到蒋彬家抢走大法师父法像相

框等。 

4 点半左右，警察指着非法抄

家的东西，以将蒋彬判刑来威胁蒋

彬的丈夫。警察让蒋彬在事先准备

好的纸签字，蒋彬将纸毁了，并在

纸上写“真善忍好 法轮大法

好”。 

警察强制蒋彬按手印，未得

逞。最后，警察让其丈夫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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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轮功被迫害的这些年
中，有些人会有这样的疑问：
政府不让炼，为什么还要炼？ 

试着想想，如果您一身重
病炼法轮功就好，不炼就恢复
原状，政府不让您炼，您炼还
是不炼呢？其实这场打压，完全
是江泽民集团和中共相互利用所
搞的一场人权迫害、信仰迫害。 

法轮功在中国 

一直是合法的 

即使在中国现行法律中，没有
任何一条法律说法轮功是 X 教，也
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修炼法轮功违
法。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中国
《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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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四

川报道）成都市新津区六十七岁的

法轮功学员林久良女士，二零二二

年七月四日被成都市大邑县法院非

法视频开庭、判刑四年半。 

林久良（也叫林素梁），家住

成都市新津区棉花坨小区。一九九

八年修炼法轮功后，在不知不觉

中，她一身病都好了，更加善待他

人，照顾以前对她百般刁难、瘫痪

在床的婆婆。她却因为坚持修炼、

讲真相，遭受中共当局的种种迫

害，二零一五年四月八日被大邑县

法院一审非法判决劳改三年。 

林久良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上

午向人讲真相，被成都市大邑县公

安局沙渠派出所绑架。当日上午大

约十一点半左右，她被警察带回

家，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了大法

书及各种私人物品。当时只有林久

良上初中的外孙女一人在家，警察

非法抄家时，将林久良的外孙女关

在另一间屋里，抄完家才放她外孙

女出来。 

林久良被非法关押在成都市看

守所。 

二零二二年七月三日下午约四

点，林久良的女儿接到成都市大邑

县法院电话，告之第二天（七月四

日）大约上午九点三十分，在大邑

县法院二楼 4 号庭对她妈妈林久良

开庭。 

七月四日上午，林久良的女儿

由两名亲人陪伴，开车从新津到达

大邑县城时，大约是上午九点过一

点，当他们三人来到大邑县法院大

门前，看见新津区桥津社区（林久

良住家所在社区）三男二女出现在

法院门口，其中男的有一个叫刘

洪；女的有一个叫刘丽。刘丽看见

林久良的女儿一行三人后，便上前

阻止林久良的三个亲人进入法院大

门，说是大邑县法院不准他们进

入，说今天是不公开庭审，叫他们

走开。在林久良的女儿强烈要求

下，大邑县法院一工作人员只把林

久良的女儿一人带入庭审厅。 

当天的非法庭审是视频开庭，

律师做了简要陈述，轮到林久良辩

护时，法官说在林久良家抄了一千

多份（夸大事实）大法资料。林久

良说：那是个人私人物品，与本案

无关；法官又说林久良是屡犯，林

久良说这些与本案无关。林久良还

未表达完，法官就打断了林久良的

辩护。 

庭审结束时间约是上午十一

点。林久良被非法判刑四年半。 

非法庭审时，在大邑县法院门

外等待的林久良的另外两名亲人，

被新津桥津社区几名人员监视，上

厕所也有人紧跟着，还有一名大个

子男的围着法院大门周围连续转了

好几个圈，在巡视着什么，看起来

心虚警惕的样子。 

非法庭审结束后，林久良的女

儿一行三人开车回家时，新津桥津

社区的二辆车紧跟其后。因天太

热，林久良的一位亲人要下车去加

油站洗个脸，社区人员也紧跟着，

等到了他们的住家新津棉花沱小区

门口时，林久良的亲人要下车买

菜，社区人员也监视着，直到林久

良的亲人提着菜进入小区内，社区

跟踪的车子才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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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河北省任丘市一位女士练功精神

失常，抱孩子跳进白马河。后来，

央视三台也播放了这一假新闻。 

真实情况是：1998 年 5 月的

一天，河北省任丘市袁玉阁女士骑

自行车接放学的孩子，她的车闸失

灵，因闪避学生而摔到桥下的土坡

上（并没有掉进河里），一周后外

伤痊愈。 

2000 年 1 月 4 日，袁玉阁写

信向国际社会澄清事实：我修炼法

轮功是真的，我不小心掉到桥下，

报道中却说什么抱孩子跳河自杀。

这是歪曲事实，把“莫须有”的罪

名硬加在法轮功身上，加得上吗？

事后，我对来访记者说：“报道失

真，你得有职业道德。” 

记者说：“上级有任务， 

完不成任务没有奖金！” 

◇ 

中共为诋毁法轮功而开动国家
机器，在媒体宣传方面投入巨资，
炮制了大量假新闻，号称“1400
例”，用来煽动民众仇恨。这些假
新闻怎么出笼的？“利诱”是惯用
手段。仅举几例。 
记者许诺：药费减半 

张海青，辽宁盘锦市刻字社业

主，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

病，当时挂号的人很多。这时来了

一个央视记者说：谁想上电视说法

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

费减半。张海青着急看病，就胡说

自己炼法轮功炼成罗锅，并按记者

写好的台词说了。结果是先挂了

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青

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骗人。张海青

没炼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

道。这就是中共媒体炮制的“罗锅

事件”。 

二百元采访费 
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家住

双桥街七十号，精神病复发跳河死

亡。一个姓杜的记者来采访他的妻

子，把诬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

叫她照着念，并给了她二百元钱。

龙刚父母投书明慧网说：“儿子确

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

河，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

谁也抹煞不了的事实，作为父母，

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

心。” 

记者：完不成任务没奖金 
中共 1999 年 7 月 20 日迫害法

轮功以后，河北任丘电视台连续

20 天滚动播放了一条假新闻，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