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网】辽宁省鞍山市大

法学员孙丽华，在二零一九年上

半年坐火车去锦州办事，身上带

的真相材料，被乘警发现，在锦

州被非法拘留 5 天。 

今年一月十九日，孙丽华去

铁东公安分局办理解除“监视居

住”手续时，被非法扣留。 

一月二十七日，孙丽华被非

法逮捕，五月二十六日下午，孙

丽华非法庭审。因证据不足，休

庭。 

七月八日上午 10 点，孙丽

华再次被非法开庭。最后，孙丽

华被枉判 3 年。家属已请律师上

诉到中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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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1 年 9 月中

旬，辽宁省东港市公安局、政法

委把数名法轮功学员抓进洗脑

班，强迫他们放弃信仰。在洗脑

班上，一位法轮功学员对政法委

科长赵玉龙讲真相，告诉他“天

安门自焚”事件是假的，是栽赃

陷害法轮功。赵玉龙避而不答。 

9 月 22 日上午，法轮功学

员又对赵玉龙讲述“天安门自

焚”真相。赵玉龙接过话说：

“‘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

道。这件事发生在 2001 年 1 月

23 日，我们在 1 月 21 日就接到

公安部紧急通知，说 1 月 23 日

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

发生。”法轮功学员说：“看，

他们怎么就知道要发生这件事？

这不是事先策划好的吗？”赵玉

龙知道自己说走了嘴。◇ 

大连金州大法弟子大春被绑架 
九月十二日，在大连市打工的

金州大法弟子大春（女），在外讲

真相（沙河口区李家街派出所辖区

范围）被绑架。请知情者补充。 

康平大法弟子李冰被绑架 被
移交给沈阳国安 

九月二十日晚 6 点多钟，辽宁

康平大法弟子李冰，在班上被康平

公安局镇南派出所警察绑架，晚上

8 点多钟，警察非法搜的他家，同

时也把他妻子带走。九月二十一日

下午 3 点钟，他妻子被放回，李冰

被代国庆移交给沈阳国安。 

铁岭市清河国保和杨木镇派出
所人员骚扰法轮功学员 

九月十四日上午 10 点多，清

河国保人员、杨木镇派出所所长和

九社村村委会人员赵海龙。去九社

村法轮功学员翁玉芝家骚扰，非法

照像。 

刘刚利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第
二女子监狱 

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刘刚利女士

今年八月十六日被劫持到辽宁省第

二女子监狱，目前在二监区（入监

区），家属多次打电话以及去监狱

沟通和家人通话，监狱都拒绝。 

辽宁法轮功学员赵云飞、卢淑
珍被迫害的情况 

赵云飞于本月十六日被刘建

新、郭晓峰等人抄家，大法书籍和

法像被抄走，现已被立案。 

丹东市法轮功学员张明被构陷
至检察院情况 

八月十日上午，辽宁省丹东市

法轮功学员张明在自家楼下被长期

蹲坑跟踪的丹东站前派出所警察三

人以及丹东市公安局国保支队二个

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抢走了大

法书、录音机等私人财物。 

张明被绑架到站前派出所后，

丹东国保支队两个人，站前派出所

一个人，对他进行非法审讯，问真

相资料哪来的，让他说其他的人或

者事，张明没有说。警察当时笔录

内容与事实不符。 

八月十日晚上，张明被劫持到

丹东公安医院检查身体，血压

200，在站前派出所被非法关押一

宿，第二天被劫持进丹东市看守

所。八月二十二日，他被非法批

捕，站前派出所来逼迫他签字。 

目前得知张明已被构陷到丹东

市振安区检察院。 

铁岭市昌图县法轮功学员卢淑
珍、赵云飞面临非法开庭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法轮功学

员卢淑珍、赵云飞于九月十九日在

昌图县法院被非法开庭。 

九月十五日下午，刘建新、郭

晓峰等人抄了赵云飞的家，砸门，

抢走大法书籍。 

葫芦岛市兴城市迫害法轮功学
员刘艳辉等 5 人的责任人 

六月二十八日，辽宁省葫芦岛

连山区法院下达判决，王敬、祖香

春、刘玉华、周立云、刘艳辉分别

被冤判十个月，罚金 2000 元。法

官：张亮； 陪审员：谭斯洋、钱

帮跃、书记员：张悦。 

连山区检察院，公诉人：张孝

金；助理；杜扬 

绥中张小娜被构陷案也是同一

检察官张孝金和法官张亮。◇ 

▲ 今年 9 月 10 日，来自欧洲三十五
个国家、上千欧洲法轮功学员在波兰
首都华沙游行，吁停止迫害法轮功。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辽

宁报道）辽宁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

白雪松、史颜影，被警察绑架、非

法关押构陷一年零八个月，二零二

二年九月十六日第四次被非法开

庭，三位律师做了无罪辩护。 

当天上午九点，立山区法院法

官刘音宣布，接着上次继续开庭。 

公诉人张毅拿出了铁西区陶关

街一个叫乔羽的社区临时工的证

言，说在史颜影家门口见证了警察

对史颜影家的搜查过程，及在楼下

对白雪松的搜车过程。但所谓证人

证言与视频讯问记录的时间都严重

不符，当场被三位律师指出是做假

证，要求证人当庭出庭作证。 

三位辩护人详细的对侦查机关

提供的所谓证据做了客观理性的分

析，指出办案警察逼供不成，就伪

造笔录、证言，剪切审讯视频，构

陷当事人。 

公诉人张毅不顾辩护人质证意

见，依然罔顾国法与客观事实，要

求法院对史颜影、白雪松判重判。 

最后三位辩护人做了强有力的

无罪辩护。法官刘音宣布开庭结

束，等待合议庭结果。 

两家当事人家属现场旁听。家

属找到公诉人张毅，告诉他他的做

法会害了他自己。张毅仓促而走。 

白雪松，男，49 岁，修炼法

轮功后，为人真诚善良，乐于助

人。不管是亲戚朋友还是邻居同行

有困难，即使他自身也面临困窘，

都二话不说地帮助，他是大家公认

的老实人、实在人。然而这样的一

个好人，却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屡遭

迫害，多次被非法抓捕、关押，被

警察非法抄家抢劫数次。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九日，法轮

功学员史颜影在养老院工作期间被

警察绑架，家中电脑、打印机等私

人物品被抄走，史颜影被劫持到岫

岩看守所。第二天，警察绑架了去

史颜影家的法轮功学员白雪松、娄

艳（已回家）。当晚在铁西区繁荣

派出所，白雪松遭刑讯逼供。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立山区法院对史颜影、白雪松第一

次非法庭审，法官刘音，公诉人张

毅。在律师盘点警方所谓的证据过

程中，法官和公诉人很安静地等

待，最后在十一点三十五分还没有

进入辩护阶段，法官就宣布休庭。 

二零二二年一月七日下午一

点，立山区法院第二次非法庭审史

颜影、白雪松，下午两点正式开

始。律师指出公安机关抓捕和扣押

物品的违法事实，并对讯问笔录的

伪造和搜车时的视频损坏做出质

疑。公诉人张毅说经过调查没有刑

讯逼供的事实，并拿出新凑的构陷

材料打算宣读时，现场的视频设备

出现严重故障，开庭没办法进行下

去，下午三点休庭。律师马上要求

阅张毅新凑的材料，张毅不让律师

看，并匆忙离开。 

八月十九日上午九点，史颜

影、白雪松在立山法院被第三次非

法开庭，开庭过程中，公诉人补充

所谓新的证据，造成律师的辩护时

间不够用而休庭。 

九月十六日上午，史颜影、白

雪松在立山法院被第四次开庭。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不顾

多方对“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

无一害”的正面调查报告和上亿人

炼功受益的事实，一意孤行发动镇

压，他裹挟全国各级公检法司机关

人员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致使数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投入监狱、劳教所、洗脑班和精神

病院酷刑摧残、甚至折磨致死。 

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

京、贾庆林、吴官正、薄熙来等积

极参与迫害的三十多名中共高官，

已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被以“反人

类罪”、“群体灭绝罪”和“酷刑

罪”等多项罪名，在五十多个刑事

和民事诉讼案中被起诉。 

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郭

伯雄、李东生等迫害法轮大法学员

的罪魁祸首已遭现世的报应，被判

处重刑，并祸及家人。目前落马的

高官，无一不是背负迫害法轮功血

债的人。卸磨杀驴是中共历次政治

运动的一贯手法。现在，中共对政

法委系统展开“刀刃向内”、“倒

查三十年”的整顿运动，已知违纪

违法政法警察已有近 20 万人被处

理处分，立案审查调查近五万人。 

近二十多年来，上百位律师，

上千场无罪辩护已从法律上讲清了

法轮功真相，充分论证了《刑法》

第三百条及其司法解释完全不适用

于法轮功学员，所谓依法审判实际

上是故意滥用法律强加罪名、枉法

裁判，是对法轮功学员的陷害，是

假法律之名，行犯罪之实。今天的

庭审，究竟谁合法谁犯罪早已一目

了然。为当事人的辩护意义已不仅

仅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更是为了众生不要参与到这场迫害

中来，不要充当拔橛子的人。在对

待法轮功的案件上，请严格依据事

实、法律、良知，做出经得起历史

检验的判决！请将手“抬高一厘

米”，锁紧良知，坚守善念，给自

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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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
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
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 

上图为中共“天安门自焚”
伪案现场图片。汽油燃烧，火温
可达 500 度以上，这样的高温
中，王进东却能稳坐不动，头发
也没烧坏。警察拎着灭火毯，在
他身后等着，直到他在镜头前喊
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他身上。这
不是演戏又是啥？◇ 

你知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