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迫害事實

　　（明慧網通訊員綜合報

導）據明慧網報導統計，二零

二一年獲知 131 名法輪功學員

被中共迫害致死。其中，一月

份 9 人，二月份 8 人，三月份

10 人，四月份 13 人，五月份

6 人，六月份 19 人，七月份

12 人，八月份 12 人，九月份

3 人，十月份 9 人，十一月 16

人，十二月 14 人。

　　信息採集時間：二零二一

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其中包括以前年

份沒有發表的致死數據（2017

年 2 人，2018 年 4 人，2019

年 2 人，2020 年 22 人。 2021

年迫害致死人數 101 人。）

　　迫害致死案例分布於中國

大陸的 24 個省、自治區、直

轄市。迫害致死最嚴重的地區

是：遼寧省 25 人，黑龍江省

24 人，吉林省 15 人。

　　中共的政法委、610、公、

檢、法、司等邪惡部門還在

繼續執行江澤民的「打死白打

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

「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

肉體上消滅。」的滅絕政策。

近期，明慧網曝光，中共對法

輪功迫害有「死亡名額」，打

死多少都是正常的死亡，凸顯

中共殘害人類、反人類的邪教

本性。

生前遭受酷刑迫害

　　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

員，生前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

迫害。例如：

　　濰坊政法委官員姜國波，

生前遭 77 種酷刑，被折磨得

死去活來 39 次；

　　瀋陽王素梅十年冤獄，在

遼寧省女子監獄遭受 20 多種

酷刑折磨；

　　黑龍江依蘭縣法輪功學員

李桂月女士，在黑龍江女子監

獄裏每天都被打、罵、餓、不

讓睡覺、不讓去廁所、強迫坐

小凳、被勒脖子等；

　　曾獲湘潭市見義勇為獎的

教師呂松明在獄中屢遭酷刑迫

害，牙齒被勒傷、打傷後，逐

漸脫落約二十個，離開黑窩時

牙齒就只剩下六顆。

　　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

一天也沒有停止，還在繼續上

演著。以下是部份法輪功學員

被迫害致死案例。

黑龍江李雙燕遭警綁

架僅一天　就被迫害

致死

　　黑龍江省鶴崗市興安區法

輪功學員李雙燕，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十六日被綁架，非法關

押迫害一天多，於次日（十七

日）含冤離世，年僅 45 歲。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六

日，李雙燕被富力派出所警察

綁架，遭非法關押迫害近三十

小時後命危，警察看人不行

了，通知她丈夫接人。李雙燕

被三個警察架出來，自己已經

不能行走，「120」急救車趕到

時發現人已身亡。

山東孫丕進遭警綁架

第二天冤死　遺體被

秘密火化

　　山東省臨沂市蒙陰縣東儒

來村法輪功學員孫丕進，二零

二一年六月十七日在自家田裏

幹農活時，被蒙陰縣蒙陰街道

第一派出所綁架，第二天被迫

害致死。八日後即六月二十六

日，中共蒙陰當局威逼家人秘

密火化了孫丕進的遺體。

　　孫丕進因堅持修煉法輪

功，二零零三年曾被非法判刑

五年，在濰坊監獄遭受了種種

非人折磨。他的妻子于在花也

是法輪功學員，多年前在迫害

中含冤離世，他們的女兒孫玉

嬌現在仍然被非法關押在臨沂

看守所。

內蒙古郭振芳在看守

所被迫害致死

　　內蒙古赤峰市松山區法輪

功學員郭振芳，二零二一年六

月九日晚在赤峰市松山區看守

所被迫害致死。家人接到公安

電話趕往醫院，發現郭振芳鼻

孔有血跡，後背腰部以下呈紫

紅色，一條腿的膝蓋內側有傷

口。醫院說郭振芳被送入醫院

時已無生命體徵。

　　郭振芳冤死的前一天（六

月八日），松山區法院對郭振

芳和馮玉華夫婦非法開庭時，

當時郭振芳身體還非常好，自

己從車上跳下來走到庭審現

場，可是不到一天就被看守所

迫害致死。未經家屬同意，直

接把遺體送到松山區殯儀館。

幾十個中共便衣控制現場，不

讓家人接近遺體。

李建設在河南看守所

非法關押期間離世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日，

駐馬店市驛城分局國保大隊長

王鵬雲帶領多人，將居住在駐

馬店雪松路紗廠家屬院的法輪

功學員李建設綁架到市看守

所。七月二日，李建設的家人

被通知，李已經被送到醫院的

重症搶救室了，李的家人看到

李建設的背部、胳膊和脖子等

處腫脹，症狀很嚴重。七月六

日，李建設在醫院含冤離世。

吉林醫生孫鳳仙被枉

判兩年含冤離世

　　吉林農安縣法輪功學員孫

鳳 仙（女，65 歲）， 婦 產 科

大夫。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五日

被農安縣國保和古城派出所綁

架。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被冤判兩年。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日，孫鳳仙在農安縣看守

所突發腦出血，送到長春市

中日聯誼醫院搶救、手術很成

功，恢復也很好，大夫說有醒

過來的希望。

　　十二月十三日，孫鳳仙被

轉回農安縣中醫院，十二月

十五日凌晨 12：40 左右家屬

得到電話，孫鳳仙在農安縣中

醫院監管病房病危。經醫生搶

救無效，於 1：30 左右離世。

成都會計師毛坤被冤

判 11 年半　在成都市

看守所被迫害離世

　　毛坤女士，57 歲，是四川

省成都市一名優秀的會計師。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被枉判十一

年半，於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一

日被迫害致死。

　　毛坤因工作勤勉、業務能

力強、為人坦蕩，深得老闆和

同事的信任與喜愛。卻因為不

放棄信仰真善忍，累遭迫害，

曾經兩次被勞教迫害，被非法

判刑五年半。二零一九年七月

十日下午三點過，成都市金牛

分局國保警察、茶店子派出所

孟紅等警察暴力破門後，圍攻

毆打毛坤，導致其手臂骨折。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上午九點半，成都市金牛區

法院非法對四位法輪功學員毛

坤、杜榮、張珍華、陳世貴開

庭。律師做了有理有據的無罪

辯護，法官和公訴人罔顧事

實，仍然冤判毛坤十一年半，

勒索罰款兩萬元。

　　二零二一年四月九日、十

日，正在上訴期間，毛坤突然

被成都市看守所送到醫院搶

救，並通知家屬緊急辦理保外

就醫的手續，二零二一年四月

十一日晚毛坤在成都市第三人

民醫院含冤離世。

河南李現習被非法關

押在安陽市看守所　

僅一個月就迫害致死

　　河南省安陽市法輪功學員

李現習，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一

日被警察綁架、非法關押。六

月十三日家屬得知，李現習已

經在十二日被迫害致死。李現

習的遺體特別消瘦，頭腫大，

腰、背部、膝蓋下有傷痕。

　　李現習，男，50 來歲，原

籍濮陽市清豐縣，他在安陽市

文峰立交橋下新興街開門市，

兢兢業業經營他的小店，是家

裏的頂樑柱。李現習修煉法輪

大法，身心健康，為人淳樸善

良、樂於助人，口碑很好。二

零零七年底，他在清豐縣老家

寫真相標語時被綁架，後被非

法勞教一年，關押到許昌勞教

所迫害。

退休上校軍官公丕啟

在監獄被迫害致死

　　山東省青島市法輪功學

員、退休上校軍官公丕啟，被

非法判刑七年半，於二零二一

年四月十二日晚在山東省濟南

監獄被迫害致死，終年 66 歲。

遺體頭部有傷，耳朵有血流

出，頭部腫脹並且濕漉漉的。

公丕啟退休前任山東省預備役

高炮師副參謀長。

岳彩雲被杭州第二監

獄迫害致死

　　河南省虞城縣五十多歲的

法輪功學員岳彩雲， 二零二一

年二月二十四日被浙江杭州第

二監獄迫害致死。當天下午，

其子趕到醫院，看到父親的遺

體骨瘦如柴。監獄推脫責任，

說跟他們沒關係，並恐嚇家

屬，最後以補償金名義給三萬

元了之。去世前一個半月，岳

彩雲已經被迫害得生命垂危，

當時家屬要求保外就醫，遭監

獄拒絕。

黑龍江呂觀茹被泰來

監獄迫害致死

　　黑龍江省大慶市法輪功學

員呂觀茹，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遭中共綁架，二零一九年七月

被枉判七年，二零二一年四月

四日，被黑龍江省泰來監獄迫

害致「腦出血」離世，終年 69

歲。呂觀茹原是大慶石油管理

局房建公司職工，負責房建預

算工作，是單位公認的好人。

付貴華被吉林女監迫

害致死　監區長錢偉

難逃罪責
　　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七

日，法輪功學員付貴華被非法

判刑七年半後，被劫持到吉林

省女子監獄八監區。不到兩個

半月，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五

日，付貴華被迫害致死，監區

長錢偉難逃罪責。

　　錢偉指使詐騙犯郭麗華

（刑期二十三年，已經服刑十

來年）迫害付貴華。郭麗華

每天強迫付貴華坐在只有五、

六寸高的小凳上，超過十二小

時。凳子面上全是鼓包，付貴

華的臀部被硌得出血、流膿。

七月的長春天氣特別熱，出血

的地方很快就化膿了，褲子外

面膿血斑斑，都是血和膿的嘎

巴（方言結成硬塊的意思）。

郭麗華還使用「渴刑」迫害，

不給付貴華喝水，所有不「轉

化」的學員都被使用這種「渴

刑」。

　　付貴華被迫害致死後，錢

偉逼迫同監室犯人寫假證明：

說付貴華有病沒說，死了。但

無論怎麼造假，也掩蓋不了錢

偉、郭麗華等人迫害付貴華致

死的事實。

哈爾濱蘇雲霞冤獄期

滿前兩天被迫害致死

　　哈爾濱道外區法輪功學員

蘇雲霞女士，被枉判五年入

獄，本應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六

日出獄回家，可就在出獄前兩

天（九月四日），被迫害致死，

終年 67 歲。去世當天，有人聽

到蘇雲霞被八監區犯人毒打。

湖北胡漢姣入冤獄 13
天被迫害致死

　　湖北漢川市法輪功學員胡

漢姣被劫入武漢女子監獄的第

十三天，十一月九日晚上八點

左右，她丈夫接到監獄打來的

電話，聲稱胡漢姣因病在醫院

死亡。當晚，胡漢姣的丈夫便

聯繫律師，準備通過司法手段

調查妻子死亡真相。第三天（ 

十一日），漢川市政法委介入，

家屬在壓力下，放棄了通過律

師介入調查的打算。

　　胡漢姣因為堅持信仰兩次

被非法勞教。二零二一年三月

十五日，胡漢姣與另一名法輪

功學員王四美告訴世人避疫良

方，被不明真相的人誣告，遭

分水派出所警察綁架，六月下

旬，胡漢姣、王四美遭誣判四

年。

　　自中共迫害法輪功二十二

年來，在中共江澤民集團「名

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

上消滅」、「打死白打死，打

死算自殺」的滅絕政策下，數

百萬法輪功學員被中共綁架、

勞教、判刑和殘酷迫害，很多

被致殘致死，被活摘器官的

法輪功學員目前難以得到實

數。無數家庭被迫害得妻離子

散、支離破碎、家破人亡！ 

       據明慧網數據顯示，截至

目前至少有實名實姓的 4696

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而

這只是法輪功學員遭中共虐殺

的冰山一角。不久的將來更多

的迫害真相一定會大白天下，

迫害者也將遭到人間法律的制

裁和上天的嚴懲。

2021逾百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離世

��二 零 二 一

年獲知中國

各省、直轄

市被中共迫

害離世的法

輪功學員人

數。

�� 2 0 2 1 年被中共迫害離世的部分法輪功學員，從左至右。        
第一排：丁桂英、呂觀茹、毛 坤、呂松明、劉秀芳、謝德文。     
第二排：李彩娥、張翠翠、李紅偉、公丕啟、康愛芬、吳東升。

第三排：王香菊、李桂月、周賢文、郭 琪、孫秀軍、初立文。  
第四排：郭鴻雁、馬英、常秀華、潘英順、宋秀蓮、付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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