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步云桥镇
堆积村三组唐丙生下落不明 

2023 年 3 月 14 号下午 6 点

钟，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步云桥镇

堆积村三组唐丙生（67 岁）被长

沙市衡阳市祁东县步云桥镇派出所

公安人员，闯进家，抢走电脑、打

印机等私人财物，其人下落不明。 

湖南省湘潭市法轮功学员杨适
宜再遭绑架 

湖南省湘潭市法轮功学员杨适

宜，男，六十多岁，2023 年 2 月

20 日，湘潭市雨湖区云塘派出所

恶警非法闯入杨适宜家（租住的房

子），非法抄家，抢劫了电脑、现

金（真相币）、真相资料等物品，

并绑架了杨适宜，现杨适宜被非法

关押在湘潭市拘留所。 

从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

来，杨适宜曾被非法劳教一次、两

次非法判刑累计迫害 15 年之久，

受尽折磨；现被非法剥夺正常退

休、领取养老金的合法权益，致使

生活困顿；多年非法牢狱致使夫妻

离异，出狱后没属于自己房子，去

年底才送走瘫痪在床的百岁父亲。 

湘潭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适宜

的相关人员：请你们立即无条件释

放杨适宜。法轮功学员没触犯中国

任何法律条文，迫害法轮功学员才

是犯罪。在不久的将来，所有参与

迫害法轮功的罪恶之徒都要受到正

义法庭的审判和全中国人的唾弃。 

湖南怀化国保骚扰法轮功学员
罗嘉宾 

近日，湖南怀化国保骚扰法轮

功学员罗嘉宾。 

湖南怀化市肖桂英被中方县政
法委李军等人非法抄家的补充资料 

2023 年 3 月 6 日，湖南省怀

化市中方县法轮功学员肖桂英、被

中方县政法委李军带领怀化市鹤城

区团结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还非

法抄走了师尊的法像和多本大法

书，并威胁他儿子逼迫其母亲肖桂

英停止开饭店，要他把母亲肖桂英

送进老年院去如果他母子不从，就

将开除肖桂英儿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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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22 年 7 月 10 日，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千人齐聚美国曼哈顿华埠，
举行盛大游行，庆祝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法轮功也称法轮大
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至今已弘传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唯有
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残酷迫害法轮功信仰者。 

目前，有关科学研究证明，

法轮功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对治疗和改善新

冠肺炎病情具有神奇效果。 

欧洲病毒学华裔专家董宇

红，收集了从 2020 年 1 月 1 日

到 5 月 31 日的 36 例武汉肺炎患

者的改善案例，整理了一份临床

科学实证关于诚念法轮功九字真

言的研究报告。报告发现，这

36 例患者总体症状改善率为

100%。其中，26 例（72%）症状

康复，10 例（28%）症状改善。

11 例重症患者 10 例症状康复，

1 例改善。重症且住 ICU（重症

加强护理病房）3 例，2 例完全

康复，1 例改善。 

清代刘奎所著《松峰说疫》

一书中提到，“瘟疫乃天地之邪

气，人身正气固，则邪不能

干。”认为劝告世人行善重德，

能起到药物起不到的功效。 

而常念九字真言，是在鼓励

人们反思，重新认识传统道德的

重要，心向真善忍价值观。九字

吉言携带着宇宙中的纯正能量，

能抚慰人的心灵，为人带来善的

启发和智慧。 

同时，在法轮功遭到中共诬

蔑迫害时，人还能明辨是非，支

持善良，这就是最珍贵的一念，

就会得到上天的庇佑，因为“人

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因为

相信法轮大法好，危难时刻诚念

九字吉言化险为夷的例子很多，

所以被明白这个真相得福报获新

生的人们尊为“吉言”。◇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湖

南报道）湖南省湘潭市法轮功学员

杨适怡，曾被非法劳教一次、非法

判刑两次累计迫害十五年之久，去

年年底刚刚送走瘫痪在床的百岁父

亲，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日，他被

云塘派出所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

湘潭市看守所。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日，湘潭

市公安局雨湖分局云塘派出所几个

恶警冲进杨适怡的出租屋内，强行

将他绑架到湘潭市看守所，二月二

十一号上午有恶警打电话给他儿

子：“你父亲和六个人出去挂横

幅，其他五个跑掉了，我们就抓了

你父亲一个，现已送看守所关押，

你去给他送些衣服。”杨适怡当时

根本没有挂横幅，中共恶警用这种

方式挑拨离间，企图挑拨他家人对

大法弟子的仇恨；另一方面平白无

故绑架觉得说不过去，因此为掩盖

他们的邪恶行径而伪造这么一个

事，真是邪恶。 

两代修炼人都遭到中共邪党的

迫害，杨适怡母亲曾经是出家人，

共产党的运动来了，逼着她还俗，

逼着她嫁人，就这样她嫁给了一南

下干部，也就是杨适怡的父亲。 

杨适怡年轻时就想修炼，从南

到北去找正法正道，都没找到。大

法洪传之时，他有缘走入大法修

炼，心中的喜悦无法形容。母亲也

为他高兴，自己的修炼被中共邪党

破坏了，一生的遗憾，庆幸儿子得

正法。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疯

狂迫害法轮功后，杨适怡和中国所

有的大法弟子都遭到了迫害，在这

二十多年中，杨适怡在家过的正常

生活就那么寥寥几年，绝大部份时

间都是被非法关押、被迫害，每一

次被绑架，他母亲、父亲、儿子都

心急如焚，四处奔波。每一次他被

迫害后回到家里，邪党的各级单位

上门骚扰，给年迈的父母和有病的

儿子带来巨大的压力。就在他二零

一四年被非法劳改期间，母亲悲愤

地离开人世。 

二零二零年七月杨适怡从湖南

株洲攸县网岭监狱结束七年半冤狱

迫害，回到家中，家里只有九十八

岁的老父亲和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儿

子等待他照顾。一家人总算是团圆

了，老父亲得到了儿子的孝敬，有

病的儿子得到了父亲的慈爱，一家

人其乐融融。 

二零二二年初老父亲不经意间

摔断大腿股骨后卧床不起，杨适怡

从法中修出的大善独自承担起照顾

父亲的重担，每天给父亲擦洗、接

屎接尿、想着法子做可口的饭菜、

安慰父亲，没有给弟弟、弟妹分担

任何赡养责任，直到二零二二年底

百岁父亲安详离世。 

仅隔两个多月，杨适怡又遭绑

架。他的儿子虽然精神有毛病，人

心都是肉长的，接到邪恶的电话，

一种巨大的恐惧袭击他原本脆弱的

心。他的心在撕裂，痛苦不已。 

杨适怡仅仅是修真、善、忍，

做好人，却遭到中共流氓集团一次

又一次的绑架、一次非法劳教、一

次被劫持洗脑班、两次非法判刑：

二零零零年，杨适怡向世人讲真相

被绑架，非法关押在长沙新开铺劳

教所一年半；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

七日上午，在家中，又被当地恶人

绑架到湘潭市伍家花园洗脑班一个

月左右；二零零三年三月，杨适怡

发放真相资料被构陷，非法判刑八

年，被劫持到株洲攸县网岭监狱迫

害；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四日去长沙

宁乡发放真相资料被构陷，非法判

刑七年半，劫持到株洲攸县网岭监

狱迫害；二零二三年一月在出租屋

再次遭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湘潭市

看守所。 

在此奉劝所有迫害杨适怡的人

员，法轮大法是佛法，是在人类大

灾难来临前救人渡过劫难的。迫害

法轮功一定会遭可怕的恶报的，法

轮功弟子不愿看到你们遭报应，看

到你们被谎言迷惑中干了迫害修炼

人的事，感到非常痛心，因此二十

几年来一直在讲真相、劝善，告诉

你们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法轮大法是修佛修道的正法。古语

云：“宁搅千江水，不扰道人

心”，就是说，迫害修炼人的罪业

真的是太大了，甚至是生生世世都

偿还不清。 

其实近几年来很多迫害法轮功

的中共官员都已遭恶报，这里举几

个你们都熟悉的例子，他们曾经都

是积极追随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

功的主力：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一

日，原湖南省湘潭市委书记陈三新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二零二二

年三月，原湖南湘乡市委政法委书

记彭建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

查。二零二二年六月十六日，湘潭

县县委政法委书记唐仁光因腐败问

题畏罪自杀。二零二三年二月，原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分局局长何建军

被查。这些人表现的是贪腐、违规

违纪，实际是迫害法轮功遭的报

应，还有天罚。古往今来迫害修佛

修道的人一定会遭报应，你们可以

查查历史。 

现在上天还在给人机会、给人

时间，让人明白大法真相，明白迫

害法轮功是违法犯法。所有参与迫

害杨适怡的人，立即停止你们的罪

恶行径，立即释放杨适怡回家。让

你们的罪恶簿上少一份罪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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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从未损害他
人的利益，从未侵害他人的权
利，从未防碍他人的自由，从
未干涉他人的信仰，从未藐视
他人的尊严，从未提出任何政
治诉求，一贯坚持和平理性。
法轮功何罪之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