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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厂回族自治县警察骚扰民众 
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六日晚 9 点

左右，陈府派出所付海涛等三名警

察，到马家庙村法轮功学员徐贞芳

家骚扰，付海涛说要开二十大了，

来你们家看看。 

三河市多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 
二零二二年七月初，三河市新

集镇派出所警察，两次到法轮功学

员潘宝中家中骚扰，勒令他到派出

所去，逼迫他放弃信仰真善忍。 

七月下旬，北城派出所警察非

法闯入康景娣家中，抢走她的手机

和电脑，并威胁她到派出所去，康

景娣没配合。 

大约八月十四、五号晚七点，

于雪兰听到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是

两个警察，于雪兰说你们来干啥

呀？他们说我们来采访、采访您，

看您上哪去没有。于雪兰说我能上

哪去呀，他们说没上哪去就得了，

那我们就走了。 

八月中旬，南城派出所警察到

三河市中医院，找正在上班的康景

梅骚扰。 

八月二十四日，南城派出所范

姓、林姓两警察到宋建国家骚扰。 

八月二十日，黄土庄镇派出所

警察到庞秀凤家中骚扰。 

八月三十日，泃阳镇派出所两

个警察到辛宝东家中骚扰，借口说

查看有没有租住房的。 

八月下旬，燕郊镇燕顺路派出

所警察，两次到法轮功学员张学甫

家中骚扰，张学甫没在家，警察说

不许再散发真相小册子。◇ 

谷正海，男，汉族，一九六七

年七月出生，河北青县人。一九八

九年八月开始工作，一九九五年十

一月加入中国共产邪党，在职研究

生学历，经济学博士。二零一一年

八月至二零二二年二月，曾分别任

三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

大厂回族自治县委书记。二零二二

年八月，谷正海被开除公职。八月

二十六日，河北省检察院依法以涉

嫌受贿罪、行贿罪逮捕谷正海。 

其任职期间，迫害法轮功学员

的实例 

谷正海任职三河市期间，三河

市法轮功学员七人被迫害致死，三

十多人在迫害中离世，七人被枉法

冤判，五人被非法劳教，二十六人

被绑架到廊坊洗脑班关押迫害，四

十六人次被绑架到派出所及看守所

非法拘禁迫害，七人被骚扰、非法

抄家等迫害，对这些迫害的发生，

谷正海负有相应的领导责任。 

◎法轮功学员魏书侠，女，泃

阳镇兰各庄村人，多次被非法拘禁

在泃阳镇政府、三河市看守所、廊

坊洗脑班，两次被非法劳教共计四

年半。回家后经常遭到村委会、镇

政府、派出所人员等上门骚扰。在

精神与肉体的巨大承受与压力下，

于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离世，

终年六十二岁。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法轮功学员康景泰、王占青、马维

山和文杰被绑架，康景泰血压高达

二百二，看守所拒收，时任三河市

“六一零”主任的国立臣强令收

押；案卷曾两次被市检察院退回，

但国立臣等无视宪法和法律，不断

施压、力主重判。王占青被非法判

刑六年、马维山和文杰被非法判刑

各五年、康景泰判三缓三。 

谷正海二零一六年十二月至二

零二二年二月任大厂县委书记期

间，继续执行江氏集团的迫害政

策，致使大厂县法轮功学员三人含

冤离世，四人被绑架及非法拘留，

一百七十六人次被骚扰。由于遭受

迫害以及长期生活 

在红色恐怖高压下， 

西马庄村法轮功学 

员郭兰芬、马家庙 

村的法轮功学员杨 

守斌（杨守彬）含 

冤离世。◇           谷正海 

是已经来不及了，僧人最终被

杀。僧人死的当日，法曹吏在路

上还遇到过僧人。后来法曹吏用

百计设祭坛祈祷致歉，都无济于

事，一个月后竟然还是死了。

（出自《稽神录》） 

19 年以来，中共用利益驱使

各级官员，诬陷、冤判信仰“真

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因此，

大量官员遭到报应死亡。为什么

还有人执迷不悟呢？受中共无神

论毒害的人们，只看重眼前利

益，而没有看到危险的一面。◇ 

 

庐陵有一个法曹吏，曾经检举

一个僧人，因歪曲事实导致判他死

罪，案卷上报到州府。一天，法曹

吏的妻子女儿在家中西窗下做针线

活，忽然看见两个穿青衣的兵卒手

里拿着文书从厨房里出来，厉声对

他的妻子说：“告诉你丈夫，不要

冤杀僧人。”于是走出门去。他的

妻子和女儿惊吓出一身冷汗。过了

很才走出来，看看大门，大门紧

闭。法曹吏回来后，妻子把当天所

见的事一一告诉了他。他听后非常

恐惧。第二天他想要偷回案卷，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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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一九九九年七月二

十日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一开始，

河北三河市杨少林就任职新集镇政

法委书记，约二零零六年常万贵成

为这个职务的继任者。他们以中共

官场中练就的政治嗅觉，一直紧紧

追随江泽民邪恶集团，主动主导、

参与迫害本镇法轮功学员。即使杨

少林卸任政法委书记之后，仍然和

常万贵等人一起，积极参与迫害当

地法轮功学员。 

在杨少林、常万贵的直接作用

下，新集镇至少六位法轮功学员被

非法劳教，上百人次被非法拘禁到

看守所、洗脑班、镇政府等，多人

被罚款、被酷刑摧残，甚至威胁法

轮功学员去堕胎。中共不法人员经

常无故绑架、非法关押本镇法轮功

学员，多人次被铐在镇政府院内的

水泥柱子上；罚跪，用笤帚把儿抽

脸，打得鼻青脸肿；夏天被脱光衣

服铐在阳光曝晒下的空调机前，对

着空调机排放出的热气；冬天被扒

光衣服、光着脚背铐在雪地上。 

杨少林、常万贵因积极参与迫

害法轮功，被收入恶人榜。 

杨少林恶人编号：E000016083 

常万贵恶人编号：E000063464 

一、杨少林（杨绍林），男，

1960 年 5 月 1 日出生，原河北三

河市新集镇政法委书记；妻子董彩

秋，1962 年 8 月出生，原三河市

人民商场职工,杨少林家住三河市

滨河院 11 条 9 排 8 号。 

杨少林参与迫害事实简述 
◆二零零一年十月，杨少林主

导在新集镇政府办洗脑班，逼迫当

地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

信仰。被抓去洗脑班迫害的学员，

能够核实姓名的就有 33 人。 

◆六人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四日，杨

少林带多个警察，把张春华和丈夫

潘振芳从家中绑架到镇派出所非法

拘禁；二十七日把张春华劫持到三

河看守所；二十八日早晨，送唐山

开平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 

二零零一年二月十五日早晨，

张春华被劳教回家没几天，杨少林

开大面包车带来了十几个人，把潘

振芳绑架送往廊坊万庄劳教所，同

时被送劳教的还有六十多岁的袁景

星。潘振芳被非法劳教三年、袁景

星一年。几个月后，潘振芳被转送

河北高阳劳教所，受尽了酷刑折

磨，整整三年。新集镇被非法劳教

的法轮功学员还有：潘宝中、侯秀

英、李凤银。 

◆二人被迫害致残 

◎赵桂英，女，六十多岁，三

河市新集镇达屯村人。二零零七年

八月六日，赵桂英被绑架。经医生

检查，她的血压高压 200 多，低压

170，还有严重的心脏病。杨少林

不但不送她到大医院检查，还想送

廊坊洗脑班迫害。从此，赵桂英被

迫害得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刘淑香，新集镇回民村人，

每到敏感日，警察白天黑夜都来骚

扰，给她带来极大伤害。刘淑香身

体出现了蛇疮、心脏病等严重病

状，需要坐轮椅行动，生活不能完

全自理。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八日，

杨少林带人绑架了潘振芳和孟召民

等四人。到了镇派出所，强迫潘振

芳和孟召民脱光衣服，只剩内裤，

将孟召民铐在院子里的水泥柱上，

潘振芳铐在大门外的广告牌上，二

人光身赤脚，踩在雪地上被冻约八

小时，并遭受电击和毒打等酷刑迫

害。 

◆潘宝中张金伶夫妇长期遭到

绑架、骚扰，张金伶还被威胁堕

胎。 

◆张秀敏、王淑兰被绑架进

“洗脑班”强行洗脑。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高继敏被杨少林、常万贵绑架并连

夜送到廊坊洗脑班。回家后，表现

为精神失常，无名的害怕，一有动

静就想往床下钻。 

二、常万贵，男，1965 年 6

月 24 日出生，原河北三河市新集

镇政法委书记；妻子张艳伶，1967

年 1 月出生，原三河市第四小学教

师；常万贵现住阳光小区，老家是

皇庄镇昝辛屯村。 

常万贵参与迫害事实简述 
◆屡屡迫害张金伶一家 

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日，常万

贵尾随张金伶到她公婆家，强行从

她怀中夺走几个月的儿子，把张金

伶拽上车，绑架到镇政府。 

这伙人逼张金伶写不炼功的

“保证书”,打她耳光、对她大

骂、侮辱，派出所所长王振东把她

铐到煤棚子的柱子上,几个月的孩

子被这伙人吓得大哭不止。 

张金伶在派出所被迫害到下午

四点多，没吃没喝、日晒半天，又

惦记孩子，身心俱伤。她一头倒在

地上，身体颤抖、口吐白沫，再也

起不来了。这时常万贵才把手铐打

开，去叫大夫。大夫一量血压，量

不出来。王振东还骂她，给她家人

打电话让接走，叔公打车把她接回

家，恶人勒索她叔公八百元押金。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四日中午，

张金伶在送孩子上学回家的路上被

绑架，被劫持到三河看守所、廊坊

洗脑班迫害一百二十九天，回家不

到三个月常万贵又上门骚扰，又叫

去洗脑班回访，张金伶不去。常万

贵说不行，就得把她送去。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前

夕,常万贵和吴显明带四五个人闯

到张金伶家中,强行要他们夫妻写

不炼功的“保证书”,她不配合。

六月份，贾志学又来她家骚扰；八

月份，又打电话让她去国保大队。 

◆潘振芳的妻子张春华，曾被

非法劳教一年，和丈夫多次被绑架 

到镇政府、派出

所及洗脑班迫

害。在严重迫害

及巨大精神压力

下,于二零一九

年三月六日含冤

离世，时年 61

岁。 恶人杨少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