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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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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

五日】（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洪云地毯厂被

文登公安局非法封闭，公安人员在

厂子传达室二十四小时看守，警车

停在传达室门口严密封锁已经好几

天了。已知在洪云地毯厂上班的法

轮功学员刘明明、田丽莎被文登公

安局警察绑架；刘明明的丈夫阻止

警察绑架妻子遭警察呵斥。 

厂子法人代表李淑红和住在厂

内的老公公以及女儿田甜，还有场

内其他工人的具体情况不详。李淑

红住在文登区环山街道锦城社区居

委会城西村。 

李淑红的丈夫田世洪，原文登

壁挂厂厂长，德才兼备,坚持修炼

法轮功，长期遭监视、骚扰、跟

踪、绑架、非法关押，曾经被非法

劳教，遭受着长期的精神上和身体

上的高压迫害，于二零一九年十一

月底含冤离世，年六十四岁。 

离世前，田世洪一直是文登壁

挂厂厂长，工厂里管理着一百多号

工人。在修炼法轮功前，当时因为

经济不景气，田世洪不分昼夜操心

工厂，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一个

偶然的机会，他听说法轮功祛病健

身效果特别好，于是他抱着试试看

的想法走入了修炼。修炼不久，他

的身体就神奇地恢复了健康，人也

精神起来了，加上他外形儒雅、身

材高大，当时年轻人都私下议论他

一点不象五、六十的人，说他神采

奕奕、气度不凡。 

田世洪平时用真善忍的标准要

求自己，也用真善忍的理念去教育

工人，他这么做，整个厂的精神面

貌焕然一新，工厂的经济效益也越

来越好，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加

上他对客户不坑蒙不拐骗、以诚待

人，客户们也乐于和他打交道，因

此生意做得越来越好了。 

田世洪修炼法轮大法得到健康

的身体，他用大法赐予他的超长智

慧，为恢复和发扬中国和世界传统

文化而尽责尽力。他亲手设计和监

工的传统工艺地毯、壁毯等畅销海

内外。他和妻子一起经过艰辛的付

出，将一个杂石野草的土山坡，造

就成远近闻名集中外古老民族传统

文化建筑风格为一体的美景如画的

洪云地毯厂，秀亭依假山、古树绕

花墙、幽道通古屋、竹林伴茶楼、

莲池映小桥、古字印隧道，清风摇

铜铃，花香引鸟鸣，使人仿佛身临

世外桃源。 

在公安警察安排的几次疯狂抓

捕中，面对警察公然地迫害好人的

国家犯罪行为，工人们都勇敢地站

了出来保护自己的厂长，当时工人

们爆发的激烈情绪与公安警察的暴

力执法形成了对峙，场面蔚为壮

观。 

文登中共邪党人员多年把法轮

功学员田世洪作为文登迫害的重点

之一，也对风景如画的洪云地毯厂

垂涎三尺，但惧怕场内职工的正

气，多年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

的将田世洪迫害致死。文登公安局

国保、610 以及环山办事处等部门

和有关单位，长期跟踪和监控、骚

扰田世洪；绑架洗脑；劳教；强行

非法抽血；单独在场大门外和住宅

外对准厂区和住宅门外安装监控；

暗地诽谤毁坏名誉；利用金钱或利

益蛊惑人挑拨离间制造矛盾；指使

有关部门多次以各种借口来电话或

来人骚扰；长期派人和车辆（车内

安有监控和窃听设备）在门前或周

围窃听、监控；安插人到厂内当间

谍监视法轮功学员和窃取厂内内

情；暗地指使人到厂内外调戏闹

事、诬陷举报厂子；暗地用各种手

段制造进厂和接触田世洪的机会为

下手迫害找机会。 

文登不法人员多次非法进厂绑

架田世洪，厂内全体职工坚决护卫

他们的好老板。警察行恶时，场内

职工有的上前阻止警察绑架老板；

有的拿电锯割开警察给老板戴的手

铐，职工为保护老板将田老板团团

围住不许警察靠近，厂内全体职工

的正义之举震慑了邪恶，曾使邪恶

迫害计划失败。文登邪党为报复，

曾将厂内部分职工非法拘留过。文

登一位被邪党、公安定为重点迫害

的法轮功学员因“病”去世后，文

登公安局里的人正在开怀大笑之

时，一位普普通通居民坦口就说：

某某（指被这位迫害致死的法轮功

学员）绝不是因病去世，一准（方

言肯定的意思）是被某某局暗地派

人下药毒死的（指的是暗下慢性毒

药导致成病状去世）。听到的人没

有反对的。 

法轮功学员田世洪被文登邪党

公安局等有关单位互相配合迫害致

死后，他的妻子和女儿在邪党的干

扰下艰难地维持着洪云地毯厂，可

是文登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搞垮

和非法霸占洪云地毯厂的阴谋计划

并没有停止，现在又在有组织、有

计划、有目的把黑手伸向了洪云地

毯厂。 

请海内外正义之士伸出援助之

手，营救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田丽

莎和刘明明，并帮助查找厂子法人

代表李淑红及她女儿田甜等人的下

落。 

关于田世洪遭迫害事实，请见

明慧网相关报道《山东文登壁挂厂

厂长田世洪遭迫害含冤离世》《山

东文登壁挂厂厂长田世洪控告江泽

民》等。 

文登国保:8813525 地址:文登
米山路甲 59 号  邮编：264400 

王凌：15588338156（队长） 
李本海：1558833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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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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策是由她丈夫签的字。当天警察

还把焦桂春家的一辆轿车给扣押

了，大约一个月之后，在明慧网上

曝光了此事，文登国保才把车还给

了本人。 

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威海文登国保姓吴的警察传焦桂春

到国保签字。三月二日文登国保又

到王策家强迫她签字，王策不签，

后她家属替签了。 

国保警察把构陷她们的案子

交到检察院。二零二二年五月，文

登国保通知她们去荣成检察院。她

们到检察院，有一个孙姓男士接待

了她们并说你们的问题很严重，要

给她们判刑等等的话。她们跟他讲

真相，然而那个姓孙的检察院人员

被谎言毒害、不相信。 

七月十二日荣成法院电话通

知焦桂春、王策到法院签订所谓

“起诉书”，并告诉她们大约十天

后她们将面临法院庭审。 
荣成法院  7592368 
王冠英: 18563178198（庭长） 
承办人王冬梅: 18660387562◇ 

月，非法劳教，在这期间强行收取

高额饭费和生活费。焦桂春被强行

送至王村劳教所关押迫害两年。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九日，焦

桂春和王策在文登葛家镇集市讲真

相时，被文登国保大队李本海等

六、七个警察绑架并非法审问。警

察恐吓她们什么要判刑三至七年

等，二人被诱骗违心地说了不该说

的话，也签了字。她们家人也被迫

在所谓“取保候审”上签名了，被

欺骗说回家就没事了。 

当天，文登国保警察王陵等

几人非法私自拿两人的钥匙到她们

家中进行了搜家抢劫，将她们家中

与法轮功有关的物品抢走。当时她

俩都没有在家，也没有本人签字，

【明慧网二零二二年七月十

八日】（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

山东威海市法轮功学员焦桂春和王

策被构陷到荣成法院，七月十二日

法院电话通知焦桂春、王策到法院

签订所谓“起诉书”，并告诉她们

大约十天后她们将面临庭审。 

焦桂春女士，生于一九六一

年六月，曾经多次遭受中共人员迫

害。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一日被高区

公安局警察盯梢到家中，晚上便被

非法抄家，抢劫走台式电脑一台、

打印机两台、大法所有书籍及大法

资料等，当时还将她本人的身份证

及驾驶证、手机、吉普车一辆（车

辆后来退回）抢走。焦桂春本人那

天没在家，被迫流离失所两年。 

二零零九年四月七日，恶警

于绍雍、王洪家、和另外两个可能

是协警，其中一个是女的，又一次

闯入焦桂春家，并抢走东芝牌笔记

本电脑一台、爱普生高档打印机一

台，并将她强行劫持至高区公安

局，当天就把她送进看守所非法关

押一个月，又送进拘留所关押半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