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网】四川绵阳市法轮功

学员廖光慧，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

日被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三

年。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日，她被

秘密劫持到成都龙泉驿女子监狱继

续非法关押，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

日，成都女子监狱警察把被迫害成

植物人的廖光慧送回家。 

廖光慧的头部右边手术后骨头

没有安上，头的右边凹进一个碗大

的面积，喉管插的吸痰管，鼻子插

的流食管，还有套尿管，她全身是

僵硬的。 

家人眼看着亲人全身僵硬地躺

在那里，又不知怎样护理，不知怎

样排除喉管里的痰，几个小时后又

把廖光慧送到绵阳市第二人民医

院。七月二十七日早上八点多，廖

光慧突然全身抽搐，嘴唇及上半身

发紫。医院进行抢救，才度过危

险。廖光慧现在随时可能出现全身

抽搐状况，生命时刻处于危险中。 

廖光慧，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

六日出生，家住绵阳市涪城区新华

厂家属区。一九九九年走入法轮大

法修炼后，她获得身心健康，全身

的疾病不翼而飞，到二零一九年七

月二十日，这二十年里，没有去过

医院，没有吃一颗药，没有花费一

分钱，她不但为单位节约了很大一

笔药费开支，也减轻了家庭的经济

负担。 

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午，

廖光慧家突然闯入七、八个便衣警

察，他们是绵阳市涪城区公安分

局、涪城区花园派出所警察。经过

几个小时非法抄家后，将廖光慧绑

架到绵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一年

多。她被绑架迫害前，面色红光满

面，身体非常健康，在家买菜煮

饭、洗衣、打扫卫生、照顾孙儿孙

女，正因为身体健康才能担当起全

部的家务。她的丈夫李双全因修炼

法轮大法，二零一二年七月被当地

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后，非法判刑

五年，这五年的养老金全部被非法

扣掉。 

二零二零年九月一日，绵阳市

涪城区法院对廖光慧进行非法庭

审，法院不准她家人进入法庭旁

听，她儿子进去后又被赶出来。廖

光慧的律师从法律、法规等方面，

有理有据地为她作了无罪辩护。法

庭当时作出宣判：判廖光慧三年缓

刑四年半。然而涪城区法院二零二

零年九月二十五日擅自将判决书改

为：判廖光慧三年刑期，勒索罚金

三千元。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一

日，廖光慧被劫持到成都女子监狱

五监区继续迫害。 

廖光慧被劫持到成都女子监狱

时是体检过的，身体是健康的。二

零二一年三月十日凌晨五点多钟，

廖光慧家人接到监狱狱警电话，叫

家属到华西医院签字，做脑部手

术。三月三十日廖光慧在处于昏迷

的情况下，监狱警察就把廖光慧转

到监狱医院去了。 

廖光慧被转到监狱医院后，一

直处于昏迷的情况下，她家人希望

为她办理保外就医。保外就医申请

书邮寄到监狱后，一直没有回复，

家人多次打电话到监狱也没人接，

一拖再拖，直到把一个已经迫害成

植物人的廖光慧关押到她三年冤狱

时间到期为止。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日是廖光

慧出狱的日子，绵阳市政法委、绵

阳市花园派出所住朝阳社区的警察

郑涛及绵阳市朝阳社区，加上李双

全和儿子。他们去了几个人都没被

允许进监狱医院看廖光慧，只准她

儿子一个人到医院办理出院手续上

签字。监狱用救护车、还有一辆警

车把廖光慧送到家后，家人才看到

廖光慧被迫害的真实情况。◇ 

翻墙软件电脑版下载：Https://j.mp/fgp88     |    安卓版翻墙APP下载：Https://j.mp/fgv88       |      欢迎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 

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绵 阳 版 | 第 1 4 8 期 
2 0 2 2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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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网】绵阳市 68 岁的法

轮功学员孙仁智，多次遭当地公安

人员绑架殴打、关押洗脑、骚扰，

遭非法劳教、判刑等迫害，二零二

零年他出狱时皮包骨，于二零二二

年六月二十五日含冤离世。就在他

离世的前不久，社区治保主任与派

出所警察还到他家骚扰。 

孙仁智，原绵阳市新皂信用社

主任，家住绵阳市涪城区新皂镇，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二十三年中，

他长期遭受迫害。二零零三年因散

发真相资料，被绵阳市涪城区公安

分局非法劳教一年半，在新华劳教

所遭受迫害。 

讲真相被绑架构陷、枉判三年 

二零一七年四月九日上午九点

五十左右，孙仁智在界牌集市讲真

相时，因遭人恶告，被界牌镇派出

所警察杨森和一女警绑架到界牌镇

派出所。杨森打电话，半小时后安

州区国保大队副大队长廖某和国保

警察彭勇到了派出所。彭勇和界牌

镇派出所副所长邱喻挺非法审问孙

仁智，孙仁智就跟他们讲真相。 

下午三点左右，国保副大队长

廖某带警察与新皂派出所警察、新

皂社区人员一起闯到孙仁智家，在

孙家无人的情况下非法闯入、抄

家。整个过程未见出示搜查证，而

且搜查、扣押物品时没让其本人在

现场参与清点被扣押物品，更没有

第三方见证人在场，也未让其签署

扣压清单。而且在警察询问过程中

未给孙仁智提供《犯罪嫌疑人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孙

仁智被绵阳市安州区检察院非法起

诉。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上

午，绵阳市安州区法院非法庭审孙

仁智的案件，审判长陈超，陪审员

唐成辉和姜永洪，安州检察院违法

换公诉人为沈强（公诉书上是张良

花），天津律师和孙仁智的侄子孙

厚泽当庭辩护。法官询问当事人姓

名时，孙仁智说：“我按真善忍做

好人没有犯罪，不涉嫌任何罪名，

今天你们非法开庭庭审好人，我要

求知道你们参与庭审的司法人员的

姓名，要求你们信息公开……”律

师作了无罪辩护。法官未当庭宣

判。 

不断地遭骚扰、威胁 含冤离

世 

二零二零年八月一日，绵阳市

涪城区政法委徐某某、新皂镇综治

办副主任张某某和国保大队龙政伟

到孙仁智家中骚扰。 

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九日，高新

区新皂派出所片警黄某某和另外一

个人，伙同社区书记杨开武，社区

书记唐某某等人，骚扰孙仁智，非

法要求他签字“转化”。孙仁智

说：“我在黑监狱出来时，他们用

我的两千元钱来威胁我签字，我都

没有签字，我不会给你们签字

的。” 

孙仁智二零二零年出冤狱时，

身体已经遭受到很大伤害，整个人

瘦得皮包骨，全身没力气。但是继

续遭到当地派出所警察、社区人员

多次骚扰，于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

五日早上四点多钟含冤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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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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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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