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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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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迫害 11 年多的南票区法轮功学员刘全旺再次被绑架 

2022 年 8 月 19 日早上

5点左右，葫芦岛南票区打渔

山季屯派出所四、五名警察

上门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刘全

旺，并非法抄家。当天早上

被绑架的还有法轮功学员崔

兵和张爱民、董艳红夫妻。

崔兵和董艳红现在被非法关

押在葫芦岛看守所；刘全旺

和张爱民被非法关押在兴城

看守所。此次绑架是因为

2022 年 4 月 7 日，他们去南

票区高桥镇田屯附近发真相

资料----告诉人们怎样能躲

过这场大瘟疫，而被不明真

相的村民恶意举报。 

下面是发生在刘全旺身

上的真实故事，看完之后，

相信您也会觉得这样的好

人，没做任何坏事，不应该

被迫害。希望善良的您能关

注此事，帮助这几位无辜受

难的好人。 

 
 

刘全旺是葫芦岛市南票

矿务局小凌河矿职工，2006

年，他买断 21 年工龄得到 2

万多元钱，花了近 7千元买

了一个住了 12 年的 40 平的

楼房，卖家叫张秀荣。当时

刘全旺没将房子更名，结果

张秀荣八十多岁的时候，赶

上棚户区改造，要分新房需

要更名手续。张老 

爷子说那个没更名 

的房子是他的，不 

是刘全旺的。本来 

民间协议在法律上 

是生效的，打官司 

准能赢，但刘全旺考虑张老

爷子八十多岁了，活这么大

岁数不容易，又有心脏病，

别因这事气坏了，打啥官司

呀，命比钱重要。就把房票

给了老张头，自己去租房住

了。当年购房的 7千元钱的

事也不了了之了。知情者都

感叹刘全旺“有境界”。 

“有境界”的事还有很

多，刘全旺是矿上公认的好

人，有一次，刘全旺所在的

矿下煤口堵了，全矿二百多

放炮人员都躲起来了，都知

道那是危险活，当时矿上领

导开车一家一家去找，没找

到一个人去。找到刘全旺

时，他二话没说，冒着生命

危险连续干了三个班，共 24

小时，从上面爬到下面不知

多少趟，单位说给他加钱，

可到开工资时一分也没给多

开。刘全旺对此毫无怨言。 

 

 

 

刘全旺曾因长期在煤矿井

下工作而得了各种疾病：矽肺

病，风湿关节炎、胃溃疡、心

脏病……一天三把药，吃药跟

吃饭一样成了家常便饭。饭热

了冷了都不能吃，吃了就胃

疼，矽肺病导致呼吸困难。小

凌河煤矿职工医院是他常去的

地方，有四个主治医生都是他

的至亲，这些亲人大夫们给他

开了很多药，也试了很多偏

方，都没见效果。当年 30 多

岁的他，被病魔折磨得对生活

失去了信心，一次，看到有一

辆拉煤的卡车经过，他跑到道

中间想让汽车撞死。司机急刹

车，只差半米就撞上了。 

1996 年，法轮大法传到

了南票区，刘全旺只学了三个

月，身上的病就全好了，真是

无病一身轻。不仅病没有了，

原来的不良习惯也没有了。上

文提到的事，就是他在修炼之

后做的。 

(转下页) 

让房 

从“寻短见” 

到无病一身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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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九死一生 

1999 年 7 月 20 日，江泽

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刘

全旺只因对坚持“真、善、

忍”的信仰，却经历了三次劳

教、一次判刑，无数次的拘留

共计 11 年多的迫害，被用过

各种酷刑：狼牙棒打、死人

床、抻刑、吊铐、背铐，电

棍、高压电棍、手指被钉牙

签、灌大便、浸尿池、蚊咬、

蹲军姿、手铐被铐的进到肉里

不过血、关进“小号”、不让

睡觉如厕、坐小凳等…… 

以下仅举在葫芦岛教养

院、北京团河劳教所和盘锦监

狱被迫害的几个片段。 

在葫芦岛教养院遭受

残忍折磨 

2000 年有一次，葫芦岛政

法委和“六一零”（专门迫害

法轮功的机构）操控出动了

100 多个防暴警察，戴着头盔

手里拿着一根或二根电棍，一

米多一个警察排了两道人墙，

从严管队门口一直排到管教

科。刘全旺、陈德文、张旋，

赵连新、何凤华、李学民六位

法轮功学员被这两排警察电了

一路，走到哪就被电到哪，一

直电到管教科。 

这六位法轮功学员被分别

关在六个房间，一个房间有十

多个警察电击和毒打他们，并

逼问：还炼不炼，服不服从管

理。从晚上一直被折磨到第二

天早上，过程中使狼牙棒、

皮带、鞋底子，拳打脚踢，

六个人的头都被打肿了，被

打成了一个模样，只能听声

音才能辨别是谁。 

刘国华等警察把赵连新

的裤子脱掉，用电棍捅私

处，将电棍插入肛门，折磨

的死去活来，警察仍不罢

休，用冷水泼在他身上，接

着电，致使赵的头胀得象要

裂开似的，头上到处是青

紫、瘀血，眼睛肿得连缝都

没有了，惨不忍睹。第二

天，管教科那些警察，不由

分说又挨个进行血腥迫害，

电棍电…… 

这种灭绝人性的迫害持

续到第四天。轮到要打刘全

旺时，管教科长举起电棍

问：“刘全旺我们这样对待

你，你恨我们不？”刘说：

不恨，我师父说了，不爱你

的敌人你都圆满不了，何况

我们又不是敌人，我们既没

有杀父之仇，又没有夺妻之

恨。镇压是江泽民发动的，

你们是警察是吃这碗饭的，

只是不了解法轮功真相，被

谎言蒙蔽了才这样对我们

的。科长一听这话，把举起

的电棍扔到了床上，对刘

说，你回去吧！从此后，刘

全旺没再挨打。后来管教科

科长看到是专门迫害法轮功

的刘国华的电话都不接了，

不再配合打法轮功学员。 

（转下页） 

法轮功在中国一

直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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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相关书籍资料合法。依据中国

法律，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

的。 

中共导演“天安门自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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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就是，你可别用手指指我

呀，刘知道是副队长丁文学和

这些警察说了那次的情况。 

在北京团河劳教所遭

受的迫害 

团河劳教所对所有拒绝放

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都实施

“吃饭减半，不给发棉衣、棉

裤、棉鞋、棉帽”的迫害。有

一次冬天下大雪天，寒风刺

骨，警察指使几个犯人把刘全

旺从楼上拖下来，扔到雪地里

推倒，把刘的上衣撩起来露出

肚皮，在肚皮和双手上放上冰

雪，双脚上的袜子被脱下来冲

着北风吹，不知过了多久，他

双脚上冻出了很多大泡，在这

种情况下还强迫他跑步。 

夏天，所有不转化的法轮

功学员在中午最热时，被强制

跑一千五百米至二千米，跑完

后，站在已被太阳晒的直烤人

的墙边的地方暴晒，渴啥样也

不让喝水。有的法轮功学员被

晒的晕倒。 

有一次在三大队，警察叫

（接上页）有一个警察是

信耶稣的，对刘全旺说，今天

你们的被迫害和当年耶稣的被

迫害都是一样的，是历史的重

演。他说：你们就象耶稣一样

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 

法轮功学员陈德文，男，

终年 57 岁，辽宁省绥中县葛

家乡陈村人。2001 年 3 月 11

日被辽宁省葫芦岛市劳教院警

察用电棍施暴致死，而警察对

外称陈德文是死于心脏病。教

养院院医恶警王大陆，对陈德

文等四人灌食时在稀食中放了

一袋一斤的食盐。 

有一次，副大队长丁文学

把刘全旺叫到办公室谈话，说

些诽谤法轮功的话，刘全旺用

手指着他大声地对他说：这不

是你说的。丁立即就趴倒在桌

子上，像死人一样，脸色煞

白，有十来分钟一动也不动。

刘全旺看了一会，心里想，可

别死了呀。就这一想，丁就会

动了，对刘说，你回去吧！后

来再有警察找刘谈话，第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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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犯人把小便池下水处堵

上，放半池子多水叫犯人站一

排往里浇尿，把刘全旺按倒在

小便池里，警察用脚踩着刘的

头浸泡在尿水中，使刘透不过

气来。 

刘全旺绝食反迫害，警察

有一天对刘说，今天给你灌点

营养的，灌完后警察带刘回来

的路上，不断的呕吐，后来刘

听犯人说那个所谓的“营养”

灌的是大便汤。 

有一次刘上厕所，还没来

得及小便，魏红涛等几个人就

冲进去把他拖出厕所，一顿毒

打狠踢。二零零三年八月集训

大队恶警操纵恶人把他的手、

腿连头都捆绑在小椅子上，几

天不让他睡觉，也不让上厕

所，大便都拉在了裤子里。 

在辽宁省盘锦监狱遭

受的迫害 

盘锦监狱的大队长韩岩，

有一次用两根一百五十万伏高

压脉冲电棍电击刘全旺时，头

顶一根脚下一根，（转下页）

动脑筋：这可能吗？ 
从央视播放的“天安门自焚”镜头中看到，

王进东在自焚时衣服已被“烧”焦，但最易燃烧
的头发大部分完好，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
也翠绿如新。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汽油着起火
来，能达到 500 多度，人在这汽油大火中不用一
分钟，就能被烧死。然而，北京警察却能在这一
分钟内极快地做出 3 件事：发现有人自焚、开车
取来灭火器和灭火毯、将火扑灭把人救出。这可
能吗？再说，王进东稳坐不动，声如洪钟似的喊
口号。且不说这是 500 度高温的汽油之火，即使
将手伸进 100 度的沸水中，也不会“岿然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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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电击时像重钟击顶一样，浑身像爆

炸一样，一边电还往身上泼水。刘全旺说那种

痛苦真是生不如死，电完后已不会走路了，被

犯人抬回了监室。经历过一百五十万伏电棍

后，以后再用小电棍在刘全旺的身上好像没啥

反应了，像蚊子叮咬的感觉，每次电他，他都

直视警察，警察被吓得收回电棍。 

 

刘全旺的心声 

听过刘全旺经历的人，都为他伤心落泪。

可当有人问他，你恨那些参与迫害你的人吗？

他却说，有啥恨的？他们是被谎言蒙蔽的，因

迫害我与其他法轮功学员造下了很大罪业，如

何偿还呢？我为这些不明真相还在参与迫害的

人哭泣！如果我的遭遇能唤醒公检法司的人

们，使他们能明辨善恶，停止迫害，为自己也

为家人选择一个好的未来，我无怨无恨。我虽

然遭了 11 年多的迫害，我是幸运的，能够活

着走出监狱，还有那么多没能活着走出来的法

轮功学员呢。 

刘全旺所遭受的迫害只是千百万个被迫害

的法轮功学员中的冰山一角。当良知遭遇邪

恶，你是选择良知还是选择邪恶，是对每个人

心灵的拷问。迫害终究会有结束的那一天。在

此，正告那些执法犯法、草菅人命的警察，善

恶有报，佛法无边。所有迫害过善良的大法弟

子的公检法人员几乎都因事后在自己身上发生

的事而明白了什么叫“天惩”。纵观中外历

史，所有参与迫害善良、充当打手的人从来都

没有逃脱过法律的制裁，只是迟早的问题。 

迫害法轮功已经持续了 23 年，法轮功真

相讲了 23 年。刘全旺他们发真相资料，是用

这种方式告诉父老乡亲：在目前的瘟疫中， 

认可“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且

“三退”（退出党团队）的人会留下来。没有

“三退”、不抹去“跟党走”、“把一生献给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

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

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辅以简单优美

的五套功法，使人道德升华，身体健康。 

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获各

国各界褒奖、支持议案和支持信函 5700 多

项。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

40 种文字，在全球传播。《转法轮》是当代译

成外文语种最多的中文书籍。 

“书中阐述了‘真、善、忍’的道理，讲

明了宇宙的来源和人生的目的，从本质上说明

了疾病的起因，并给修炼者指出了解决之道。

语言浅白、通俗易懂，内涵博大精深。未读

《转法轮》，做人有遗憾。”这是读过《转法

轮》的人发出的肺腑之言。◇ 

党”的毒誓的人，就会在这场瘟疫中兑现誓

言，真的会把生命献给了党，做了陪葬。刘全

旺他们是在救父老乡亲走出劫难啊！ 

23 年来因为迫害大法而遭恶报的例子不胜

枚举。而因为善待大法得福报的例子更多。在

佛法蒙难之时，如果谁对大法和大法弟子心存

善念，甚至伸出援手，神佛一定会给其福报。 

盼望善良人都能善待大法弟子，呵护善

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有一个正义的立场，

并因此而为自己和家人及子孙后代积福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