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丰镇万皇村法轮功学员
宋远会被骚扰 

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号上午

10 点半、隆丰镇派出所所长、

万皇村村委书记代勇、杨先军、

谭小孟等共有 10 多人。到宋远

会家来骚扰，他们威胁宋远会，

不准宋远会在外说：“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 

◎丽春镇法轮功学员吴光琼
被骚扰 

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号上午，

丽春镇镇书记李正良、杨 啦、

苏国静、黄龙村村委书记王正军

等人，到吴光琼家骚扰，上午

10 点钟四川省省委、公安、国

保又到吴光琼家，共有 20 多

人。他们喊吴光琼写“三书”，

吴光琼说：我写不来。他们把

“三书”写好之后，威胁吴光

琼，说些不好听的话，逼迫吴光

琼按手印。 

◎通济镇法轮功学员杨启茹
被骚扰 

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号早上 7

点左右，通济政府人员古军、陈

华英等三人闯入杨启茹家。杨启

茹说：要上街卖东西，古军不让

上街。10 点左右、古军出去，

过一会儿带了一群人来，有警

察、医生、省上的有十多人。杨

启茹只身一人在家，一来就威胁

她，强行量血压。警察不出任何

手续，抄走了，杨启茹所有大法

书、法像、真相币十元、一千多

元的手机一个，手机里有支付

卡，一盒蚊香、随身听三个、平

板视频一个、工资卡等被劫走，

要杨启茹签字，不签字就扣押工

资卡。另一间屋被警察撬开，到

处乱翻。警察还录了像，强行签

字、强行拉杨启茹按手印，还打

杨启茹耳光。◇ 

四川省成都彭州市法轮功学员
叶世芳遭骚扰 

八月三十一号下午三点多点、

家住翠湖路叶世芳遭骚扰，是天彭

街道柳河社区主任徐彬带着两个女

人，打电话问叶世芳在家吗？叶世

芳的丈夫说在。叶世芳听后到家门

外等他们，到楼下院里的亭子，叶

世芳问他们什么事，他们说：没

事，来关心一下。叶世芳说，你们

关押了我三十多天，今天你们又来

了，来了就记住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退出党、团、

队”，才能保平安，话还未说：他

们就走了。 

四川省成都彭州市隆丰镇马牧
河村八组多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 

八月三十日下午两点过，大队

蔡亭带领三个派出所警察到大法弟

子张翠先家中照相，张翠先正在田

里干活。 

他们又到大法弟子雷周兰、雷

周琼家照相。他们没说啥就走了。 

蔡亭在车里没下车。 

四川成都都江堰法轮功学员何
旭群遭骚扰 

八月九日上午，何旭群的丈夫

接到村干部廖志海的电话，说有人

要找他妻子谈一下话，叫他回去告

诉其妻子，何旭群丈夫刚从外面回

家告诉此事不久，就来了三男一

女，拿出手机就要拍照，何旭群立

即阻止了他们，告诉他们不经允许

拍照违法，否则将拒绝和他们谈

话，并请他们离开，来人才不再坚

持拍照，放下了手机。 

过程中，何旭群向来人讲述她

在十年前的一次遭遇，那还是本生

产队干部打了保票的，说到派出所

走一趟，了解一下情况后就回来，

结果被弄去刑讯逼供三天三夜，用

“苏秦背剑”等酷刑折磨。 

那个从成都来的女人恶狠狠地

想阻止何旭群讲述，并叫嚣，再说

就抓派出所去。何旭群告诉她，你

说了不算。这时，她丈夫再也坐不

住了，情绪激动地跟那个女的理论

起来，那女的趾高气扬地叫其丈夫

出去，何旭群立即反问她，你是谁

呀？这是我家，该出去的是你，那

女的气焰才开始收敛。 

何旭群拒绝了签字，冲进房

间，关上房门，不再与他们交谈。

最后来人说了些威胁的话离开。 

四川成都市青白江区法轮功学
员代雪芬和陈讯被骚扰 

八月十五日和十六日，成都市

青白江区法轮功学员代雪芬和陈讯

分别被青白江区大弯“关爱中心”

及成都市政法委、青白江区公安

局、青白江区相关社区挟持到“关

爱中心”，进行所谓的是祛病健身

型还是政治型的鉴别。它们流氓无

赖般的手段、颠倒黑白、动用亲情

劝说，在无果的情况下就露出其邪

恶的流氓嘴脸，强迫签字，否则就

别回去或者所谓的被警察带走关起

来等，威逼利诱，其目的只有一

个，就是让签那个“不反邪党的所

谓承诺书”，给邪党输送能量。 

四川成都市青白江区法轮功学
员向远华被骚扰 

八月十四号下午，成都市青白

江区法轮功学员向远华在家中，听

到敲门声，以为是家人回来了，打

开门一看，来了龙潭社区两个工作

人员，这些人一进门里，不准关

门，进而要求向远华签承诺书，向

远华当然不签，它们就威胁。后来

又上来的五个人，威胁说不签就带

走，其中一人说别别别，给我二十

分钟，其实这就是邪恶的手段。 

最后，向远华在它们那个承诺

书的背面，写上了自己要说的话，

并表示，不会再签或者再写任何东

西。那些人拿着这东西下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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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四

川报道）八月二十五日，成都市成

华区政法委和成都市成华区二仙桥

街道长林盘社区居委员会及成华区

长林盘社区警务工作站的警察，共

计十多个年轻人，突然闯进成都市

理工大学理工东苑家属区张玉春的

爸爸家进行疯狂的违法行恶。 

张玉春是一名法轮大法学员，

她的父亲现年 92 岁，生活不能自

理，基本长期在成都市理工大学东

苑家属区由张玉春照顾。 

八月二十五日中午 12 点半—

13 点左右，张玉春正在喂父亲吃

饭，突然闯进来一群年轻人，有男

有女，十多个人。他们自称是成都

市成华区政法委和成都市成华区二

仙桥街道长林盘社区居民委员会及

长林盘社区警务工作站的警察，他

们叫联合行动。一进房间，其中一

些人，见到客厅墙壁上贴有“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的福字

时，爬上去疯狂地抓扯，一男青年

抓起桌子上的真相台历高声喊叫着

放进他们带的白色包里。其中一女

青年声嘶力竭地叫嚣着：她家肯定

有《转法轮》，快搜房间。 

一帮年轻人冲进卧室里，到处

翻腾，把卧室里翻得乱七八糟，这

时，张玉春的哥哥（当时哥哥和嫂

子也在她爸爸家）看到他们跑进卧

室，起身跟进卧室，看到眼前这种

强盗流氓行为，气愤地大声说：怎

么！要抄家？你们都给我放下！这

帮年轻人才停止做恶。但是，他们

已经把墙上挂的真相挂历偷下来装

进他们的白色包里。 

还有一帮男女青年逼张玉春在

他们写的“拥护中共的一些邪说”

内容中签字，被张玉春拒绝。同

时，又有一帮年轻人，诱骗她家嫂

嫂在用张玉春名字签字，并威胁她

嫂嫂说：你不签字，就把你妹妹抓

走。她嫂嫂吓坏了，被逼吓得签了

字。 

这时，逼张玉春签字的那几个

年轻小伙子连拽带推的把张玉春按

住，并拽着她的胳臂和手，强迫她

按手印。张玉春握紧两只手，抱紧

拳头不按，此时，又上来几个年轻

小伙子连按带推按住她胳臂和手

腕，对着她的手关节就按。她 92

岁的爸爸看到他们这种强盗非法行

为，气愤地大声呵斥，这帮人根本

不理睬，继续做恶。 

当这帮恶人达到目的后，才一

窝蜂地离开。这些被共产党毒害的

年轻人，无知地做恶行为，定会遭

老天的惩罚，他们还有未来吗？真

心希望他们能早日明白真相，认清

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当天灭中共

时，才有美好的未来。 

在这之前，他们还到张玉春父

亲家骚扰过五次，其中有三次都是

十几人，她们没有给他们开门，第

四次是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是

成都市成华区长林盘社区警务工作

站的警察。一进客厅就开始录像，

女的是社区人（戴着口罩），男警

察录完后，社区的女人把男警察的

手机抢过来就对张玉春拍照，他们

两个做恶之后又假惺惺地寒暄了几

句才离开。 

第五次是二零二一年张玉春的

爸爸刚出院，社区来了五个年轻

人，一个男青年，其他是女青年。

口头说叫她不炼法轮功，当时张玉

春给他们几个青年人讲了真相后，

并讲了她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和家庭

受益情况。他们听了后离开。 

之后，成都市成华区二仙桥街

道长林盘社区居委员会一女士。经

常打电话骚扰她妹妹，电话号码：

17743201277，叫她妹去社区用她

姐的名字签字，她妹没有配合。 

正告那些骚扰迫害修炼法轮功

的行恶者，宪法规定：公民有政治

权利、经济权利、信仰自由的权

利。剥夺此权利是违法的。所以，

法轮功在中国完全具有他的合法

性：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已

构成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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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中共警察闯入民宅绑
架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2001 年 1 月 23

日，中共将“天安门自焚事件”的

伪造影片在央视播放，震惊全国，

自焚的惨烈挑起了人们对法轮功的

极端仇恨与恐惧。一提到法轮功，

许多人除了莫名的憎恨之外，就是

不由自主地害怕。 

如果把 21 年前的央视版“天

安门自焚事件”录像画面进行慢镜

头分析，便会暴露出很多疑点，说

明这场“自焚”事件完全是一场精

心布局的预谋与骗局。 

比如，报导中声称自焚是突发

事件,但央视拍摄的镜头却是水平

移动的，镜头紧跟事件发展移动，

远景、近景和特写俱全；被大面积

烧伤的小女孩刘思影，气管被切开

后 4 天就能接受采访并能唱歌；慢

镜头中自焚女刘春玲倒地之前遭受

一个身穿军大衣男子的猛击……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2001

年 8 月 14 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

“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

共当局“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

声明中说：从录影分析表明，整个

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

代表团面对确凿证据没有辩词。◇ 

自焚伪案21年   你知道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