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内

蒙古报道）赤峰市元宝山区太平地

七旬法轮功学员岳淑霞两次被非法

判刑，刑期累计七年；于二零二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与女儿同时被非法

抄家、绑架，身体出现严重病状，

几乎失明，二零二二年六月六日含

冤离世，终年七十三岁。 

岳淑霞是赤峰市元宝山区太平

地人，她曾患有眼底炎、气管炎、

胃炎、结肠炎、关节炎等几种疾

病，自从二十多岁起，几乎没有离

开过药。她家庭也很不幸，大儿子

患有精神分裂症，因而儿媳办了离

婚手续，给她扔下一个孙子扬长而

去。一九九六年岳淑霞修炼大法

后，她身体健康了，严格用“真善

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

人。家人也跟着受益，大儿子的病

也好了，也能出去打工赚钱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流

氓集团发动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

的人权迫害，一夜之间，全部媒体

铺天盖地的抹黑法轮功，整个国家

机器开足马力的打压法轮功。岳淑

霞仅仅因为坚持和捍卫自己的信

仰，被非法监视、跟踪、窃听、抄

家、拘捕、关押、转化、两次被非

法判刑，刑期累计七年多。她就是

因为说真话，遭到惨无人道的迫

害，精神与肉体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痛苦与伤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法轮大法被诽

谤诬陷，为使世人明白真相，岳淑

霞坚持向世人广传真相，二零一二

年四月十五日大早，元宝山区公安

局国保大队王贺然等一帮恶徒，闯

入岳淑霞家，开始打砸抢，王贺然

摔坏大法师父法像，恶徒们抢走大

法书籍等。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四日晚，岳

淑霞女儿李秀荣（四十岁）在散发

大法真相资料时，被邪党谎言毒害

的恶人诬告，西露天派出所出动警

察开始跟踪李秀荣。西露天派出所

警察又打电话给元宝山区公安国保

大队，四月十四日晚，警察非法对

李秀荣抄家、绑架。那些警察暴力

审讯李秀荣一无所获，开始威胁李

秀荣上初中的孩子，逼供孩子交代

她妈妈的资料是谁给的。在警察的

恐吓下，年幼的孩子说出真相资料

来源于她的姥姥，十五日大早警察

绑架了李秀荣的母亲岳淑霞。又把

岳淑霞母女俩绑架到平庄看守所。 

一、在平庄看守所遭受的迫害 
在看守所，岳淑霞不听警察一

切要求与指使，不穿号服、不背监

规，她炼功，遭到警察恐吓和辱

骂，看守所有一个恶警叫张世民，

每次看见岳淑霞炼功，就破口大

骂，又敲窗户又踢门。岳淑霞不为

所动，始终坚持背法、炼功。岳淑

霞和看守所所有监号的犯人都和睦

相处，处处为别人着想，累活脏活

抢着干，在法轮功学员没进监号之

前，每天犯人轮着擦地打扫卫生，

自从岳淑霞进去以后，天天帮助其

他人擦地打扫卫生。犯人都特别感

动。岳淑霞把自己当做修炼人，不

忘救人的使命，给每个犯人讲真相

劝三退。每进去一个新犯人她都不

会错过机会，给犯人讲大法真相，

大多数人都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 

在看守所，不管冬天夏天每天

都是两顿饭，那里的条件极其坚

苦，每个人一顿给一块玉米干粮，

早上给一点咸菜，中午是菜汤，一

个人只给一快玉米面干粮，如果家

里没人管的、不给存钱的，根本就

吃不饱。那真是三根肠子闲两根

半，让你饿不死、活受罪。如果犯

人家庭条件好的都不吃那里的饭，

都用高价订餐。看守所半个月让人

定一次货，可以买洗漱用品、买吃

的用的，价钱特别的（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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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 前 哨 》 杂 志 曾 刊 登
“ 江 泽 民 终 生 后 悔 的 两 大 事
件” ，揭 示了 江泽 民的 自认 告
白：这辈子做过两件愚蠢之事，
一是美国轰炸南斯拉夫时，下令
中国大使馆人员不能撤退。二是
打压法轮功。 

权力欲、妒嫉心极强的江泽
民，认为炼法轮功的人太多，是
在和党“争夺群众”。同时，法
轮功学员的高尚道德，反衬出中
共的一切不正，也是江泽民不能
容忍的。 

1998 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
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
对法 轮功 进行 了深 入的 调查 研
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
利而 无一 害” 的结 论， 还提 到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
天下 ”的 古训 ，江 泽民 大为 不
悦。此后，江泽民及其党羽不断
制造事端，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
常委的反对，于 1999 年 7 月 20
日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 

中 共 的 本 质 是 “ 假 、 恶 、
斗” ，与 法轮 功的 “真 、善 、
忍”是根本对立的。中共江泽民
集团迫害法轮功，是其本质决定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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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进东稳坐不动，声如洪钟似的
喊口号。 



 

  

（接上页）贵。岳淑霞把买来的好

吃的、还有咸菜自己都舍不得吃，

拿出来让没钱的人吃。有一次警察

告诉各个监号，有人要来参观，要

每个人都要坐好。不一会听见很多

人走了过来，岳淑霞两腿双盘单手

立于胸前，有的同修也两腿双盘单

手立于胸前，发正念除恶。每个监

号的门和窗户全部打开只有铁栏

杆，不知道是哪个部门哪个单位的

来了很多人。还有人扛着录像机

的，走到岳淑霞监号门前，她们看

见有几个法轮功在那里发正念，听

见有问：这几个人在干什么呢？听

警察说她们是炼法轮功的，有人说

到这里她们还敢炼功呢？胆子真

大。 

还有一次看守所逼迫每个监号

都学一种什么气功，乱七八糟好几

种和在一起的气功，逼迫每个人必

须得学、必须得练，每个监号打开

电视从电视上统一学，一个监十几

人，警察让每个人站在地上，排两

行队。岳淑霞和其她三个法轮功学

员不但没有下地，反而双盘打坐，

单手立于胸前发正念除恶。来了几

个警察又喊又骂逼迫她们学，无论

警察怎么骂、怎么喊，每个法轮功

学员都不为所动。法轮功学员们都

清楚地知道，学这种附体功是在害

人、在毁人，恶徒想用这种附体功

来毁法轮功学员，绝不让他们的阴

谋得逞。警察连喊带骂一阵子，一

看也没有什么效果，都散去了。连

续几天，看守所的警察看没有一个

法轮学员学，从那以后看守的警察

再也不放附体气功录像了，也不逼

迫人们学附体功了。 

二、在内蒙古女监遭受的迫害 
岳淑霞在平庄看守所被非法关

押七个多月，在没有任何程序的情

况下，法院对岳淑霞非法判刑三年

半，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下旬的某一

天，岳淑霞和两个同修，被戴上手

铐脚镣被劫持到内蒙古女子监狱。

逼迫体检，体检完以后送到了监

狱，把岳淑霞她们送进攻坚组。 

攻坚组是迫害大法弟子的魔

窟，惨无人道。法轮功学员每个人

被关进一个房间里，有两个包夹、

挑选的包夹都是心狠手辣、打人敢

下手的。岳淑霞被关到一个房间，

有两个包夹一个罪犯叫赵清、一个

罪犯叫李晓兰，是最邪恶、打人最

敢下手的。一进去就逼迫背监规，

逼迫量血压吃药的罪犯叫刘晓红，

极其邪恶。用这种手段逼迫法轮功

学员吃不明药物，不吃就拳打脚

踢，几个罪犯抓着往嘴里灌。早上

吃完饭，逼迫所有法轮功学员看诽

谤诬陷大法的录像。看完录像后，

攻坚组狱警康建伟迫害法轮功学员

极其残忍，张口就骂举手就打，有

一个六七十岁的法轮功老太太一脚

被他踢出去撞在门上，把门都撞碎

了，他问每个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

的认识。如果法轮功学员证实大法

好，就遭辱骂或拳打脚踢，让包夹

看着体罚。 

有一天康建伟到关押岳淑霞的

屋里，问岳淑霞对法轮功的认识，

岳淑霞证实大法，遭到康建伟的拳

打脚踢辱骂。两个包夹也一拥而上

对岳淑霞大打出手，两个包夹一会

扇耳光一会拳打脚踢。康建伟告诉

两个包夹，只要她不转化就让她成

天成宿地站着体罚。如果不好好站

着你们就给我打，遭到两个包夹无

休止施暴的迫害，腿脚都肿起来

了，身体承受到了极限，强迫岳淑

霞吃不明药物。马上要过年了，把

岳淑霞分到二监区。 

到了二监区逼迫岳淑霞出工干

活，搓围巾的穗，定任务一天搓几

块，定的任务非常高，如果在车间

到收工时还搓不完，就逼迫带回监

舍在监舍里半宿半夜地搓。二监区

管法轮功的队长叫王爱春， 

王爱春让犯人看着岳淑霞，等

她收工回来，不让她随便走动不让

出屋。天天逼迫她吃不明药物，岳

淑霞拒绝吃不明药物。遭到王爱春

的辱骂与殴打，逼迫她站着体罚。

后来又把她转到六监区，到了六监

区还是逼迫她出工。包组警察队长

还逼迫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岳淑霞住

宿上上铺。上床还得爬梯子上。一

个监区三四百人，没有一个六十多

岁逼迫上上铺去住。根本就不把人

当人看，这也是一种无形的迫害。 

三、持续的迫害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二日岳淑霞

刑满出狱，但在赤峰 610 的胁迫

下，前进路派出所警察、村委会的

协同，岳淑霞未能回家就被劫持到

赤峰洗脑班继续迫害。 

岳淑霞、杨翠玲、王艳昕，于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五日到喀喇沁旗

所管辖的乡镇村落传播法轮功真相

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而被喀

喇沁旗公安局国保警察绑架。二零

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临近四点

时，赤峰喀喇沁旗法院对岳淑霞等

三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杨翠玲

被非法判刑四年，岳淑霞被非法判

刑三年半，王艳昕被非法判刑三

年。二零一八年七月中旬，岳淑

霞、杨翠玲、王艳昕被劫持到内蒙

古女子监狱继续迫害。在内蒙古女

子监狱岳淑霞遭到康健伟等狱警的

非人虐待，不让睡觉、体罚、被打

被骂等。二零二一年五月四日，岳

淑霞结束了三年半的冤狱，走出内

蒙古女子监狱回到家中。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下

午，岳淑霞老人在家中被警察绑

架。岳淑霞不配合前去绑架抄家的

警察，多名警察强行把她放到被子

上，四个警察每人拽着被子的一

角，用被子抬着岳淑霞，把她绑架

到警车上，拉到平庄派出所，非法

审讯。此次被绑架起因是，岳淑霞

的女儿在发放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

人恶意举报，平庄派出所用监控录

像去绑架她女儿李秀荣。李秀荣正

好回娘家，被警察监控跟踪着去绑

架，母亲岳淑霞同时被绑架。 

在平庄派出所，岳淑霞被非法

审讯，被威胁恐吓。此次被迫害岳

淑霞没有配合警察们的无理要求，

但是身心受到极大的刺激，被释放

回家后，岳淑霞的双眼视力急剧下

降，几乎失明，身体其它方面也出

现了病业状态，于二零二二年六月

六日含冤离世。岳淑霞的离世，给

她老伴儿留下了无尽的悲伤，她的

子女们处于极度的痛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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