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2  

        
    2000  8  29     
    2002  10  17     

    2002  10  22     
 610     2002  10     

    2003  8 11 12     
    2003  10  15     

 16     2003  11  21     
    2004  3 11     

    2004  8 11     
    2004  9 10     

    2004  12     
    2003  9  8,11,16,18     

( )    2001  8  27     
    2004  11 12     

    2002  2  7      
 610     2001  6     

     2003  10  27     
(     2003  8  1     

    2004  1  28     
    2001.11 2002.5    
    2001.12 2002.5    

    2004  2     
( )    2004  3  11     

( )    2004  4  16     
( )    2004  4  22     
( )    2004  5  24     
( )    2004  6  21     

( )    2004  7  14    

  
( )    2004  7  19     
( )    2004  7  2     
( "610 " )    2004  11     

( )    2004  11     
( )    2004  9     

( )    2004  11     
 610     2005  2     

 

    2005  4  12     

 

  
  2005  6  13     

    2005  7  21     

   
  2005  7     

    2005  8     
    2005  10     

)    2005  10     
    2005  12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追查国际”关于全面启动“全球监视追踪系统”的公告 

 

 

组

  

电话：001-347-448-5790；传真：001-347-402-1444；  

邮信地址：P.O.Box 84，New York, NY 10116，USA  

网址：http://www.zhuichaguoji.org/，http://www.upholdjustice.org/  
 

 

http://www.zhuichaguoji.org/
http://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案例 1 陈子秀(11) 

 

受害人：陈子秀(Chen, Zixiu)，女，59 岁，山东潍坊市潍城区

北关徐家小庄人。  
酷刑致死地点：城关街办事处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 2 月 16 日，陈子秀走在街上被当地法轮功专管负责人抓走，并带至北关派出所看管，次日下午，带至临时

成立的"法轮功转化看管中心"城关街办事处，政府官员用塑料棍棒，电棒打她的腿、脚、后背下方，并用赶牛用的

刺棒打她的头和颈部。和她同一狱室的人说，整夜都能听到从行刑室里传来陈凄厉的叫声。那些人不停的吼叫着

要她放弃法轮功，但她都拒绝了。在她去世的前一天，她仍坚持信仰。结果又招来一轮警棍打击。20 日早，奄奄

一息的她被逼赤脚在雪地里爬，两天的折磨已使她的腿严重淤伤，黑发上粘着脓和血，她呕吐并因虚脱而昏倒，

她再也没有恢复知觉。21 日死于城关街办事处。 

22 日，她的女儿张学玲在停尸房看到了她母亲遗体，当时她已被穿好了寿衣，并已做了美容，打开衣服，除去前

上半身到处是大块的紫黑色印迹，只要能看到的部位，到处是伤，耳朵肿大青紫，牙齿裂开断裂，虽已美容整理

过，依然保留着血迹，小腿瘀黑，背上有六英吋长的鞭痕。解开寿衣看到：腹部肿胀，臀股及以下部位大面积瘀

斑呈黑色，两腿肿胀。陈的衣服、褥子、内衣裤上面到处是血迹，沾满粪便，衣服几乎全部被剪破。据斑块位置

及颜色可确定是生前受伤所致的瘀斑，衣物上沾污的粪便证明死者生前意识丧失，大小便失禁，腹部膨胀可为气

腹、血腹及腹腔积液所致，牙齿明显为外伤后脱落，凡此种种，均可证明为外伤致死。 

当地政府官员声称“只要放出去的就是写了保证书不再炼的，只要是没写保证书的，就是正常死亡，死着出去的。

谁愿意上吊就给谁根绳子，即便出了事，我们这些人判刑，也是今天进去，明天出来。”害死陈子秀后，他们声称

她是突发心脏病为正常死亡。还向张学玲勒索 2000 元的看管费用，还要棉被和伙食费 1000 元。 

陈子秀被害的事迹在《华尔街日报》头版注销后，中国政府曾以“破坏公共安全”为名拘留陈女张学玲，并且其间

派出所不准其夫探望。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北关派出所 
潍坊市市立医院 
王继美，男，原潍坊市潍城区政法书记，被提拔到市里任粮食局一把手，指使打手打死陈子秀。 
刘光明，男，潍坊城关街道办事处，打死陈子秀的凶手之一。 
邓萍，女，城关街办胡家牌坊居委会主任，打死陈子秀的凶手之一。 
张其臻, 潍坊城关街道办事处，打死陈子秀的凶手之一。 
高新功，城关街办政法委书记，指使打手打死陈子秀。 

波士顿环球报：中国一切都反常 
The Boston Globe:NOTHING NORMAL ABOUT CHINA 
THIRD, Page A13, 2000 年 5 月 22 日, 
撰文：Jeff Jacoby, Globe Staff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5/23/3623.html 
     
亚洲华尔街时报：中国拘留死难法轮功学员之女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4/25/3911.html 

华尔街日报：陈女士直到最后的日子仍说，修炼法轮功是一项权利 
《华尔街日报》记者伊安. 约翰逊撰稿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4/25/3912.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_ednref1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5/23/3623.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4/25/3911.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4/25/39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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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修炼法轮功是一种权利，陈女士说，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天 
《华尔街日报》记者伊安. 约翰逊撰稿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4/22/3934.html 

美联社：关于陈子秀迫害致死案及李氏姐妹父母上诉一事的报导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3/3/4148.html 

路透社：法轮功成员死于中国打手手下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3/3/4150.html 

中文版: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18/6919.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4/1/1289.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3/4/4139.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3/4/4140.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2/29/1907.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3/10/1965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24/5055.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4/22/3934.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3/3/4148.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3/3/4150.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18/6919.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4/1/1289.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3/4/4139.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3/4/4140.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2/29/190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3/10/1965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24/50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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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刘述春(127) 

受害人:刘述春(Liu, ShuChun)，男，38 岁左右，山东省潍坊市昌邑县宋庄镇三大丈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潍坊昌乐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底，刘述春因修炼法轮功被当地公安机关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他以绝食抗议，在看守所时三天未吃一口

饭。 

2001 年 1 月 3 日上午 10 点左右，他被转送到潍坊昌乐劳教所实行三年劳教，分到二大队二中队。在队长韩会月、

陈 XX 唆使下，指使劳教人员：刘春祥（昌乐人）、张经涛张金涛（青州人）、田伟祥田维祥（寿光人）、韩喜

财（安丘人）、许文咨（寒亭人）牛中新、刘学田等对他裸体搜身后，强迫他洗冷水澡和轮流毒打。有两犯人轮

番向他的头部、嘴里、鼻孔里连续长时间喷水、灌水、使其无法呼吸，几乎窒息。然后，强迫他趴在冰冷的地面

上，掀起上衣，将裤子扒下，使背部、大腿处裸露在外面，有好几名人员踩着他的胳膊和腿，张金涛用三角带制

成的皮鞭，甩开膀子，狠狠的从腰部抽打到小腿处，直打得他身上裂开了一 道道血口子，向外渗淌着鲜血。毒打

完后，又逼他到厕所扒光衣服洗冷水澡，因当时劳教所加工大蒜，他们就从泡蒜的水缸里用盆盛水，从头上往下

浇，用水管子往嘴里、鼻子里喷水，令人几乎窒息。 

这种把人打一顿之后，再给其“洗澡”，是劳教所惯用的手段。长时间泡在水里，然后用笤帚疙瘩、拖把、棍子、

小板凳等工具给所谓的“搓”，即没轻没重的往死里打，然后再用风扇吹，整个过程不断传出他的喊叫声，直到听

不到他的声音。中午下班时间时，已经奄奄一息，剩一口气活着，眼睁得很大却不能认人。下午 1 点上班后不

久，来车将他拉走了 

有目击者说他是被活活用“马扎”打死了。现保存他死前穿的血衣为证。因为他遍体鳞伤，不易爬到双层床的上铺

去睡，劳教人就用马扎子砸他的腰和臀部，直到打上去为止。很长时间，他臀部上被打裂的口子都往外流血水。

然而事后只处分了张经涛一人。 

警察为了掩盖其犯罪事实，封锁消息，把他的头全部包好，又用被子将他全身蒙起来，第二天将他的尸体抬出劳

教所。（据人民医院医护人员无意之中透露，当时劳教所送到医院一具尸体，很明显是打死的，劳教所让医院说

是因病死的）就这样过了数日后才通知家人说他因病而死。尸体最后被强行火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潍坊市公安局电话：0536--8783000； 
潍坊市昌乐劳教所电话：0536--6221134。 
韩会月 职务：二大队二中队中队长  宅电：0536─6234661 
陈 XX  职务：二大队二中队队员 
被劳教人员：刘春祥（昌乐人）、张经涛（青州人）、田伟祥（寿光人）、韩喜财（安丘人）、许文咨（寒亭

人） 
人民医院 

http://media.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26/73175.html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19/7030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2/20/67993.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5/25/50992.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1/24/7171.html 
英文：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5/14/48049.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6/15/36965.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31/4917.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_ednref2
http://media.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26/73175.html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19/7030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2/20/67993.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5/25/50992.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1/24/7171.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5/14/48049.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6/15/36965.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31/49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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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牟乃武(985) 

受害人:  牟乃武(Mou, Naiwu)，男，41 岁，潍坊高密市人，潍坊学院教师。 
酷刑致死地点:昌乐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1985 年 7 月，牟乃武在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多种疾病。成了全校出了名的“老病号”。自 1997 年修炼法轮功后身

心都健康了，在工作上曾几次被评为优秀班主任，任教研组组长。 

自 1999 年 7.20 法轮功遭非法镇压以后，他曾多次为讲法轮功真相进京上访。2000 年元月他被非法劳教 3 年，关押

在潍坊昌乐劳教所。因劳教所警察逼迫他长期从事超负荷劳动，导致他血压升高到 240，劳教所怕出人命，于是将

他保外就医。自他保外就医后，潍坊市劳教所、公安局，尤其是安全局的警察经常到他家骚扰，给他与家人施加

种种压力和恐吓。他的妻子代小萍（法轮功学员）因此被逼得流离失所在外。在非法迫害下，2000 年 5 月初，原

本身体已经康复的他出现偏瘫症状，生活不能自理。就是这样，潍坊市那些迫害法轮功的官员仍不放过他，继续

对他施加迫害。 

2001 年 7 月下旬的一天，流离失所的代小萍回家探望丈夫。晚 9 时许，代小萍正在洗澡，以潍坊市国家安全局长

姜言林为首的国安特务先让熟人骗他开门，然后趁机冲进屋内，并蛮横地用脚踹开卫生间的门，粗暴地将只穿着

裤头与背心的代小萍强行抬上车。他制止特务们的非法行为，也一起被绑架到安全局，警察们又将计算机等物品

抄走。之后他们将他拉到昌乐劳教所强行洗脑转化。 

在突如其来的打击和劳教所警察的高压迫害下，致使他在短短的几天内身体状况便急剧恶化，劳教所又慌忙将他

送回了家。而其妻子却被送往王村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一年多后被所外就医）。生活不能自理的他和上初中的

女儿无亲人照顾，其境况之艰难可想而知。 

此外，几年来，他的人身自由一直遭到侵犯，他的住处长期被监视。2002 年春节前两天，当地法轮功学员邢小玲

到牟乃武家串门，被警察发现后，粗野地撬开他家的门，强行将邢小玲直接绑架到王村劳教所。 

自 1999 年 10 月开始，五年来，其原工作单位（潍坊纺织技校）与现工作单位（潍坊学院）没发给他一分钱，妻

子代小平于 1999 年 10 月因不放弃修炼被其工作单位（潍坊第二印染厂）非法开除，后被非法劳教，无经济收

入，而女儿正在上高中，家庭经济十分拮据。 

2003 年 10 月底，他向潍坊学院物理系的有关领导反映情况，要求发给工资以保证其家庭能正常生活。可是因为他

没有配合写“保证“而无下文。， 

2004 年 5 月，他写了一份正面介绍法轮功的材料交上，结果招致该院有关干部的无理施压，强令他重写。他于 6
月 6 日又写了一份自己“为什幺要坚持修炼”的材料，交上后，物理系有关干部打电话告诉说：潍坊市 610 办公室指

示，不准发给他工资。 

他在遭受了非法劳教、多次的绑架、骚扰、恐吓和经济上截断等种种无端迫害后，于 2004 年 6 月 13 日凌晨 2 时许

死亡，遗体存放在潍坊第二人民医院（已冷冻）。 

他的妻子代小平及尚未成年的女儿生活现无着落，处境凄惨。她们母女及家人要求潍坊学院补发牟乃武被非法扣

发的 5 年工资，但单位有关官员不仅不予以答复，反而无理地给他扣上一顶“反党”的帽子。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潍坊昌乐劳教所 
潍坊市公安局 
潍坊市国家安全局长姜言林 
潍坊市 610 办公室 
潍坊纺织技校 
潍坊学院、潍坊学院物理系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6/17/77280.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7/10/50069.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_ednref3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6/17/77280.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7/10/500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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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 王爱娟(177) 

 

受害人： 王爱娟(Wang, Aijuan)，女，43 岁，潍坊市第一棉纺厂下岗

职工。    
酷刑致死地点：坊子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1 年 4 月 3 日傍晚，王爱娟、李志莲、宋洪芝在清池镇发法轮功真相材料时，被坊子公安分局警察抓住，三人

在清池镇被毒打，两天后被非法送往坊子看守所。因不配合非法抓补，一到看守所就绝食抗议。第四天（即 4 月 6
日），坊子“国安大队”以王全峰（男，38 岁左右，国安大队队长）、李金升（看守所所长，男，44 岁左右）为首

的警察们及劳动号的犯人毒打她们，并要给她们灌食，三人不配合，抱成一团拒绝灌食，警察把她们摁到地上，

用脚踩在她们的太阳穴上不让动，王全峰并扬言若一动就狠狠的踢她们的腰、胸部、全身各部位，打得她们遍体

鳞伤。 

2001 年 4 月 7 日，王全峰、李金升叫来很多犯人，强行把她们从房间拖出去，又指使手下把三人绑在铁椅子（刑

具）上，三人头发都被拽散了，警察们和其它犯人共约四、五十人围着她们进行侮辱。李金升破口大骂李师父、

骂法轮功时被法轮功学员李志莲制止。李金升听后举起手狠狠打了李志莲四五个耳光。李金升还指使其它警察和

犯人三、四人一起对付一个学员，有的拽头发、有的按头，拼命的将拒绝灌食极力反抗的学员们按住，让狱医把

管子插进去，三位学员五天未吃饭，每人被插了两三遍，灌了一公斤盐，她是最后一个灌的。警察李金升得意地

说：“你们有多难受，我就有多高兴，我想吃什幺喝什幺，什幺都有。我告诉你这是坊子的地盘，不是潍坊，炼法

轮功的在我这儿没有过去这一关的，你们就试一试。”灌后不多时，三人痛苦的呕吐起来。满院警察又对她们辱

骂。此外，警察郭 XX 等故意不让肚子痛的她们上厕所。她已经拉裤子里了，警察也不让她下来，也不给水喝，

同一囚室的人要给她们水喝，警察们也不让。 

2001 年 4 月 8 日早上，她腰疼得非常厉害，动也不能动，值班警察发现后通知狱医来给她检查，发现她还发高

烧，中午才把她们从铁椅子上放下来，狱医给她吃了药。她想上厕所，却在厕所里跌倒休克。警察见她不行了，

赶快把她抬上救护车送入宁家沟镇医院，后来转坊子区人民医院，当晚死亡。 

死后尸体被运到坊子区看守所，由坊子镇派出所一名陈姓警察看守尸体。尸体被强行解剖，警察并谎称她因病突

然死亡。但据透露，她的颈部、两手臂发紫。为了封锁她被迫害致死的消息，“610”的警察非法将坊子镇医院里的

李志莲、宋洪芝劳教。而且坊子区人民医院全体员工被强令严密封锁消息，不得走漏风声。 

王爱娟死后，“610” 警察把她丈夫叫去看火化，她丈夫知道妻子是被迫害而死就是不让火化，被警察们毒打了一

顿，最后仍强行火化。火化时，警方动用了坊子区全体警察。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潍坊市坊子区公安分局， 办公室（0536）7661516 
局长室（0536）7661293 
潍坊市坊子区看守所 （0536）7661975 
所长 李金升 
潍坊市坊子区看守所狱医 
潍坊市坊子镇派出所（0536）7661201 
坊子镇派出所陈姓警察 
潍坊市坊子区国安大队 
邵洪伟：国安大队队长，家住坊子区财政局宿舍 
王全峰：国安大队副队长 
孙传信、郭警察：国安大队警察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_ednre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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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郭 XX 
坊子区人民医院 

法新社：又有两名法轮功成员在中国的拘留所中去世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4/18/10053.html 

中文版：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20/1507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4/17/10010.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4/15/9946.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8/22/1310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4/18/687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4/16/6908.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4/18/10053.html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20/1507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4/17/10010.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4/15/994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8/22/1310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4/18/687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4/16/69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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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 徐冰(103) 

 

受害人：徐冰(Xu, Bing)，女，33 岁，原潍坊奎文区公安分局外事

科的公安干警，住潍坊市胜利街市府宿舍西院。 
酷刑致死地点：奎文区治安拘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1999 年 9 月，徐冰为讲法轮功真相进京上访，被奎文公安局送到昌乐精神病医院，打了一种麻痹、破坏中枢神经

的药物，几天后舌头僵硬，目光呆痴，行走困难，第八天被送回家。不久，公安局将她在奎文公安局户籍科的工

作调到奎文治安拘留所。 

2000 年 8 月，单位多次要她放弃信仰，否则便开除党籍，她不肯。 

2000 年 10 月 6 日，她到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时被抓，回到潍坊拘留一个月后释放。随后，奎文公安局将她强行调

离公安局，并通知去一家服装厂工作。过没几天，奎文公安局在全市统一布置的“如果有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所

在单位主要负责人撤职重罚”的重压下，他们又将她送至拘留所非法关押，半个月后再送到市制单位在潍坊市水库

路养老院办的"转化学习班"。2000 年 12 月她借着上厕所时，从转化班走脱。 

2000 年 12 月 20 日晚八时，她和娄爱卿二人在青岛黄岛开发区“长江商厦”所在的繁华街段贴“真善忍”，“法轮大法

是正法”不干胶片时，被黄岛区长江路派出所带走，二人被分开审讯，该所王副所长带领十几个年龄二、三十岁的

民警，轮番对二人 48 小时不停的辱骂、恐吓、殴打，自二人到派出所后，就让蹲着，背着手仰头看着他们，不服

从就煽耳光，用穿皮鞋的脚踢，用拳疯狂的打，踩头发，用烟呛，揪耳朵。始终不让合一下眼，开始时不让吃

饭、喝水。她不堪忍受，头撞向暖气片，头部破 6 公分口子包扎后还被用手铐铐在铁椅子上 5 个多小时。 

她们遭毒打及拷问，而被迫告知材料的来源和二人的姓名住址后，被潍坊警察拉回奎文区治安拘留所关押。不

久，她和娄爱卿死于奎文区治安拘留所，警察对社会封锁消息， 2000 年 12 月 28 日她的尸体被强行火化，身后留

下一个８岁儿子。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潍坊市奎文公安局 
潍坊市奎文区“610”办公室 
潍坊市水库路养老院 
青岛市黄岛区长江路派出所 
青岛市黄岛区长江路派出所 王副所长及十几个民警 
潍坊市奎文区治安拘留所 
孙奎珍（奎文区治安拘留所所长、610 办公室负责人） 
昌乐精神病医院 

世界日报：鲁，川四法轮功学员被打死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4/6456.html 

英国“卫报”：又有 4 名法轮功成员死于中国警方拘留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4/6439.html 

美国之音：更多法轮功学员在关押下死亡 
─ VOA report:MORE FALUNG GONG FOLLOWERS DIE IN DETENTION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4/6447.html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四名法轮功成员在中国当局关押下死亡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4/6448.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_ednref5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4/645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4/6439.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4/6447.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4/64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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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中国的酷刑与迫害又杀害四名法轮功成员 
─ Reuters：China Torture, Persecution Kill 4 Falun Gong Members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3/6412.html 

英国广播公司：法轮功成员被毒打致死 
─ BBC：Falun Gong members "die after beating"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3/6411.html 

中央社：四法轮功学员被虐死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3/6390.html 

自由亚洲电台：山东四川又有四名法轮功练习者非正常死亡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3/6389.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4/5/9640.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1/30/748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4/6442.html 
英文：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4/12/6991.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7/536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4/12/699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3/6412.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3/6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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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 娄爱卿(104) 

 

受害人：娄爱卿(Lou, Aiqing)，女，34 岁，山东省潍坊市人。 山东省

潍坊市乡镇企业局职工，住本局宿舍。  
酷刑致死地点：奎文区治安拘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娄爱卿因炼法轮功多次遭拘留、毒打、停职。 
2000 年 10 月，她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徐冰为讲法轮功真相而进京上访，被拘留且将被判刑劳教三年。两人得知后

于 2000 年 11 月出走。 

2000 年 12 月 20 日晚八时，两人在青岛黄岛开发区“长江商厦”所在的繁华街段贴“真善忍”，“法轮大法是正法”不干

胶片时，被黄岛区长江路派出所带走，二人被分开审讯，该所王副所长带领十几个年龄二、三十岁的民警，轮番

对二人 48 小时不停的辱骂、恐吓、殴打，自二人到派出所后，就让蹲着，背着手仰头看着他们，不服从就煽耳

光，用穿皮鞋的脚踢，用拳疯狂的打，踩头发，用烟呛，揪耳朵。始终不让合一下眼，开始时还不让吃饭、喝

水。经问明材料的来源和二人的姓名住址后，被潍坊警察拉回奎文区治安拘留所关押。 

2000 年 12 月 25 日下午 5 时，警察通知她家人说她 24 日早上 5 时死亡。警方对社会封锁消息，对内说死于心脏

病，并要强行火化尸体，但家属第二天到火化厂见到她的尸体时，虽然化了浓妆，但仍可看到身体上伤痕累

累，，脖颈处有明显用手掐过的痕迹。警察得知她的家属看到尸体惨状时，用照像机拍下了照片后，动用大批警

察搜查胶卷，并对亲属和工作单位进行威胁，在长达几小时的包围和威胁中，家人无奈被索去了拍摄的底片。她

死后留下一个 11 岁的女儿。 

她的丈夫纪君、妹妹娄红梅都因坚持修炼法轮功，2000 年 10 月分别强行送至青岛劳教所，济南女子劳教所。她的

妹夫李天民 99 年 7 月 14 日因参加集体去市府上访被判刑 4 年。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潍坊市奎文区“610”办公室 
青岛市黄岛区长江路派出所 
王副所长 
潍坊市奎文区治安拘留所 
孙奎珍（奎文区治安拘留所所长、610 办公室负责人） 

世界日报：鲁，川四法轮功学员被打死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4/6456.html 

英国“卫报”：又有 4 名法轮功成员死于中国警方拘留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4/6439.html 

美国之音：更多法轮功学员在关押下死亡 
─ VOA report:MORE FALUNG GONG FOLLOWERS DIE IN DETENTION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4/6447.html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四名法轮功成员在中国当局关押下死亡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4/6448.html 

华盛顿邮报：中国的酷刑与迫害又杀害四名法轮功成员 
─ Reuters：China Torture, Persecution Kill 4 Falun Gong Members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3/6412.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_ednre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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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广播公司：法轮功成员被毒打致死 
─ BBC：Falun Gong members "die after beating"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3/6411.html 

中央社：四法轮功学员被虐死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3/6390.html 

自由亚洲电台：山东四川又有四名法轮功练习者非正常死亡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3/6389.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1/30/748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4/6442.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4/5/9640.html 

英文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7/5367.html 

http://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8545-2001Jan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4/12/699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3/641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3/6390.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3/6389.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1/30/748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4/6442.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4/5/9640.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7/5367.html
http://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8545-2001Jan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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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7 高淑华(629) 

 

受害人： 高淑华(Gao, Shuhua)，女，49 岁，山东潍坊潍城区

西关中和街小区人，潍坊市大拖职工。 
酷刑致死地点： 潍坊市潍城区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高淑华为讲法轮功真相去北京上访，被北京一名公安副局长抓捕。当时这位副局长准备把她关押到临时

看守所，听完她修炼身心提升的心得后，这位公安副局长用自己的车亲自把同去的三位法轮功学员送上了火车，

让她们安全离开。 

2003 年 3 月 14 日，她因散发真相材料被人举报抓捕，关押于潍坊市潍城区看守所，进行迫害及精神摧残。因她绝

食抵制迫害，以看守所所长韩太昌为首的警察对她进行野蛮灌食，于 2003 年 3 月 27 日左右被迫害致死，身后留

下无人照管的老人和女儿。 

警察把她迫害致死后，还把她送往八九医院，医院断定死亡，开出死亡证明，警察便将遗体送往火化厂，以“无名

尸”的名义把她送进火化厂冷冻室内。尽管警察已对尸体整型过，但迫害的痕迹仍旧残留：她身上布满了小泡，嘴

角挂着白沫，贴身毛衣右袖子不见了，胳膊裸露在外面。 

据同室的犯人讲：3 月 26 日 5 点多大家去打饭，她却被强行拉去灌食。等她们吃完饭，发现躺在那儿的她已经快

不行了。可警察却说“她是唱唱歌就死了”。 

3 月 30 日下午，五辆警车停在火化厂院内，到处都是警察，潍城区 610 警察徐文生（音）、潍城区看守所所长大

个子韩、潍城区西关派出所所长等人都到了。尸体由警察看着送入火化厂，家属不得入内，连换寿衣都由警察代

劳。警察告诉她家人说“省里有文件，火化费用由家人支付，将来拿发票找地方报销”。 
 
她的丈夫田永康也是大拖职工，因修炼法轮功于 2002 年 10 月左右被非法劳教，关押于潍坊昌乐劳教所。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山东潍坊市潍城区看守所（原洗脑班所在地，因其在潍坊市水库路上，也称水库洗脑班）0536─8902110 
所长 韩太昌，男，40 多岁 
潍坊市潍城区公安局 
办公室 0536－8322510 
政治处 0536－8189921 
值班室（晚间有人值班）0536－8189943 
负责人之一：徐文生（音） 
山东潍坊市潍城区西关派出所所长 0536－8555740   0536－8555741 
八九医院 

中文版：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4/5/47760.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4/4/4769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31/47464.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11/3437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19/3468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2/340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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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8 李香兰(301) 

受害人: 李香兰(Li,Xianglan)，女，49 岁，山东省潍坊诸城市林家村镇陈家庄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 林家村镇派出所 

案情简单描述: 
李香兰向乡亲讲法轮功真相和炼功的受益情形，警察知道后找借口强行搜查她家。2001 年 5 月 7 日（按明慧网

2004 年 5 月报导，原 2001 年 12 月报导为 4 月 15 日）上午十点多，她在地里干活，被诸城公安局政保大队警察曹

金辉、朱伟等一帮人劫持到林家村镇派出所。她被关押时遭残酷折磨，浑身是伤，奄奄一息。警方怕她死在狱

中，晚上十一点多左右送她回家，看着老伴这幺晚了还生闷气就说：“你早些歇歇吧，明早 5 点他们还让我去。”她
的老伴没有答理她。隔天早上四点多醒来时，发现李香兰躺在地上死了。 

天亮林家村镇派出所所长张克带人来，公安局也来不少人到死者家中，他们不让议论死因、传播打探消息。有专

人守在炕前，不准外人靠前。女儿、女婿想拍下她身上的伤痕作为迫害证据，被挡住了。市公安局法医来，进屋

一见尸身惊说：“怎幺打成这样？”他们知曹金辉是出名的“酒鬼打手”。这名法医后改口声称“人可能是服毒自杀。”
并在屋里找，很快找到一个盛农药的“万灵”包，但是家人没见过这种农药。死者身上也没农药味。 

事后家人发现她的腿部全成青紫色，且许多地方已没皮了，背部青一块紫一块，整个脸上除了血手印外也是青一

块紫一块的。家人决定将尸体冰放起来，请律师打官司。律师们一听此案与法轮功有关，都不敢接。尸体冰放五

天后，在警察的威吓逼迫下强行火化。 

李香兰死后，家属不断遭到警察威胁：“不准上访、不准起诉。”林家村镇派出所警察证实李香兰已死亡，并说“这
事都惊动了市里检察院和市局了”。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诸城市公安局政保大队副队长曹金辉 
原林家村派出所所长现调诸城交警大队张克，手机：13516380888 
诸城公安局政保大队朱伟 
林家村镇派出所：536-653-1110 
林家村镇派出所所长张克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8/74157.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2/12/21290.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2/8/21079.html 

英文：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5/30/4871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2/9/16646.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_ednre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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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9 孟庆锡(82) 

 

受害人：孟庆锡(Meng, Qingxi)，男，40 余岁，农民，家住山东省潍

坊市坊子区木村镇孟家村。  
酷刑致死地点：木村镇司法所 

案情简单描述: 
1999 年 7 月 20 日，孟庆锡与几名法轮功学员为讲法轮功真相进京上访，被拘留、铐打，几天不给饭吃，也不让睡

觉，拘留到期后又被关押在镇、村。此次上访，他被罚款 8000 多元，其它同行的法轮功学员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

迫害。2000 年 3 月 8 日，镇政府人员把 18 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司法所，三、四十人轮流把法轮功学员单个弄到黑

屋子里毒打，大部分被打得遍体鳞伤，其中他被打得一瘸一拐的。 

2000 年 9 月 29 日，镇政府要他交出二千元人民币的罚款，但由于他的家人拿不出罚款，他与其兄孟庆修再次被关

押到镇司法所进行强制转化，并被以王乐泉（武装部长，男）为首的十几人再次毒打他。这次强制转化由高大勇

（镇长）和张国宝（人大主任）负责，最后逼每人交 2000 元钱。他因多次被罚款，无力交钱，每天都被打，最后

兄弟二人每人交 1400 元后才放人。30 日晚，他在家中又无故被镇政府人员抓到镇司法所。孟庆锡一家都是法轮功

学员，从 1999 年至今(2000 年 9 月)家里已被罚 2 万余元，早已债台累累，生活已成问题。镇政府人员白天逼他们

回家借钱，晚上抓他们回司法所「转化学习」。如果白天借不到钱，晚上便遭酷刑折磨……就这样他们夫妇俩和

其余 20 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司法所渡过了近 60 日。 

11 月，他又被区、市公安局警察带走。他们对他严刑拷问并打算要将他劳教。11 月 21 日上午 9 点，他被关在一间

屋内，半小时后，警察却说他已死亡。后来区公安局在验尸时，又把其妻刘素文支开，并且当日强行火化遗体，

期间不准亲人哭泣，并严守各路段封锁消息。尸体被强行火化前，他的亲戚见到他的尸体上布满了瘀伤。该村书

记证实他已死亡。 

孟庆锡在木村镇司法所被镇政府相关人员活活打死。不法人员却声称"孟庆锡怕劳教而畏罪自杀。 

以下证据可以帮助厘清疑点 
1、 他夫妻俩前几天还四处借钱，精神很好，谈笑自如，看不出任何要“自杀”的前兆来。 
2、 他夫妻俩曾向镇政府多次表态，宁愿劳教，也不愿交罚款，镇政府的回答是：你们劳教还不够格。孟庆锡又怎

会因"怕劳教"而"自杀"呢？ 
3、 孟庆锡被打死的当天晚上，为什幺镇政府偷偷把其它学员都一一送回家？ 
4、 孟庆锡被打死后，镇政府当即强行火化，并当场埋葬，不让人看到他被打死后的外表。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山东省潍坊市公安局 
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公安局 
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木村镇政府 
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木村镇司法所 
武装部长王乐泉 
木村镇镇长高大勇 
人大主任张国宝 

法新社：警察拘押又导致两名法轮功成员死亡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2/3/3171.html 

中央社：山东云南两名法轮功学员拘留期间死亡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2/2/2992.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1/5/64125.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2/3/31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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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0 王益新(69) 

受害人: 王益新(Wang, Yixin)，男，近 70 岁，山东潍坊市坊子区沟西镇郭家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公路站院内。 

案情简单描述: 
王益新（沟西镇法轮功辅导站站长）修炼前身体很不好，腰椎盘突出，骨质增生，手上还长了个骨瘤。在 1997 年

一家五口(妻子王之合、儿子王升云、媳妇唐修美、孙子王心伟)修炼法轮功后，一家人身心都健康了。 

1999 年 7 月 20 日，镇党委副书记宋长春命令派出所，把他抓到镇政府非法关押了一个星期。下午，媳妇被抓，21
日上午，儿子也被抓了，家中只剩下六十五岁的妻子和十岁的孙子，也被镇政府派人整天轮班看着。每次非法拘

留，镇政府都强行索要现金 300 元生活费。在关押期间宋长春带领打手们曾毒打学员，晚上把灯关掉，用麻袋把

人扣上，然后打手们就是一阵乱打，有些竟拧女学员的大腿内侧，乱抓、乱打、用脚踢下身。被打的学员浑身都

是黑青淤血。宋长春曾说：XX 党打死人不偿命。 

2000 年 6 月 30 日，以宋长春为首的警察们，又把他非法拘禁在公路站院内 40 多天。在此期间他每天睡在满是水

的水泥地上，唯一的一件铺在地上的衣服也被抢走。王益新的女儿回家拿了一块塑料想让父亲铺在身子底下，也

被宋长春扔了出来。最后用绝食来抗议非法拘禁，到第 3 天才把他放回家，回家后他已不能吃饭，躺在床上，脸

色蜡黄，大小便不能自理，一个多月后，就离开了人世。 

王益新去世后第七天，警察又将其儿子王升云和媳妇唐修美绑架到洗脑班进行迫害。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沟西镇镇党委副书记：宋长春 
沟西镇派出所 
沟西镇镇政府 
沟西镇公路站院内 

中文版：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9/46101.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1/1/519.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30/339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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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1 吴敬霞(337) 

  

受害人： 吴敬霞(Wu, Jingxia)，女， 29 岁，家

住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凤凰街办葛家村。 
酷刑致死地点：潍坊奎文区洗脑班。 

案情简单描述: 
吴敬霞从小脾气很犟，身体有病，修炼法轮功后，身心都健康了。 

1999 年 7 月 20 日后，她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被产业园非法扣押数次。1999 年秋天，又被公安局抓到坊子看守所，

非法刑事拘留 38 天。 

2000 年 5 月份，她为讲法轮功真相进京上访，还没到信访局就被警察抓住，被驻京办大队干部押回产业园，并被

勒索 3000 元。 

2001 年夏天，又被抓到沟西的洗脑班，以庄尚田为首的警察们不让法轮功学员们睡觉，晚上 12 点提审，逼他们写

“悔过书”，不写就不让回家。 

2002 年 1 月 17 日早晨，她因发法轮功真相材料，被警察发现后押到产业园派出所，并把她铐在门岗的暖气片上。

第二天被押到潍坊奎文区洗脑班。2002 年 1 月 19 日下午 5 点被迫害致死，20 日才给家人送信，说她“上吊自杀”。 

2002 年 1 月 21 日，她的父母及叔叔、弟弟去了潍坊医院，但是却被拉到了火化厂，看到她的尸体前胸有四、五个

深坑，且用小钉钉着和纸盖着，后背打的青一块、紫一块、黑一块，腰和腿被打成黑色的，其中一条腿的大胯被

打断，骨头碴哧出肉外，脖子上还划了一条红杠，满脸是血，看不出面容。吴敬霞死后留下一个不满 15 个月的婴

儿。 

事后警察给她家属 2 万元钱，其中扣除遗体冷冻费 650 元（每天 50 元，共 13 天计 650 元），从市立医院到殡仪馆

车费 500 元，寻找她的丈夫（因拒签字而离家出走）等费用共计近 4000 元，只给了 1 万 5 千多元。坊子区公安局

及凤凰街办的警察们对她的母亲、丈夫及所有亲属实行了非法的严密监控，每天 24 小时不让出门，同时也不让亲

朋好友进她家探望，就连周围的村庄也被监控、封锁消息。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潍坊市坊子区产业园 
产业园派出所 
潍坊市坊子区沟西洗脑班 
潍坊市坊子区沟西洗脑班 警察庄尚田 
潍坊奎文区洗脑班 
潍坊市坊子区凤凰街办 
潍坊市公安局 办公室: 536-823-2713 
坊子区公安局 办公室: 536-766-1510 
坊子区公安局 局长室: 536-766-1293 
坊子区公安局： 536-760-2751 
坊子区看守所： 536-766-1975 
驻京办大队干部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7/23/54447.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65#_ednref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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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2/2/27/25752.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1/30/24047.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7/30/38661.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2/28/19339.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31/182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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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2 玄成喜(62) 

 

受害人：玄成喜(Xuan, Chengxi)，男，61 岁，家住山东省潍坊市潍

城区北关东夏庄。  
酷刑致死地点：于河镇镇政府司法所 

案情简单描述:      
玄成喜为人善良厚道，在村中享有盛望。修炼法轮功前有多种疾病缠身，吃药打针无济于事。1996 年开始修炼法

轮功后身心都健康了，家庭更和谐。 

2000 年 10 月 1 日，为讲法轮功真相进京上访的二十余名法轮功学员被抓回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七大转化点之一的

于河镇政府，遭受酷刑拷打，有一学员承受不住酷刑的折磨而说出真相宣传材料是从玄成喜处得到。 

2000 年 10 月 11 日(农历 9 月 14 日)下午，由河湾村书记魏永才等带领潍城公安局一帮人把他强行拉到了于河镇镇

府司法所里，滁永生（镇政法委书记）、陈永华（镇综合办主任）、镇工作人员陈龙山、武装部部长杨某某等人

轮番拷打他。警察问他还炼不炼法轮功，他说还炼。问他资料是从哪来的，他没有回答，于是警察再度对他轮番

拷打。其中王新民(原政法委书记)、褚永军把他打昏之后泼上凉水，醒过来后再打。大约过了四十分钟，打人的警

察去吃饭时，值班人员 叫了两个人过去把他扶起来喝水，那时地上积满了水，玄成喜趴在水中，他的鞋子被扔在

一边，外衣被扔在连椅上，浑身冰凉，血肉模糊的，此时他已失去了知觉，因不省人事，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抬到

连椅上。想给他换件干衣服，可是没办法换，因为血衣脱不下来，只好把衣服撕碎，这时看到他的后背已经被打

的说不出是啥颜色，皮裂着口子，两大腿后侧肉都碎了，上牙床渗着血。此时他突然惨叫了几声，便眼球上翻、

头歪向了一边，急忙打电话叫救护车送往西城医院，这时的他已经没有了脉搏，而且心脏停止了跳动。 

10 月 14 日上午，有关部门及镇政府严密封锁消息，并给他罗列“勾结国外势力、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控制封锁

了他住的所在村庄，严禁群众出入泄露消息，后来在不通知其亲属的情况下将遗体送往火化厂秘密火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于河镇镇政府电话：0536-8169396 党委：8169555 派出所：8169585 
河湾村 书记魏永才 
滁永生（于河镇镇政法委书记） 
王新民 (于河镇原政法委书记) 
陈龙山 (于河镇工作人员) 
陈永华（于河镇综合办主任） 
杨某某 (于河镇武装部部长) 
褚永军、、郭兴月、谭春起（潍城公安局） 
河湾村书记魏永才 
西城医院 

中央社：大陆又有三名法轮功学员被虐待致死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0/19/870.html 

中文版：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1/27/6128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3/21/27036.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1/11/231.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0/20/834.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1/2/437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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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3 李银萍(213) 

 

受害人：李银萍(Li, YinPing)，女、37 岁，山东省潍坊市畜牧局职

工。  
酷刑致死地点：寿光市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1 年 6 月 4 日上午，李银萍与十几位法轮功学员在寿光市孙家集镇马家村的一位学员家中集体学法时，被寿光

公安局非法抓补，有的学员不配合非法要求，坚决不上车，警察当众撕掉他们的衣服毒打，强行带到孙集派出所

内曝晒一天，带上手铐不许说话，并逐个进行非法审讯，如不配合就遭到严刑拷打。晚上，在未经任何法律程序

况下，被抓的学员全部被送进寿光市看守所。 

2001 年 6 月 6 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向看守所反映无罪被抓的情况，要求释放时，被看守所的警察们拖到走廊上拳

打脚踢，并用胶皮棍毒打，打完之后把其中 6 人绑在专门对犯人用酷刑的铁椅子（刑具）上。晚上，所长和王队

长为首的多人喝了酒之后，对这 6 个被绑在铁椅子上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五、六个人对一位法轮功学员，先

搧耳光，之后一个人拽学员一支胳膊反拧过来，还有拽着头发的，轮流用橡胶棍往学员身上及腿上抽打，橡胶棍

被打裂了三次，中间的铁芯脱落出来，他们就又换上新的橡胶棍继续毒打，同时用高压电棍进行电击，打昏了，

就用凉水泼醒之后再打，持续了三、四个小时之久。 

其中，她因拒绝配合警察的要求，被他们撕光了衣服，打得全身黑紫，被打晕几次，凉水泼醒之后又用电棍电

击，痛苦的喊叫声震惊了整个看守所的在押人员。其中一个警察还说：“把你弄到屋里弄死算了，我们把你轮奸

了！还用电棍电击下身、乳房，”这时，她已开始吐血，警察们仍继续毒打、电击。法轮功学员们被锁在铁椅子上

一整夜，被迫害最严重的她不停的吐血，直到早上 5、6 点钟，已处于昏迷状态，脉搏全无，看守所的看守们根本

不管，还说“死不了，怕什幺”。后来怕出人命，承担罪责，他们才把她送到寿光人民医院抢救，并派便衣严密看

守，直到 7 日下午仍未脱离危险。后经证实已被迫害致死。另一名被打死的法轮功学员叫王兰香。 
另一方面，它们伪造假证，让其它的学员和在押人员证明，她曾在看守所被打前就吐血，并强行记录，以作逃脱

罪责的证明。还对外扬言，被打死的两名法轮功修炼者是饿死的，而且还严密封锁消息，搜捕知情的法轮功学

员。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参与毒打法轮功学员的警察有近二十名，现已查明的有： 
寿光监管大队（看守所）队长：王培林 宅电：0536-5225930 
寿光监管大队（看守所）警察：王焕流 宅电：0536-5227967 
王春增 宅电：0536-5298115 
寿光公安局 
孙集派出所 
寿光市看守所 所长和王队长 

中文版：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9/18/1667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6/19/12278.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6/22/12362.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6/21/1160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6/30/117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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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4 王兰香(212) 

受害人: 王兰香(Wang, Lanxiang)，女、60 岁左右，家住山东省寿光市孙集镇马家村。  
酷刑致死地点: 寿光市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1 年 6 月 4 日上午，王兰香与十几位法轮功学员在寿光市孙家集镇马家村的一位学员家中集体学法时，被寿光

公安局非法抓补，有的学员不配合非法要求，坚决不上车，警察当众撕掉他们的衣服毒打，强行带到孙集派出所

内曝晒一天，带上手铐不许说话，并逐个进行非法审讯，如不配合就遭到严刑拷打。晚上，在未经任何法律程序

况下，被抓的学员全部被送进寿光市看守所。 

2001 年 6 月 6 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向看守所反映无罪被抓的情况，要求释放时，被看守所的警察们拖到走廊上拳

打脚踢，并用胶皮棍毒打，打完之后把其中 6 人绑在专门对犯人用酷刑的铁椅子（刑具）上。晚上，所长和王队

长为首的多人喝了酒之后，对这 6 个被绑在铁椅子上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五、六个人对一位法轮功学员，先

搧耳光，之后一个人拽学员一支胳膊反拧过来，还有拽着头发的，轮流用橡胶棍往学员身上及腿上抽打，橡胶棍

被打裂了三次，中间的铁芯脱落出来，他们就又换上新的橡胶棍继续毒打，同时用高压电棍进行电击，打昏了，

就用凉水泼醒之后再打，持续了三、四个小时之久。 

2001 年 6 月 7 日下午，她已被电警棍电了一下午。看守所警察换了一个约手腕粗的大电流电棍，一下电在她的心

脏上将其电死。她被折磨去世后，寿光相关人员直接将她送往火化。家属抗议将其直接火化，也没能见她最后一

面。 

有关人员对外宣称她是饿死的，并且严密封锁消息，搜捕知情的法轮功学员。 在为她送葬那天，寿光市警察几乎

全部出动，监视整个送葬过程。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寿光公安局 值班电话：0536-5221108 0536-5221801 
寿光市看守所 
寿光市看守所监管大队： 值班电话： 0536-5221801 
寿光市看守所监管大队队长：王培林 宅电：0536-5225930 
寿光市看守所警察：王焕流 宅电：0536-5227967 
寿光市看守所警察：王春增 宅电：0536-5298115 等人。 
孙集派出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9/18/1667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6/19/12278.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9/17/16674.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6/22/12362.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6/21/11603.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9/28/14225.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6/30/117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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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5 杨桂真(79) 

受害人: 杨桂真(Yang, Guizhen)，女，40 岁，山东省潍坊地区诸城市城关镇陶家岭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 诸城市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 9 月底，杨桂真因向世人传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而被关押在诸城市看守所，遭到以曹金辉为首的警察们残

酷折磨。他们逼她说出材料的来源和跟谁接触等。任凭曹金辉如何毒打，她意志坚强，不愿妥协，始终没吐一个

字。面对无理虐待，她以绝食抗议，绝食 15 天后，由于身体极度虚弱，生命处于垂危状态，此时警察们怕承担责

任，不得已将她放回家。 

2000 年 10 月 12 日前后，警察又将她强行抓到看守所。因她不配合无理的要求，被二大队长王宗和指使犯人赵凤

义用胶皮板将她毒打一顿。看守所里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及所有在押犯人，都听到她被打时的惨叫声。事后关押

在一起的法轮功学员看到她全身一道道墨黑的伤痕。警察王宗和见她遭受如此暴打还不屈服，就将她锁到只有死

刑重犯才坐的铁椅子上。为抗议这种暴行，她绝食抗议，直到第五天早上，即 10 月 17 日她从铁椅子上被人扶着

去厕所时，就已不能走了。当被架回来走到过道时，她无力的向一边倒下。犯人赶紧将她拖到铁椅子边，医生赶

来一翻她的眼皮说：“不行了，脸上的皱文都开了。但王宗和怕承担责任，硬装作她没死一样将人把她抬上了救护

车去中医院。 

杨桂真死后，警方立即封锁消息，对她所住村庄进行警戒，并对她的亲属进行严密监控和看管，对与她有往来和

欲了解此事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关押。 

当地警方证实了杨桂真死亡，但否认她是被虐待致死，说她生前心脏病严重并且拒绝就医。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王宗和：男，50 多岁，诸城市监管看守所副队长(打死杨桂真者) 
赵凤义：男，30 多岁，诸城市郭家屯镇赵家代村人，在押犯人，现已刑满释放(打死杨桂真者) 
潍坊市、诸城市 「610」办公室 
潍坊诸城市看守所 
曹锦辉（男，57 岁左右）诸城市公安局政保大队副队长，是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之一。 

美联社：又有两名法轮功成员死于警察监禁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1/23/1183.html 

自由亚州电台：又两名中国法轮功学员拘押期间死亡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1/23/1182.html 

法新社：更多宗派成员死于“监禁”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1/23/1181.html 

中央社：又传两法轮功学员遭虐死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1/22/926.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1/19/441.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6/1/76091.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5/4/476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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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6 王佩声(28) 

 

受害人：王佩声(Wang, Peisheng)，男，68 岁，山东省潍坊五金站离休

干部，家住潍城区西关街办苗莆 1 路 10 号楼。  
酷刑致死地点：潍坊潍城区拘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1999 年 7.20 后，王佩声(原法轮功潍坊辅导站副站长)因修炼法轮功而被监控，长期受警察及有关部门的恐吓和威

胁。2000 年 3 月因给人大代表联名上书反映法轮功情况的签名而遭拘留，每天 24 小时被关在闷热的牢房中，没有

放风时间， 

2000 年 6 月 27 日，他为讲法轮功真相进京上访，再次被押回潍坊潍城区拘留所，遭拘留 15 天并收去 600 元钱，

拘留时未通知家属。每天强迫其家人交 40 元生活费，生活待遇极差，喝生水，吃咸菜，有时干体力活（挖土卸

车）。2000 年 7 月 12 日凌晨 2 点多在牢房中过世。下午一点多警方才通知老伴。死亡报告书中只有「猝死」二

字，无任何解释。 

亲属在还没查明他的死因之下，于次日上午在警察人员监视下，尸体被火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潍坊市潍城区“610”办公室 
潍坊市公安局潍城分局治安拘留所 

华盛顿邮报社论：剥夺法轮功学员信仰自由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8/8/2061.html 

法新社：两名法轮功学员死于在中国的监禁中，死亡人数上升至 24 人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7/22/3357.html 

路透社: 又有两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死于监禁中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7/22/3357.html 

中央社：吉林及山东两名法轮功学员传被公安逼死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7/20/3338.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7/19/33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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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7 杨伟东(44) 

受害人: 杨伟东(Yang, Weidong)，男，54 岁，正团级转业干部，曾任湖南长沙要塞卫生所所长，90 年转业后为山

东潍坊市潍城区药检所药检师，单位隶属市卫生局。 
酷刑致死地点:潍坊市潍城南关派出所、潍坊市潍城拘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杨伟东修炼法轮功前，患有多种致命疾病，修炼法轮功后身心都健康了。在单位期间，多次被评为模范党员，历

任单位党代表。 

1999 年 11 月 19 日，杨伟东为讲法轮功真相进京上访，至 11 月 23 日凌晨被强行关押在南关派出所的留置室内，

这是一间位处窄道、阴暗潮湿，有一个大窗户（窗高约 1 米，宽 1.5 米左右），却没有玻璃的囚牢。当时下着小

雨，室外气温约零下 7℃-8℃左右。派出所也不发棉被…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使他本来就虚弱的身体状况直转而

下。他冻得无法入睡，呼吸困难，气喘声浓重，说话有气无力，断断续续，饭也很少吃，整日咳嗽，关押两天一

夜之后，于 11 月 24 日晚被单位（卫生局）送入潍城拘留所处以治安拘留 15 天。到拘留所后，他的身体状况每况

愈下。甚至拘留人员要照个人照片，只能在床上照。 

1999 年 12 月 8 日拘留到期，单位（卫生局）又强行将他送入潍城区康复医院精神病科男病房，并派专值人员看

管，不许其学法、炼功，这时他已是肝腹水，下肢水肿，康复医院的医生见状曾对监管人员说：他全身衰竭，还

不送他回家，没治了…。他的儿子也在这所医院精神病科上班，为此与他儿子相处数年准备结婚的女友也与他的

儿子分手。最后医院看他已经不行了，就叫他的家人把接他回家。5、6 天之后，于 1999 年 12 月 25 日晚死亡。 

事后，南关派出所以此为反面教材陷害法轮功，说他因炼法轮功致死。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潍坊市卫生局 
潍坊市潍城拘留所 
潍坊市潍城南关派出所 
潍坊市潍城区药检所 
潍坊市潍城区康复医院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3/22/9241.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8/24/2858.html 

英文: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3/30/55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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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8 王秀娟(158) 

 

受害人：王秀娟(Wang, Xiujuan)，女，37 岁，家住山东省昌

乐县马宋镇马宋村。  
酷刑致死地点：昌乐县马宋镇敬老院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夏季，王秀娟两次为讲法轮功真相进京上访，先后被昌乐县公安局非法刑事拘留两个月。在 9 月 26 日出狱

后，被镇委以办班为名将她与 7 名法轮功学员，非法拘禁至 2001 年 2 月 13 日长达近 5 个多月。寒冷的冬天，只有

一床褥子，铺在地上。 

2001 年春节前，被关的法轮功学员要求无条件释放回家与家人团聚过年，镇政府说谁交上 2 万元钱就放谁。法轮

功学员因拿不出钱，就这样一直被非法关押在私设监狱里(当地敬老院)。每人一室，日夜房门上锁。非法关押期

间，以赵世军（镇政法委书记）为首的警察用电线拧成绳索抽打被关人员，经常对法轮功学员毒打折磨，后期还

不准家人送饭，用暴力、饥饿和寒冷折磨法轮功学员。 

在此期间，家属把她带回家里，不料被专管组的人员发现，镇委便派了人去大打出手，并以转化为名把她又拉回

去进行拷打。 

2001 年 2 月 13 日下午，在赵世军与工作人员高永瑞对 4、5 天没吃东西、身体已极度虚弱的她大打出手，约下午

3-4 点，将她活活打死，为逃避罪责，镇政府声称她是“上吊自杀”。并在不通知亲属的情况下私自将她的遗体拉到

火化场冷冻 6 天后强行火化。事后不几天，该镇党委书记孙兰信被安排调走了。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昌乐县公安局 
马宋镇党委书记 孙兰信 
昌乐县马宋镇政法委书记：赵世军 0536-6223171 
高永瑞、高兴波、郭文波、唐龙云 
昌乐县马宋镇敬老院（私设监狱） 

美联社报导:又有三名法轮功学员死亡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4/15/9950.html 

中文版：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2/25/21797.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4/3/9600.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2/27/17185.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4/10/70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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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9 张志友(61) 

 

受害人：张志友(Zhang, Zhiyou)：男，45 岁，山东潍坊市潍城

区于河镇人 。  
酷刑致死地点： 

案情简单描述: 
张志友与妻子李玲云都是法轮功修炼者，夫妻俩人孝敬父母、乐于助人，在村里威信很高。 

1999 年 7 月 21 日，夫妻二人为讲法轮功真相进京上访被抓至镇政府，惨遭毒打后，每人逼交 1700 元。1999 年 10
月，妻子李玲云再次进京上访，镇政府把他拖至司法所，毒打了一天。2000 年 4 月，妻子李玲云又一次进京上访

押回潍坊后，他又被镇政府打手打昏死过去、不省人事。打手不想承担责任，让一法轮功学员用三轮车把他送回

家中。为了避免再次被迫害，他在外躲藏一个月，回家后仍难逃厄运，被镇政府打得满身黑紫，两个多月后还胸

部憋闷，疼痛难忍。夫妻两人被逼迫交 8000 元，造成他们四处借债，生活极其艰难。 

2000 年 10 月 4 日，他们再次进京上访。10 月 5 日在天安门广场被便衣骗至一处，后转送潍坊驻京办事处。10 月 6
日凌晨，押送车行至沧州时，他决定再次返回北京上访，为法轮功洗刷不白之冤。便与其它四人在警察熟睡的情

况下从车窗跳下，却不幸身亡，于 10 月 8 日在沧州被强行火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于河镇镇政府 电话：0536-8169396 党委：0536-8169555 派出所：0536-8169585 
于河镇镇政府司法所 
潍坊驻京办事处 

中央社：大陆又有三名法轮功学员被虐待致死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0/19/870.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0/20/8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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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0 郭萍(395) 

 

受害人：郭萍(Guo, Ping)，女，27 岁，山东潍坊市奎文区潍

州路街办黄家庄人。  
酷刑致死地点：奎文区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1 年 12 月 29 日，郭萍和丈夫刘培东在家中，被奎文区二十里堡派出所所长邱福海带警察，翻墙而入抄家并强

行绑架。两人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奎文区看守所，法院已经开庭审理过一次，要被判刑。她在看守所关押了五个半

月，因她不配合警察无理的要求，遭到凌辱酷刑。 

2002 年 5 月 15 日，她因绝食抗议不公，被强行灌食导致胃破裂大出血，被送到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内科 6 病室抢

救，当时口吐鲜血、眼睛发直，手脚、脸肿胀，昏迷不醒。抢救期间一直还戴着手铐，多名警察把守病房，检查

院、法院的人都来观看，一法官问一名警察，“怎幺折磨成这样还不放人？”2002 年 5 月 17 日晚 9 时，被迫害致

死。 

刘培东（潍坊高密市人）被看守所押到医院，看到妻子受迫害之手脚浮肿的惨状，回看守所后开始绝食抗议。其

妻被迫害致死当天，潍坊市奎文法院对其非法审判，后据悉内定判刑七年，仅十天上诉期。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奎文区看守所所长邱福海 
潍坊市奎文区“610”办公室 
奎文区二十里堡派出所 
副所长于云良 
潍坊市奎文法院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5/25/30778.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5/23/30664.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5/20/30535.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6/1/2264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5/24/22375.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5/22/223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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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1 郑方英(328) 

 

受害人：郑方英(Zheng, Fangying)，女，54 岁，家住山东潍坊

青州市潭坊镇北魏村。  
酷刑致死地点：北京某派出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1 年 12 月 2 日，郑方英从青州火车站去北京讲法轮功真相，到北京后，先把随身带的真相材料全部发完，然后

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她边跑边喊“法轮大法好”、“还大法清白”、“还我师父清白”，结果被一群警察扑倒，遭到疯

狂的毒打。之后被关到派出所。开始的时候她和其它的法轮功学员关在一起，由于她拒不配合警察的命令和指

使，遭到拳打脚踢，用电棍电，施尽了各种手段折磨她，导致她的内脏被打坏。后被单独关进一间小屋。 

她在被关押期间绝食十八天，警察还经常毒打她，致使她行走困难、大小便不能自理，生命危在旦夕。 

警察们怕承担责任，把她送到火车站，在济南下车后，由于体力不支，爬上地道口时身体已经支撑不住了，幸好

此时遇上一位善良的男青年把她救起，并护送到家。 

她家人给她换衣服时发现她嘴里有两颗牙被打掉，只靠一点肉丝连带着。整个小腹呈紫黑色，一动她就听到“哗
啦”“哗啦”响，全身伤痕累累。回家三天后就与世长辞了。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北京派出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1/20/23497.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1/22/23603.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21/1797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2/2/183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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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2 宿宝兰(488) 

受害人: 宿宝兰，女，26 岁左右（宿孝友之女），家住山东潍坊安丘市石堆镇石人坡村。 
酷刑致死地点: 安丘市石堆镇洗脑班 

案情简单描述: 
1999 年 10 月，宿宝兰为讲法轮功真相进京上访，被当地警察抓回。因在拘留所里坚持不放弃信仰，被警察用电棍

电击脖子、耳朵、手等处，后被送到安丘看守所。她不配合非法拘捕，仍坚持不放弃信仰，被警察拉出去毒打，

当时全所的人都听到她被毒打的声音。 

2000 年秋天，她被非法关押 2 个多月后企图将其劳教，她以绝食抗议，出来后仍多次被当地派出所非法关押，在

家中也被丈夫用三角带抽毒打。 

2001 年春，她和其它法轮功学员交流，被其丈夫举报，致流离失所，一直到 10 月中旬回家向亲人讲清真相，又被

丈夫强行送到洗脑班。 

2001 年 10 月下旬，当地居民在河中发现了她的尸体，当时警察曾派人到现场处理，但对于死因，当地警察、610
及其丈夫等都不提。石堆镇镇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已证实了她的死亡事实，并透露她在绝食期间曾被灌食。 

据了解，当时她的父亲和二妹被抓去非法劳教，而母亲和小妹也被迫流离失所，家中只有一个小弟。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安丘市公安局拘留所 
安丘市看守所 
安丘市石堆镇派出所 
安丘市石堆镇洗脑班 
宿宝兰的丈夫 

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0/26/38698p.html 

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0/20/38334p.html 

英文: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0/22/278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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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3 李国俊(409) 

受害人: 李国俊(Li, Guojun)，女，37 岁，家住山东潍坊寿光市寿光镇东玉村。 
酷刑致死地点: 寿光“610”洗脑班 

案情简单描述: 
李国俊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自 2001 年起一直被迫流离失所，2002 年 4 月 16 日失踪。6 月初，寿光市寿光镇镇委书

记崔 XX 到李国俊家说她现在在寿光“610”洗脑班，跟她丈夫说拿 2000 元钱便可放人。她的丈夫借了 2000 元钱给

了他。 

2002 年 6 月 9 日，警察通知家人说她去世了！而且遗体已被送到寿光市稻田镇火化厂要强行火化！她的丈夫要求

看遗体，警察不同意；后来在她娘家人的坚决要求下，警察才让看，她的遗体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2002 年 6 月 10 日上午，寿光市的警察胁迫她的家人匆匆送葬，后边跟着 3、4 辆警车，还不准亲人哭。李国俊死

后留下一个 12 岁的儿子。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寿光市寿光镇镇委书记崔某某 
寿光“610”洗脑班 
寿光市公安局 

中文版：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6/25/3229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6/19/32037.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6/20/233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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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4 郭瑞雪(859) 

受害人: 郭瑞雪(Guo, Ruixue)， 女，60 多岁，山东省安丘市东南街村农民。 
酷刑致死地点: 安丘市公安局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郭瑞雪为讲法轮功真相进京上访被拘留。期满回家后，因发放法轮功真象资料，再次被安丘市公安局警

察绑架。 

她在看守所里受尽酷刑折磨，全身遭电棍电击，手、脸被电击得布满水泡、小便失禁，被折磨至生命垂危，看守

所才将她放出。出狱后 2、3 个月， 2001 年夏在安丘市人民医院去世。 

安丘市公安局 610 办公室 536-4383927、安丘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536-4383912 日前均证实郭瑞雪死亡事实，并承认

郭瑞雪是安丘市公安局抓的。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安丘市公安局  
警察李升华、程淑平等 
安丘市看守所 

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2/6/66733p.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2/10/449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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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5 曹桂芬(394) 

受害人: 曹桂芬(Cao, Guifen)，女，61 岁，潍坊市供销储运公司人。  
酷刑致死地点: 潍城区南关派出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2 年 4 月 26 日晚上 9 点左右，在属南关派出所辖区的潍城区青年路南头铁路桥洞南 300 米处路东，被潍城区南

关派出所副所长王爱之及联防队员于明春等人驾无牌警用丰田面包车活活撞死。 

据目击者称：当时曹桂芬并没走错路，一辆警车突然过来一下子撞得她嘴里吐血。撞人后肇事者谎称交通事故，

交警队事故处理股的张永杰随后即到，又询问，又量现场，把人送到市立医院，因 CT(计算机断层摄影)发生故障

又送到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拍 CT 检查，三小时后去世。 

交警队至今不给做事故责任认定。事故处理股现已换姓赵的警察接管。派出所一开始态度很蛮横，说司机是借

的，不是派出所的人，后来看到家属态度坚决，一定要追究责任，态度马上变好。假设是交通事故把人撞死，肇

事司机当时就应刑事拘留，可是现在不但逍遥法外而且还想抵赖。有人传出这次惨案可能是副所长王爱之酒后驾

驶所为。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潍城区南关派出所 
王爱之(潍城区南关派出所副所长)  电话：0536- 8395269 
于明春(联防队员) 
张永杰(交警队事故处理股) 
赵姓的警察（交警队事故处理股） 

中文版：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5/20/30535.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5/22/223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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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6 李惠希(15) 

受害人: 李惠希(Li, Huixi)，男，40 多岁，家住山东省潍坊寿光市侯镇侯一村。  
酷刑致死地点: 侯镇派出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 4 月 21 日，李惠希为讲法轮功真相进京上访，由寿光市公安局带回到侯镇派出所，当晚被公安人员活活打

死，22 日早上，公安局通知其家属说他已死亡，并在其家人赶来追悼前火化了尸体。事后给了家属 4.5 万元人民

币作为补偿，并告之不许声张。  

2000 年 4 月 25 日中央社，28 日法新社都报导了这件事。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寿光市公安局 
侯镇派出所 

法新社: 另一个法轮功学员被中国警察殴打致死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4/28/3887.html 

中央社:山东一法轮功学员被公安打死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4/26/6137.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4/26/3904.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4/24/39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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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7 王武科(99) 

受害人: 王武科(Wang, Wuke)，男，26 岁，家住山东省潍坊高密市。  
酷刑致死地点: 

情简单描述: 
王武科在高密一家民营的医院工作期间，因为人勤奋善良又聪慧，深得同事和病人的赞扬。 
  
2000 年 10 月 1 日，他为讲法轮功真相进京上访，被当地警察押回，同车有近 100 名法轮功学员。他不愿被警察带

走，想再次返回北京上访而从车上跳下，跳下后昏迷。当地的警察不管，通知家人接回后被送去医院，不久在医

院去世。与他刚结婚 7、8 个月的妻子刘云为了给他讨个公道，被迫流落在外，后来被当地洗脑班抓去，强行洗

脑。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高密市公安局 

中文版：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0/12/25/5892.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0/12/22/5777.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0/12/29/3689.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0/12/28/91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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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8 赵凤花(363) 

受害人: 赵凤花(Zhao, Fenghua)，女，约 53 岁，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尧沟镇北郭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 山东省潍坊昌乐县“610 办公室” 

案情简单描述: 
赵凤花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警察迫害，曾被非法判以劳教，因查体时有“肿瘤”症状才免于劳教迫害。 

2002 年 2 月下旬，她因发放法轮功真相材料，被非法抓捕，遭昌乐县“610 办公室”警察范涛等人严刑拷打。并对她

使用酷刑“好汉床”（对死囚都很少用的酷刑刑具）。不久(不到十天时间)，在 2002 年 3 月 11 日左右被活活折磨而

死。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山东省潍坊昌乐县“610 办公室” 
山东省潍坊昌乐县“610 办公室”警察范涛等人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3/21/27006.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3/22/201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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