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内

蒙古报道）二零二二年上半年，赤

峰市及各旗县区一名法轮功学员被

迫害致死，至少有九名法轮功学员

含冤离世，至少有十九名法轮功学

员被绑架、骚扰。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赤峰市及

各旗县区警察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功

学员，如巴林左旗公安国保警察徐

剑峰、翁牛特旗公安国保警察刘彩

军等。在徐剑峰等人的残酷折磨

下，一位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被活

活迫害致死，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迫

害得出现严重病症。 

警察采用的手段有监控、跟踪

等，他们在法轮功学员的家附近，

安上摄像头，然后，伺机绑架法轮

功学员。这种跟踪、监视行为，也

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的正

常生活。 

一、法轮功学员季云芝被迫害
致死 

季云芝，是赤峰巴林左旗法轮

功学员，信仰真、善、忍，做好

人，二零二二年二月一日，被九个

警察绑架，关到看守所，三月二十

一日，季云芝被虐杀。四十八天的

时间里，每天季云芝都在被殴打折

磨和精神摧残。 

二零二二年二月一日，大年初

一，巴林左旗公安局国保大队徐剑

峰带领九个警察闯入季云芝的家，

把季云芝非法关押到看守所。 

在看守所，季云芝被所长高永

刚、法医田志军、其他警察和在押

犯人打骂、凌辱和酷刑折磨。季云

芝绝食反迫害，所长高永刚指使法

医田志军给季云芝插鼻饲野蛮灌

食，法医田志军还多次打季云芝嘴

巴子。被折磨致奄奄一息的季云芝

曾跟监室的人说：“如果我死了，

就是被迫害死的。” 

二月十一日，左旗公安局通知

季云芝的家属去了左旗医院。医院

向家属出具季云芝病危通知书。当

时，季云芝已昏迷不醒，没有意

识，但是，脚上还是被戴着脚镣。 

二月十二日，家属去公安局申

请保外就医，公安局要求必须满足

他们提出的三个无理条件才放人，

因家属无法满足公安局提出的无理

要求，巴林左旗公安局拒绝放人。 

三月二十日上午，巴林左旗公

安局再次通知季云芝老伴儿去医院

看望季云芝。季云芝的老伴儿一再

要求公安局办理释放手续，把季云

芝接回家去。国保徐剑峰以“领导

没有批下来”为由，坚决不释放。 

然而，第二天，二零二二年三

月二十一日，季云芝的家人接到公

安局的通知，告知季云芝已去世。 

季云芝被迫害致死后，巴林左

旗公安局动用大量的警力，严控季

云芝的遗体。医院的走廊里、左旗

殡仪馆都有大量的警察，殡仪馆有

四、五十个警察把守，季云芝的家

周围也布满警察。这样大动干戈的

背后，就是在竭力掩盖杀人罪行及

证据，以防泄露真相。 

迫害季云芝的主要责任人有：

巴林左旗旗委政法委书记韩颖、政

法委副书记、副旗长、公安局长孟

凡驰，公安局政保大队队长徐剑

峰、看守所所长高永刚等人。 

二、至少有九名法轮功学员含
冤离世 

1）赤峰市宁城县马金兰：因

修炼法轮大法做善良人，二零零零

年六月被非法抓捕进洗（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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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0 年，公安

部公开发布公通字【2000】39 

号文件，明确了 14 种邪教组

织，法轮功不在其中。 

2005 年，公安部、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

布的公通字【2005】39 号文

件，明确了 14 种邪教组织，法

轮功不在其中。 

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

会和国务院（中国政府）没有一

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炼法轮功。

所说“政府不让炼法轮功”是中

共媒体散布的谎言。 

2011 年 3 月 1 日，由国务

院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签署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

署第五十号》文件，废止了

1999 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

令，这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

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

的。依据中国法律，法轮功在中

国完全是合法的。 

中共导演“世纪伪案”栽赃

嫁祸法轮功，煽动了全中国乃至

全世界善良民众仇恨法轮功；编

造出所谓练法轮功致死 1400 例

的谎言，以此妖魔化法轮功，进

一步升级迫害。 

江泽民在 1999 年 10 月出访

法国时，以个人名义擅自向法国

费加罗报社记者“宣布”法轮功

是 X 教。在此谎言之下中共检察

院、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大量枉

判，冤案数以百万计。 

乌云遮不住阳光，谎言盖不

住真相！中共迫害法轮功，注定

是失败。 

至今，法轮大法已经弘扬世

界 100 多个国家地区，获得国际

褒奖超过 5700 项。◇ 



 

  

（接上页）脑班迫害半年。二零零

九年十月十日遭绑架，被非法判刑

三年，在呼市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造成牙齿松动脱落，胸闷。回家

后，身体一直处于病业状态，二零

二零年末，因被非法判刑而遭到停

发养老金迫害，被恶党抢走九万六

千多元，致使马金兰于二零二一年

二月十三日离世。 

2）赤峰市红山区杨秀荣：因

不放弃按真、善、忍做好人被多次

绑架、抄家、拘留、酷刑、打骂、

不让上厕所，不给吃不给喝，不让

睡觉。坐老虎凳、戴背铐等，敲诈

金钱、还被非法劳教迫害，强制转

化、精神摧残。还被非法判刑三年

半，在内蒙古女子监狱遭强制劳

动、攻坚组强制转化，肉体与精神

摧残、药物迫害等等。老人身体状

况严重下降。二零二零年，又被剥

夺上班期间存下的由社保局代管的

养老金，遭到“抢夺饭碗”的迫

害。老人找相关部门申诉，导致身

体出现病状，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

五日含冤离世，终年七十七岁。 

3）赤峰市松山区穆家营镇杨

桂芬：二零二零年八月，杨桂芬与

另一名法轮功学员王秀环在粘贴真

相不干胶时遭不明真相的恶人吴宝

家诬告，被警察王铁龙等两人绑

架，杨桂芬被非法判刑一年。王秀

环被非法判刑六个月，又被加刑一

个月。在关押期间因遭受强制转化

等迫害，杨桂芬被关小号，一群人

围着骂，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出现

肚子及腿部肿大，出狱后不久，于

二零二二年三月七日含冤离世，终

年六十八岁。 

4）赤峰市松山区王凤茹：因

修炼法轮大法曾被发往内蒙古图牧

吉劳教迫害。二零一五年在去张玉

舫家时，松山区恶警徐国峰正在以

诉江敲门行动为名抄家，见到王凤

茹就无端恶骂。近两年来多次遭到

上门骚扰，并于二零二一年逼迫签

不修炼保证，否则将养女的廉租房

收回。在邪恶的不断迫害与骚扰

下，王凤茹于二零二二年四月下旬

含冤离世。 

5）赤峰市松山区（住新城

区）李玉霞：因修炼法轮大法曾被

非法劳教迫害。回家后，因丈夫惧

怕中共恶党，不许李玉霞修炼，李

玉霞在家中一直被欺凌、看管，约

于二零一七年失明，二零二二年四

月下旬含冤离世，终年六十多岁。 

6）齐洪树屡遭冤狱迫害 妻

子刘桂英在困苦中离世 

内蒙古赤峰市法轮功学员齐洪

树因坚持法轮大法真善忍信仰，三

次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累计近十

五年，并失去公职。他的妻子饱受

生活、精神的折磨，于二零二二年

五月含冤离世，终年六十岁。 

齐洪树是赤峰市松山区红花沟

金矿中学教师，妻子刘桂英是内蒙

古赤峰市松山区柴胡栏子金矿职

工。夫妇二人因修炼法轮大法，道

德升华，身心健康，生活虽不富裕

却和睦温馨。然而在以江泽民为首

的中共流氓政权发动迫害法轮功的

运动后，夫妇二人的境遇便陷入深

渊。 

从二零零四年起，齐洪树三次

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刑期分别是

三年、五年、六年六个月。丈夫常

年身陷囹圄，且失去公职，刘桂英

一人含辛茹苦带孩子、养家，生活

异常拮据，还整天因丈夫遭迫害而

担心。生活在一个迫害环伺的氛围

里，使她的精神、身体、生活上饱

受摧残，不幸过早离世。 

7）赤峰市巴林左旗法轮功学

员赵福霞，与三个姐妹及父母一大

家人，长期轮番被抓被关押等迫

害，二零一七年正月十五日饱经苦

难的母亲含冤离世，前两年大姐赵

桂荣在一次被骚扰过后含冤离世。

二零二二年五月十日，赵福霞含冤

离世，终年 59 岁。 

8）赤峰市元宝山区太平地七

旬法轮功学员岳淑霞两次被非法判

刑，刑期累计七年；于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与女儿同时被非法抄

家绑架，身体出现严重病状，几乎

失明，二零二二年六月六日含冤离

世，终年七十三岁。 

9）另外，约在二零二二年正

月初二，巴林左旗一名法轮功学员

含冤离世，详情待查。 

三、各区及旗县法轮功学员被
绑架情况 

1）红山区法轮功学员于彩

茹，约在二零二二年初，在大街上

被便衣跟踪到家，并被抄家抢掠。 

2）松山区有一名法轮功学员

被骚扰，有两名法轮功学员被绑

架。 

3）元宝山区至少有六名法轮

功学员被绑架 

元宝山区有三人被赤峰松山区

和喀喇沁旗警察绑架。 

五家镇法轮功学员王秀芳在松

山区哈拉道口遭绑架。 

4）巴林左旗有四人被绑架，

一人被迫害致死 

5）宁城县有三名法轮功学员

被绑架 

四、非法扣发养老金的法轮功
学员 

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扣发养

老金，现得知，宁城县法轮功学员

武秀荣、张相云、杨秀云被停发养

老金。陈景玉被迫往社保局交十四

万元钱，否则就停发养老金。马金

兰被逼交钱九万多元。马金兰被逼

交钱后，含冤离世。 

红山区有李玉芝、杨秀荣、王

素琴、王金荣被停发养老金。杨秀

荣在诉求找回养老金期间含冤离

世。元宝山区孟祥芝、贾广林、任

素英、翟翠霞、王飞被停发养老

金。松山区赵淑芳，翁旗赵桂存，

左旗郭文、王晓艳、李玉芬等被停

发养老金。 

扣发养老金是法外处罚，社保

局作为退休保险金代管单位没有这

个资格，也违犯宪法、刑法的相关

规定。对法轮功学员来说更是经济

迫害。现在已有几位诉讼的法轮功

学员，已从新获得部份养老金。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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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从未损害他
人的利益，从未侵害他人的权
利，从未防碍他人的自由，从
未干涉他人的信仰，从未藐视
他人的尊严，从未提出任何政
治诉求，一贯坚持和平理性。
法轮功何罪之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