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兴城市东辛庄大法弟子
杨素荣被绑架 

八月十八日晚 5 点左右，大法

弟子杨素荣在兴城市其儿子家楼梯

口，被锦州市公安局因“网逃”绑

架，被劫持到锦州，后被绥中市公

安局接回直接送到葫芦岛看守所。 

绑架原因：在几年前，杨素荣

因在绥中发真相小册子，被非法判

刑半年，因她本人没到场，被非法

定为“网逃”。 

曝光沈阳市大东区东山派出所
杨宁骚扰大法弟子赵彩云 

九月十五日，沈阳市大东区东

山派出所杨宁骚扰大法弟子赵彩云

的儿子，让他给拍 5 张近期照片。

前年十月一日前也骚扰过。 

辽宁省东港市大法弟子叶春芝
被骚扰 

近日，辽宁东港向阳派出所警

察骚扰大法弟子叶春芝的家人，问

叶春芝在哪儿住，要与大法弟子叶

春芝见个面。 

辽宁省锦州市小岭子派出所骚
扰法轮功学员 

日前得知，辽宁省锦州市小岭

子派出所警察前几日对本辖区法轮

功学员进行骚扰，一学员被电话骚

扰。有两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进家

照相。还有一位学员让去派出所，

在半路上由于电动车没电了，警察

就去半路上给学员照了像，学员给

警察讲了很多真相。 

辽宁新宾县法轮功学员黄喜珍
在火车站被非法扣押几小时后放回 

八月十五日下午 5 点多，辽宁

省新宾县法轮功学员黄喜珍，在安

徽省合肥市的火车站过安检后，要

上火车时，警察过来检查带的随身

物品，翻出一个有炼功音乐的小音

箱和几个护身符，将黄喜珍扣押在

火车站，问东西哪来的，黄喜珍说

在商厂捡的，警察后来到黄喜珍居

住的儿子家搜查，没有翻到东西，

又到黄喜珍的女儿家搜查，也没有

找到什么东西。大约晚上 9 点多钟

黄喜珍被放回。 

辽宁省锦州市敬业派出所警察
骚扰辖区法轮功学员 

九月七日、九日，辽宁省锦州

市敬业派出所警察骚扰辖区法轮功

学员，他们有的给法轮功学员家人

打电话询问该学员是否还炼法轮

功。有的说户籍登记核实，询问户

主是谁，住址是否正确。有的直接

到家中骚扰。目前已知骚扰了四位

法轮功学员或家属。 

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市法轮功学
员王立娟被绑架迫害 

凌源钢铁公司退休职工王立

娟，六十岁左右，大约在八月下旬

的时候，在家中被公安警察绑架，

据说是因为她曾去了已被非法批捕

的法轮功学员陈华的家，被监控拍

到，因此而遭绑架。于当日，王立

娟被释放回家。 

本溪市法轮功学员曲昆被迫害 
法轮功学员曲昆，七月十三日

被本溪市平山区工人派出所警察绑

架，案子被本溪市南芬区检察院以

证据不足，不予批捕，退卷。八月

十五日晚，曲昆被无罪释放回家。 

七月十三日，辽宁省本溪市至

少十位法轮功学员突遭当地警察绑

架，目前，还有徐守福、张贵生被

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其余已平安回

家。徐守福已被非法批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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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进东在自焚时衣服已被
“烧”焦，但最易燃烧的头发大
部分完好，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
雪碧瓶也翠绿如新。有常识的人
都知道，汽油着起火来，能达到
500 多度，人在这汽油大火中不
用一分钟，就能被烧死。然而，
王进东稳坐不动，声如洪钟似的
喊口号。 

香 港 《 前 哨 》 杂 志 曾 刊 登
“ 江 泽 民 终 生 后 悔 的 两 大 事
件” ，揭 示了 江泽 民的 自认 告
白：这辈子做过两件愚蠢之事，
一是美国轰炸南斯拉夫时，下令
中国大使馆人员不能撤退。二是
打压法轮功。 

权力欲、妒嫉心极强的江泽
民，认为炼法轮功的人太多，是
在和党“争夺群众”。同时，法
轮功学员的高尚道德，反衬出中
共的一切不正，也是江泽民不能
容忍的。 

1998 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
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
对法 轮功 进行 了深 入的 调查 研
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
利而 无一 害” 的结 论， 还提 到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
天下 ”的 古训 ，江 泽民 大为 不
悦。此后，江泽民及其党羽不断
制造事端，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
常委的反对，于 1999 年 7 月 20
日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 

中 共 的 本 质 是 “ 假 、 恶 、
斗” ，与 法轮 功的 “真 、善 、
忍”是根本对立的。中共江泽民
集团迫害法轮功，是其本质决定
的。◇ 



 

  

陷，给广大法轮功学员和家庭造成

了重大伤害，而且也给国家和人民

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上乘

的佛家修炼大法，于一九九二年由

李洪志师父传出，他以宇宙最高特

性真、善、忍为原则指导人修炼，

辅以简单优美的五套功法，可以使

修炼人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身心净

化，道德回升。 

修炼法轮大法福益家庭、社

会，是合法的。法轮功学员坚持正

信、讲清真相，是作为受害者讨还

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

社会良知，应当受到宪法与法律保

护的。在未来法制昌明之时，所有

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都面临未

来正义法庭审判和终身追责。◇ 

察绑架。当日，孙文稳被非法抄

家，警察抄走她的部份大法书。警

察迫使家属交了八千元，孙文稳被

“取保候审”，第二天半夜，回到

家中。 

然后，公检法不法人员对孙文

稳的迫害并没有结束。事后，孙文

稳多次遭到警察骚扰，其实是公、

检、法不法人员暗箱操作，在搜罗

材料，构陷孙文稳，企图对她非法

判刑。 

后来，警察通知孙文稳说，二

零二二年八月八日对孙文稳（非

法）起诉，让她本人到场。 

孙文稳被非法起诉后，直到目

前，她接到通知，二零二二年九月

十五日，东洲法院对她非法开庭。 

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

颠倒了是非善恶，各级司法机关明

目张胆地对法轮功学员不讲法律，

警察抓捕、入室抢劫、勒索钱财；

检察院、法院捏造罪证、罪名构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辽

宁报道）辽宁抚顺法轮功学员孙文

稳，因向百姓传播法轮功真相，遭

龙凤派出所警察，以及东洲区检察

院、法院构陷，九月十五日，面临

东洲法院的非法开庭。 

孙文稳，女，一九四七年十二

月七日生，七十五岁，退休工人，

家住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绥阳路。 

孙文稳从一九九六年七月开始

修炼法轮功，通过学习《转法

轮》，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

身心、道德都得到提高与升华。她

以前曾患气管炎、妇科病等多种疾

病，学炼大法后，所有病都不药而

愈。她还去掉了不少坏毛病，脾气

也好了，邻里之间也很和谐，能处

处为别人着想，在哪里都能做个好

人，从不伤害别人。 

五月十七日，孙文稳为了更多

的百姓明白法轮大法好，在东洲区

茨沟大集讲真相，被龙凤派出所警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辽

宁报道）辽宁省庄河市法轮功学员

王长青二零二一年十月被绑架，二

零二二年五月份被大连普兰店法院

非法判刑三年，现在被非法关在普

兰店看守所。 

据明慧网信息，二零二一年六

月二日，大连市政法委责令大连市

国保大队胁迫各派出所，同时对被

长期监控的法轮功学员实施大肆绑

架，有三、四十位法轮功学员被绑

架、抄家，至二零二二年一月，已

有三十多人身陷囹圄。 

王长青，男，家住辽宁省大连

市庄河市光明山镇魏屯，二零二零

年七月在家中被绑架，第二天回

家。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九日再次在

家中被警察绑架，之后遭当地中共

公检法人员的司法构陷。 

事件经过：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一日早五点

多，大连市国家安全局、普兰店区

公安分局、瓦房店市皮口分局警察

联合行动，十多个人开四辆警车，

闯到庄河市光明山镇魏屯，绑架法

轮功学员王长青，并非法抄家。 

王长青被警察拉到光明山派出

所，下午六点多钟被带到皮口分局

录口供，晚上坐在审讯椅过夜。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二日早晨六

点，警察将王长青拉到瓦房店医院

检查身体，查出他肺部有点炎症，

因看守所不收，当天下午，警察强

迫王长青的儿子交二千元钱押金

后，让王长青回家。 

二零二零年九月，普兰店皮口

派出所警察将构陷王长青的材料递

送到普兰店检察院。 

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九日下午一

点左右，王长青在村里干活时被皮

口派出所警察绑架。皮口派出所三

个警察着便衣，闯到庄河市光明山

镇松林村魏屯，绑架了王长青。当

时王长青正在某家干青钢彩板活，

在小房的墙上工作，被便衣警察从

墙上强拉下来。警察蛮横给王长青

上背铐，就听王长青说：“哎呀，

手臂断了。”几个便衣警察也不管

不顾，强行将王长青推上车，拉到

大连市普兰店皮口派出所。 

第二天，警察才通知家属到皮

口派出所办理非法关押手续，开具

非法批捕令。警察将王长青关到瓦

房店集中隔离点隔离，然后又将他

关到普兰店看守所。 

二零二二年五月份，大连市普

兰店区法院对王长青非法判刑三

年。王长青现仍被非法关在普兰店

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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