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

四川报道）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

法轮功学员周云秀，上个月被新

都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她已提

出上诉。 

五月十二日，成都龙桥派出

所警察闯入周云秀租住房，非法

抄家，并绑架了周云秀，之后将

她构陷到新都区检察院。 

七月份，新都区法院告知周

秀云的辩护律师要视频开庭，被

律师严正拒绝。后双方商议等疫

情稍好再公开庭审。八月十七

日，新都区法院与周云秀的律师

开庭前会议，并定于八月十九日

上午九点正式在新都法院开庭。 

据悉，在法庭上，周云秀指

出，修炼法轮功是宪法赋予公民

的合法权利，不构成犯罪；自己

拥有法轮功资料都是合法的。 

八月中旬，新都区法院对法

轮功学员周云秀非法判刑三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周云秀

现仍被非法关押在成都市新都区

看守所，她已提出上诉。◇ 

成都法轮功学员周美华被骚扰 
从二零二二年八月十八日到九

月二十二日，社区多次打电话和上

门骚扰法轮功学员周美华及家人，

因一直找不到周美华本人，就到她

先生的工作单位找她先生陈孝洪。

严重干扰合法公民的正常生活。只

留下社区电话，但不说姓名。 

成都市法轮功学员陈嶶民被绑
架到市政法委成华区“关爱中心”
迫害 

九月二十一日早六点多，有恶

人在法轮功学员陈微民家周围走

动，七点多，一大帮人闯入陈嶶民

家，说是了解是否打疫苗，有人就

抄家抢走打印机、电脑、大法书、

真相币、手机等私人物品，后将陈

嶶民绑架到青龙派出所非法审问。

后把陈嶶民又送到成华区“关爱中

心”（洗脑班）强制洗脑迫害。 

在这期间，陈嶶民的儿子被派

出所叫去审问过，当天就放回家

了。由于疫情期间，青龙派出所免

于对陈嶶民的“处罚”，二十三号

凌晨两点，陈嶶民回家。 

成都新都街道、新都泰兴所谓
关爱中心一行四人骚扰法轮功学员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街道、新都

泰兴所谓关爱中心一行四人于二零

二二年九月二十日上午到易鸿如上

班处西油科技园大厦骚扰。中午

12 点半都还在无理纠缠，目前是

否自由情况不明。 

成都新都所谓关爱中心人员骚
扰法轮功学员及家属之恶行 

据悉，四川省成都市新都所谓

关爱中心带路的 103 厂保卫科长

王 x 国，他们自称政法委，四处乱

窜，专事骚扰法轮功学员及家属之

恶行。在正念下易同修于中午 12

点半已获自由。 

正告那些被邪党利用的走卒早

日清醒，不要行恶迫害好人，悬崖

勒马赎回未来。 

四川成都都江堰大法弟子马春
蓉被非法“取保候审”回家 

马春蓉，女，五十多岁，据知

情人讲：今年八月九日，她被当地

派出所绑架，被非法搜身，包里有

几十份救人的真相资料和几百元真

相币。在非法取证时，警察强塞一

包东西放在搜出的资料里，陷害

她，强迫她指着拍照，警察违法取

证。她被异地非法拘留半月后，

“取保候审”回家。 

四川省眉山法轮法轮功学员王
学珍被绑架和构陷到法院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三位

眉山市女法轮功学员王学珍、梁学

彬、刘某某在眉山步行街相遇。王

学珍给了梁学彬一张光盘，被恶人

照了像。后被绑架，放回。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东坡区公

安警察又把法轮功学员王学珍叫到

公安局去，再把王学珍送到检察院

签字。后把她放回家。 

二零二二年八月底又叫王学珍

的儿子带着母亲，先到眉山东坡区

公安局，再到检察院，说王学珍给

另外两个法轮功学员洪法，给抓她

的公安警察讲法轮功真相，就这两

点给她定罪。要法轮功学员王学珍

在三张纸上签字按手印，就放回了

家。 

过了几天，检察院又找到王学

珍和她儿子，又是签字、按手印，

并且说：九月份法院要开庭，要王

学珍准备好。 

四川省宜宾市法轮功学员邓玲
被批捕 

九月一月，四川省宜宾市法轮

功学员邓玲被非法批捕，现被关押

在宜宾市看守所。由于疫情管控，

律师暂无法会见，详细情况后续等

律师会见后再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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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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
料 都 可 以 从 互 联 网 上 免 费 下
载。海外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
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伊
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书籍，并
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
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
关的词汇都设成敏感词，就是
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 



 

  

话，让转告杨云霓约个时间在外面

拍个照。 

八月十六日杨云霓给莫警察打

电话，莫警察讲“街办要与你见个

面，你看在哪个茶铺？拍两张照，

拍了照就说明与你见了面，要完成

这个工作。”杨云霓非常和善地在

电话里重点从法律角度给她讲这种

见面是歧视性见面，法轮功没有违

法，给她讲清他们做这种事的利害

关系和卸磨杀驴的道理，明确告诉

莫警察：”不见面，见面配合你们

就是在害你们”。莫警察听明白

了，懂得是真心为他们好，连声说

“谢谢”！最后说“我把你的意思

给街办转达”。◇ 

能给你开门，你们突然来敲门是私

闯民宅，我要控告你们”。他们态

度软下来，然后杨云霓和善地说：

“你们把电话号码给我，过几天我

给你们打电话”，然后他们告诉了

街办办公室的电话。杨云霓问男子

贵姓，回答姓孙。让杨云霓约个时

间，杨云霓说“下周四”，他们同

意，还说“也可以在外面见面”，

之后他们一伙（包括过道上一直在

看手机的人）离开了。 

六月二十九日，杨云霓打电话

过去，本来想电话给姓孙的讲真

相，办公室一女士接电话，说姓孙

的出去了。第二天再打，也被告知

姓孙的出去了。那就不再理会了。 

八月十二日，辖区黄忠派出所

女警察莫警察给杨云霓的丈夫打电

【明慧网】二零二二年六月二

十三号上午 10 点过，成都市茶店

子街办和同善社区一伙人，突然来

敲成都市法轮功学员杨云霓家的

门，杨云霓听到敲门声不同寻常，

估计是社区街道之类的人在敲，没

有开门，他们敲了很久。 

果然不出所料，杨云霓走到阳

台去看外面，过道上站着两个中年

男子，在低头看着手机，明显是与

敲门的人是一伙的。杨云霓隔着门

听，一男子说“我们来看你”，杨

云霓说“不需要你看”，并问“你

是谁？”门外一女子答道是社区

的。男子又说“要与你搭建一个平

台，我们不会对你干啥，这是我们

的工作，你开一下门”等等。杨云

霓说“这不是你的正常工作，我不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四

川报道）从七月至八月初，成都市

温江区约有超过 18 名法轮功学员

遭中共人员骚扰。 

二零二二年七月以来，四川省

政法委“610”、成都市政法委

“610”及温江区各派出所、街道

办、居委会等各级人员，打着所谓

“确保二十大召开维护治安稳定”

的幌子，不断上门骚扰、威胁温江

区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 

这波骚扰共同特点是，一行

八、九人甚至十多人，强行进入法

轮功学员家中，抄走大法书籍、抢

走师父法像，并逼迫写“保证

书”、“承诺书”、“情况说明”

等，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背

叛师父、违背学员意愿的材料。法

轮功学员向上门骚扰的人员讲真

相，有恶人叫嚣：“闭嘴，我们就

是四川省来的！成都市派来的！专

门抓你，走司法程序判刑！” 

法轮功学员拒绝配合，恶人便

强行拽着学员的手腕、掰开指头，

在恶人事先写好的“三书”上强行

按下指印。有的法轮功学员手腕被

拽得青一块紫一块，有的被掐破

皮，恶人还叫嚣：“你们敢上网写

文章揭发我们，我们还会来上门报

复！”然后拿着盖了“假”指印的

纸去邀功。 

据不完全统计，二零零二年七

月至八月初，温江区有超过 18 名

法轮功学员遭中共人员上门骚扰，

涉及到温江区踏水镇、万春镇、公

平街道、永宁街道、涌泉街道、柳

城街道、天府街道等地方。 

认清成都市政法委这波骚扰的
手段与伎俩 

二零二二年八月以来，成都市

疫情刚刚缓解一点，成都市政法委

就亟不可待又开始骚扰法轮功学

员，在成都市等多地搞所谓的在承

诺书上签字。所谓承诺书的内容大

约为：“1、不反党、不反社会主

义，2、不信法轮功，3、不宣传法

轮功。”恶徒们叫嚣要在邪党二十

大前要把所有在他们黑名单上的法

轮功学员都“过”一遍。 

这波骚扰行动，成都市政法委

动用了众多的单位和人员，包括：

成都市政法委、“610”人员及新

津洗脑班人员，而新津洗脑班人员

早在二到三年前，就在成都市各个

区县都办起了洗脑班分部（或美其

名曰“关爱中心”）；各个区县的

政法委、“610”人员及当地洗脑

班人员，国保（政保）队人员，

乡、镇、街道办人员，社区人员，

司法所人员，各个派出所人员。 

参与这波骚扰行动的恶人的伎

俩有：十多人一起闯到社区或者到

家里，将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派出

所，甚至将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一起

绑架，利用亲情威逼、或者殴打法

轮功学员，以此逼迫签字；也有骗

家属签字，再强拉法轮功学员的手

摁上手印；也有用激将法，拿出一

张空白纸，对法轮功学员说，又不

强迫你签字，让法轮功学员写法轮

功好的内容、签字、摁手印，他们

拍照、录像，然后拿着有手印的纸

张去 P 图，就这样伪造法轮功学员

已经签字的证据。一方面拿着去向

上级交差领赏，另一方面拿去欺骗

其他还未签字的学员，说“你看谁

谁谁都签字了”，以动摇其他法轮

功学员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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