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常德大法弟子刘惠萍在江
西九江被濂溪区国保大队绑架 

刘惠萍，女，今年 61 岁，二

零二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午，在丈

夫家，被九江濂溪区国保大队大约

四、五个警察绑架，为小孩打印学

习资料的打印机和私人手机等被抢

走，具体情况待了解。 

法轮功学员刘惠萍（女，一九

六三年十月九日出生，今年 59

岁），于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中午被江西九江濂溪区国保大队大

约四、五个警察在丈夫家绑架。为

小孩打印学习资料的打印机和私人

手机和 3 本大法书等被抢走，具体

情况待了解。 

刘惠萍的丈夫钟庆淼也是法轮

功学员，正在外面出差。濂溪区国

保大队负责人余良打电话给钟庆淼

问他在哪里，钟说在外面出差要过

几天回来。钟庆淼问余良带走他老

婆有没有传唤证？以哪条法律实施

的？余说：有，是利用邪教组

织…，钟庆淼反问他，国务院和公

安部认定的 14 个邪教组织没有法

轮功，你以这条法律传唤抄家合理

吗？余说电话里面说不清楚，你回

来再说。 

目前钟庆淼儿子只上小学六年

级，家中只有一个 83 岁的老父亲

在带孩子。 

濂溪区国保大队负责人余良手

机：13807929634 

湖南省怀化靖州县公安局恶警
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周爱华家搜查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九点多钟，

靖州县公安局国保教导员范勇、陈

琪、陈警察等共六人没有任何搜查

证件，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周爱华

家中把师父的三尊大法像抢走了。

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讲真相不听，陈

还说“要听共产党的话不要炼法轮

功”。法轮功学员说：“我不听共

产党的话，我只听我师父的话。修

炼真善忍同化宇宙特性。共产党搞

假恶斗，指使你们当炮灰非法入室

搞打砸抢，把法轮功学员周爱华的

左手抓伤了，你们违法犯罪。天要

灭中共，谁也挡不住！你们不要给

这个邪党陪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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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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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五套缓慢优
美的功法动作。  

教人向善  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按照
“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水平。 

使人健康  1998 年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的医学专家对法轮功
学员作了五次医学调查，调查人数近 3 万 5 千人。结果显示法轮功祛
病健身总有效率达 98% 。  

福益社会  1998 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
了数月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年底
向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弘传世界  法轮功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受到各族裔人民的
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
献，获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支持信函 5700 多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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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合法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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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法轮大法已经弘扬世

界 100 多个国家地区。◇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大

陆报道）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二十

多年中，中共各级公安官员、警

察，听命于中共江泽民集团的迫害

政策，直接残害当地法轮功修炼

者，造下天大的罪业，致使他们恶

报连连，或患癌症、或撤职开除、

或落马入狱，或殃及家人…… 

下面是发生在湖南省警察遭恶

报的实例。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国保大队
长曹日诠遭恶报 

曹日诠是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

国保大队长，二零一九年，因新晃

一中埋尸案被判十年徒刑，关进监

狱。曹日诠曾经扬言不信报应。 

多年来，作为怀化市新晃县国

保大队长的曹日诠参与迫害法轮功

学员，仅举三例。 

二零一五年五月七日下午五点

多钟，怀化市新晃县“六一零”姚

敦泽、国保曹日诠，纠集指使大湾

罗乡民政专干田周民共七、八名彪

形大汉，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大

湾罗乡川岩村七十岁的法轮功学员

姚长寿老人家中。姚长寿老人一人

在家，儿女儿媳都在外面打工维持

生活。 

姚敦泽、曹日诠一伙把姚长寿

老人推到一房间，四人把姚长寿老

人按在中间，一人强行拍照；田周

民撬开另一间房门后，三人闯进去

翻箱倒柜，被子等整个房间被翻动

底朝天；田周民看到有一个箱子锁

着，就又把箱子的锁撬烂，抢走了

四十四本大法书，二本《九评共产

党》书、《明慧周刊》、一万两千

元的银行卡等财物。 

二零一四年十月份的一天上午

九点多钟，怀化市新晃县“六一

零”姚敦泽指使国保曹日诠、欧枝

柳，还有一名四、五十岁的男人，

窜到农贸市场靠卖菜维持一家人生

活的法轮功学员姚翠萍摊边骚扰。

曹日诠装模作样，故意买了点菜，

掩盖他的阴谋，当姚翠萍找给曹日

诠钱的时候，曹日诠讲，你的钱上

别有字了，之后，还说了一句诬蔑

法轮功创始人的话，就走了。 

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

四点半左右，法轮功学员杨圭竹到

银湾小区幼儿园接孙子回家，不料

国保恶警曹日诠等三人接踵而至。

曹日诠找到杨圭竹后，就招呼同去

的两人过来，要求杨圭竹配合他们

在她身上取一点血。对此无理要

求，杨圭竹当场拒绝。杨圭竹与这

帮恶人僵持了近一个小时。最后，

杨圭竹被三恶人拖住，两人扯左

手，一人扯右手。曹日诠和同伙将

杨圭竹的左手食指使劲扳直，用尖

锐物猛戳，强行采血。杨圭竹左手

指几乎被折断，疼痛了好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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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一手提着灭火毯，专等着王

进东呼喊口号。此时的王进东身

上已根本没有了火焰，盖灭火毯

纯属多余。武警等待的是中共特

意给王进东准备好的台词：“宇

宙大法是世人必经之法”。 

这句话在法轮功的所有书籍

中找不到，是中共为栽赃法轮功

专门搞出来的台词。武警等他喊

出这句话，才盖灭火毯。央视在

报道这起伪案时，理智的人一看

那画面就明白了：这自焚演的得

太象电影了，这哪是自焚啊，不

是在演戏吗？（文/掸尘）◇ 

中共的新闻充斥着造假。其实，在

中共历史上，迫害百姓时，其造假

比比皆是，特别是，中共对法轮功

迫害的 22 年中设计过多少摆拍

啊。 

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共一手导演

的天安门自焚了。2001 年 1 月 23

日，中共为挑动民众仇恨法轮功，

特意在天安门广场上演了一出自焚

的闹剧。事后证明，这起自焚完全

是一场骗剧。单就第一个点火自焚

的王进东来讲，中共央视播放的镜

头显示，王进东的棉衣裤子都被烧

烂了，可他的头发却完好。两腿间

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大火中也丝

毫没有变形。 

王进东交叉着双腿坐在地上的

姿势及手势完全违背法轮功学员打

坐的姿势和手势。而他背后的武警

却站得笔直，没有紧急灭火的状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一

月，中国中东部多个省市出现入

冬以来范围最大、强度最强的一

次降雪，导致各地交通受阻。中

共诸多媒体借此纷纷展示大陆交

警所谓“送温暖”的画面，但很

快有网友以现场视频证实，交警

的“送温暖”只是摆拍。 

视频显示：视频中只见交警

“定格”，手持保温瓶给司机倒

热水，司机亦相当配合，将头和

手伸出窗外，拿着大水杯接水。

旁边有三个工作人员在镜头后向

交警抛雪，制造“暴风雪特

效”，同时还有人在一旁喊着

“雪不要停”。为了画面效果更

好，摄制团队还特意为交警准备

一个增高台，让交警伸手就可将

物资交给坐在大货车上的司机。 

现在越来越多的民众明白了

“雪不要停”与“喊完再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