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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姜丽英 (173) 

 

受害人：姜丽英(Jiang, Liying)，女，45 岁，山东省招远市玲珑镇姜

家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山东省招远市公安局玲珑分局 

案情简单描述： 
姜丽英，初中文化程度。从小一条腿残疾，走路不便，学法轮功后深感受益匪浅。 

自 1999 年 7.20 法轮功遭非法镇压以后，她为法轮功进京上访，走到天津市被当地警察截住，由招远市玲珑镇政府

拉回。 

2000 年元旦，她再次进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抓住后，由招远市警察带到黄金稽查大队，非法搜身，搜去

现金 300 元人民币。后又送招远市玲珑镇派出所关在铁笼里，一直关了 7 天，强迫家人交押金 1500 元人民币才放

回家。 

2000 年 10 月 11 日，她再次进京上访，走到莱洲市沙河镇被当地警察截住，当晚由招远市公安拉到巡警大队。第

二天玲珑镇派出所来人把她带走审问后，当天刑事拘留，30 天后回到玲珑镇派出所又关了一天，强迫家人交押金

500 元才放回家。 

2001 年 2 月 11 日上午 8 点左右，招远市警察李桂波，刘文庆闯进她家，非法抄家幷非法绑架到看守所。2001 年 2
月 13 日上午，她被从看守所转到 610 项目组审问，受尽多种酷刑。拳打脚踢、用电棍电、前胸后背各贴上一块钢

板再用重锤击打，酷刑一天一夜，她几次昏死。警察们一看她不行了，2001 年 2 月 14 日就把她送回玲珑分局交给

栾德青，继续迫害，不给饭吃，不让家人探望。2 月 15 日栾德青为不让她死在局里，才通知她丈夫去接人。紧急

送进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 2 月 17 日上午 10 点 10 分离开人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招远市玲珑镇政府 
黄金稽查大队 
莱洲市沙河镇警察 
巡警大队 
山东省招远市公安局玲珑分局 电话：011-86-535-8362019（玲珑分局局长栾德青直接指挥杀人，该人现调市 610 办

公室） 
山东省招远市公安：李桂波，刘文庆 
山东省招远市 610 项目组 办公室电话:011-86-535-8242287 
招远市玲珑镇派出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20/46832.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6/45928.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10/33138.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0932#_ednref1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20/46832.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6/4592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10/331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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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田香翠(49) 

 

受害人: 田香翠(Tian, Xiangcui)，女，61 岁，山东省龙口市丰仪镇曲家沟

人。 
酷刑致死地点:北海医院 

案情简单描述:  
田香翠原来身体键康，家中事务几乎由其承担。2000 年 7 月 12 日，她进京为法轮功上访， 13 日被押回丰仪镇政

府。7 月 13-17 日在押期间，第一天不给饭吃，第二天开始给午饭、晚饭，每顿半个馒头。每天早晨至晚上 10-12
点被强制在屋外罚站不准动、上午面朝东，下午面朝西，接受烈日暴晒，不给水喝。早上打一顿，晚上打一顿，

经常是四、五个人围成一圈打一个法轮功学员。晚上在屋外地上睡几个小时，白天继续罚站。有的学员挨过五六

次打，有的被强制坐在椅子上，脚搁在另一个椅子上，悬空的腿上坐人。期间丰仪镇曹承绪书记对来看学员的家

属要求领人先拿 1 万 2 千元。 

田香翠因包中有法轮功横幅，被打得最严重。在夏天中午气温达 35℃下被欧打，除了拳打脚踢外还用电棍打。

2000 年 7 月 16 日上午十点左右，被曹承绪书记、赵金田书记、柳延波等人殴打，又被继续罚站在烈日下曝晒，后

来田香翠坚持不住，坐在地上昏迷过去，此后经常头晕、恶心、呕吐，无法进食；有时不停咳嗽，吐出的痰中发

出腥臭气味。 

2000 年 7 月 17 日被送往张家沟拘留所。田香翠健康状况日趋恶化。2000 年 7 月 21 日下午，张家沟人员见田香翠

生命垂危，通知丰仪政府，丰仪政府通知其家属领回，家属将她送至北海医院抢救。此时的田香翠浑身是伤，面

无人色，口不能言，经抢救无效，于 23 日上午 8 点死亡。家属向北海医院要病历，医院拒绝交出。 

事后驻张家沟拘留所的工作组人员让与田香翠同拘室的人（曲洪莲，刁海莲，慕福芸，韩贵珍）写证明，证明工

作组人员未打田香翠，而是丰仪镇政府打的，并按手印。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山东省龙口市丰仪镇政府 
张家沟拘留所 
北海医院（龙口市沿河东路 13 号） 
曹承绪书记 
赵金田书记 
柳延波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9/18/1968.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11/6671.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18/5170.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0932#_ednref2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9/18/1968.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11/6671.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18/51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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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张林(274) 

受害人：张林(Zhang, Lin)，(原名张林仙)，女，53 岁，山东招远市人，法轮功学员，家住招远市文化区 42 号楼

331 户居民。  
酷刑致死地点：山东省淄博王村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1 年 7 月份左右，张林被招远警察非法抓捕至招远玲珑镇转化班，强迫洗脑四、五十天，未被转化，于 2001 年

9 月初被招远警察送至淄博王村劳教所劳教两年。她自去淄博王村劳教所后一直未与家人联系。 

2001 年 9 月 28 日，王村劳教所通知其丈夫蒋兆寿（招远物资公司退休人员）说她病了，马上去接。他说她自修炼

以来一直身体健康，拒绝去接。 

2001 年 9 月 29 日王村劳教所再次通知他必须去接，不去不行。不得已他同招远警察到王村劳教所于当日晚将她接

回，此行除了其丈夫蒋兆寿与警察外无任何人见到她的状况。 

9 月 30 日凌晨传出她跳楼自杀的消息。警察称：当日凌晨群众举报市局有人坠楼身亡，后由警察通知其家属成为

自杀疑案。但小区未有人见到她的尸体，举报人不详，其丈夫蒋兆寿与警察口径相同。 

蒋兆寿说，张林说不炼法轮功了，而且写了悔过书。但凡被转化的会马上给家里写信，打电话或者给政府写信，

而她却什幺都没做。他并说，警察让她回家过中秋节。在她之前和之后惨遭劳教的法轮功学员很多，被转化的也

不是一个两个，为什幺只让她回家，而其它一个也不放？据知情人士透露，她幷没有接受所谓的“转化”。 她因坚

决不转化，被王村劳教所迫害致死，事后警察收买或胁迫她家人按警察口径说话。 

她的尸体于 10 月 1 日匆匆火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山东省淄博王村劳教所 
山东省招远市警察局 
招远玲珑镇转化班 
蒋兆寿(张林的丈夫，招远物资公司退休人员)  电话：0535---8216369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20/46832.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15/18047.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0/17/14767.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0932#_ednref3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20/46832.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15/1804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0/17/147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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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 隋松娇(660) 

受害人：隋松娇(Sui, Songjiao)，女，57 岁，山东省招远市金岭镇山李家村农民。 
迫害致死地点：山东省招远市玲珑洗脑班 

案情简单描述：  
2003 年元旦前，同村邵翠凤胁迫隋松娇的家人将她送入招远市 610 玲珑洗脑班。在该处，她因拒绝诋毁法轮功创

始人和法轮功，而遭林涛、宋淑芹、刘玉久等以「送劳教所」、「家人受株连」等谎言欺骗恐吓，使她精神极度

紧张，出现恍惚状态。曾几次拿着东西往外跑，并说家里的人被抓、被打，但因大铁门紧闭无法出去，而继续承

受迫害。 

在洗脑班中，她被迫二十多天不准睡觉。当她困的不行时，班内人员把她推到开着窗户、零下十多度的卫生间里

长时间冻她，且不准她穿著棉衣。刘玉久、刘进才、刘翠花、林淑喜、于英斌、孙彦芹等人负责二十四小时看

管，只要她一打盹就拳打脚踢。并写一些污蔑法轮功创始人和法轮功的语句让她照读，被她拒绝。其中刘翠花、

孙彦芹喊口号、其余四人尽各种手段对她拼命的打，揪头发向墙上使劲撞，她全身被打的没有一点好地方，整个

头部肿胀，面部青紫、严重变形。林淑喜还用手狠命掐她的大腿根。 

她的家境本就不宽裕，又被洗脑班强行勒索 2500 元。家人担心、害怕，对她有所指责，使她身心伤害极大，导致

含冤而死。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山东省招远市玲珑洗脑班   
山东省招远市市 610 ─ 值班电话：0535-8242287 办公室电话：0535-8258610 
山东省招远市市 610 项目组长 ─ 林涛，手机 13953500555 
山东省招远市玲珑洗脑班不法人员 
邵翠凤、刘玉久(0535-8212261)、林淑喜(0535-8322476)、宋淑芹、刘进才、 
刘翠花、于英斌、孙彦芹、林淑喜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2/48902.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5/35287.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0932#_ednref4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2/4890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5/352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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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 夏术才(105) 

受害人: 夏术才(Xia, Shucai)，男，63 岁，山东省莱阳市中荆镇东大格庄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 山东省莱阳中荆镇政府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 12 月 9 日，夏术才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时，在莱西火车站被警察截住后，押回莱阳中荆镇政府。镇政府逼

其家人交 2000 元罚款，并强迫他写保证书。他以绝食表示对其无理关押和殴打的抗议。在绝食期间，多次遭镇政

府人员欧打和折磨，于 2000 年 12 月 22 日晚被迫害致死。 

据目击者表示，他死时瘦削不堪，睁着双眼，脸上的伤痕已结痂，右手皮开肉绽，肚子、大腿等处均有淤血，锁

骨处有伤痕。家属被通知见尸体时，血迹已被擦干净。 
 
事发后中荆镇政府将他的尸体转移至莱阳公安局，并把与他一起关押的三名法轮功学员秘密送走，下落不明。镇

政府宣称他是自己摔倒致死，并由法医鉴定，宣称他为正当死亡、皮下瘀血为老年人死亡时的正常血斑。 

中荆镇党委书记李敏，女，38 岁，与此案有直接责任。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莱阳中荆镇党委书记：李敏，电话：0535-7560012； 
山东省莱阳中荆镇政府 
莱阳市公安局，电话总机：0535-7212790； 

世界日报：  2001/1/4 2001 年 1 月 4 日世界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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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1/3 2001 年元月 3 日英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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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1/4 2001 年 1 月 4 日美国之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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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1/4 2001 年 1 月 4 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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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 1 月 3 日华盛顿邮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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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8545-2001Jan2.html 

英国广播公司 2001/1/3 2001 年 1 月 3 日英国广播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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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1/3 2001 年 1 月 3 日中央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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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1/3 2001 年 1 月 3 日自由亚洲电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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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 2001/1/3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3/6412.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4/6429.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6/5391.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0932#_ednref5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4/645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4/64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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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4/6448.html
http://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8545-2001Jan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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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 张守迁(681) 

受害人: 张守迁(Zhang, Shouqian)，男，山东省胶南市海青镇人。原山东省胶南市海青镇水利站站长  
酷刑致死地点: 山东省胶南市海青镇派出所 

案情简单描述: 
张守迁因修炼法轮功，于 2002 年 7 月被胶南市公安局、610 办公室人员非法抓至洗脑班。期间﹐多名法轮功学员

被关在洗脑班阴冷的房间里，每天强迫看 14 到 15 小时的污蔑法轮功影片，逼写三书、强迫灌药。每顿饭只给吃

四分之一个馒头和一小片咸菜头；喝水、上厕所都受到限制。由于长期没吃蔬菜和油，造成多人便秘、面黄肌

瘦、发晕、恶心、全身发抖。若有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人去探望，则被看守阻止在门外。 

又因张守迁坚持信仰﹐并向他们讲真象 ，610 办公室洗脑班的工作人员刘学彩（书记兼主任）、王少兵（副主

任）、头目：张光珍（科长）、王辉（所长）、杨泽信（科长）、张美花（科长）、徐晓富（司机），便把他单

独关在一间屋里。后又调上逄逾鹏（大珠山镇大潘村人）、徐某（隐珠镇派出所）、张金友三人轮流值班，不许

张守迁睡觉，白天强迫他站着看污蔑法轮功的书，晚上站着看污蔑法轮功及创始人的录像，只要一闭眼，看守们

就拳打脚踢，这样长达五天五夜，120 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休息。据看守表示张守迁的腿、脚都肿了，整个人变的痴

呆。 

2002 年 11 月被送回胶南市海青镇派出所，12 月份在胶南市海青镇派出所被迫害致死，具体迫害情况不详。 

迫害张守迁的直接责任人原胶南市海青镇派出所所长孙磊，当时现被调离海青镇派出所，调至胶南市大珠山镇派

出所。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孙磊 原山东省胶南市海青镇派出所所长、现任胶南市大珠山镇派出所 
山东省胶南市海青镇派出所 532-7181002 
胶南市公安局：总机：（0532）8183445，分机 8300、8303 
610 办公室（现改名为反法轮功?组织办公室）：（0532）8191670 转 8345 
610 办公室洗脑班工作人员： 
刘学彩（书记兼主任） 
王少兵（副主任） 
头目：张光珍（科长） 
王辉（所长） 
杨泽信（科长） 
张美花（科长） 
徐晓富（司机） 
隐珠镇派出所  徐某 
大珠山镇大潘村人 逄逾鹏 
张金友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5/17/50558.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21/35985.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0932#_ednref6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5/17/5055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21/359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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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7 任廷玲(172) 

受害人: 任廷玲(Ren, Tingling)，女，51 岁，汉族，山东省海阳市留格镇小滩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山东 115 基地集中营 

案情简单描述：  
2001 年 2 月 22 日，海阳市“610”下令把不放弃修炼法轮功的学员强行集中到“115 基地”。全市 160 多名法轮功学员

被分到大小不同的房间里男女同住。 

209 房间的任廷玲，为讲法轮功真象进京上访，被当地警察带回后，一直被非法关押，来“115 基地”前一直被非法

关押在东村看守所，幷在其中遭到严刑暴打。三月份，她被送到“115 基地”时已奄奄一息。几天后 209 房间其它法

轮功学员发现她双手抱肩，浑身哆嗦，情形非常危急，就赶紧告诉看守，看守不予理会。过了一会儿，看守逼迫

学员去看洗脑录像，有学员想要留下来照顾她，看守也不准。 

当天上午 8-9 点钟她便在身体极度虚弱下死亡。警方则对外谎称她死于脑溢血。现已查明打死她的凶手叫王杰。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东村看守所 
直接迫害任人：王杰 
海阳市委副书记，“610”办公室主任 邵文兵 
“115 基地”主任 于某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1/8/19281.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4/14314.html#chinanews0804-19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1/6/19149.html#chinanews-2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4/9/9771.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4/15/6943.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1/11/15645.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0932#_ednref7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1/8/19281.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4/14314.html#chinanews0804-19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1/6/19149.html#chinanews-2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4/9/9771.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4/15/694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1/11/156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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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8 孙绍美(132) 

 

受害人: 孙绍美(Sun, Shaomei)，女，43 岁，山东招远玲珑镇沟上村供

销社职工。  
酷刑致死地点: 北京大兴县团河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1999 年 7 月 20 日以来，孙绍美多次为讲法轮功真相进京上访，期间多次被打、被抓、被罚款。2000 年 2 月 14 日

被招远玲珑分局非法关押近 8 个月。出来后她又一次进京上访。 

据了解，2000 年 11 月 28 日她被送往大兴县团河劳教所，12 月 2 日送往团河农场医院救治，于 12 月 12 日上午 11
点 45 分去世。当天村里接到北京团河劳教所孙绍美死亡的通知，后得知她被活活打死。 

事后玲珑镇有 6 位法轮功学员因她死亡之事被非法关押在招远市拘留所中。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招远玲珑分局 
北京大兴县团河劳教所 

自由亚洲电台： 日前安徽、河北、吉林、湖南等地又有 7 名法轮功学员在被关押期间被毒打致死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2/9/7875.html 

法新社：又有七名法轮功追随者死于中国拘押 AFP：Seven More Falun Gong Followers Die in Chinese Custody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2/8/785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5/2/10551.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1/31/7491.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5/5/9283.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2/5/4796.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0932#_ednref8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2/9/7875.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2/8/785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5/2/10551.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1/31/7491.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5/5/928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2/5/47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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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9 李梅(248) 

受害人：李梅(Li,Mei)，女，33 岁，山东省莱阳市龙旺庄镇溪主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莱阳市党校 

案情简单描述： 
2001 年 4 月 9 日，李梅因学炼法轮功，被镇政府赵主任强行带到镇政府迫害，又将她送到莱阳市党校进行洗脑。

她被党校人员打碎脊椎骨，下肢瘫痪，被送到龙旺庄镇某医院，后又转到莱阳中心医院特级护理 13 楼，于 5 月 28
日死亡。 

镇政府给她的家属 3 万元幷强迫家属签署一份声明：“李梅死于自杀。她的死亡与他人无关。”她的丈夫不服，曾请

过律师，但由于她是炼法轮功的，无人敢接此案。 

她去世后，院方要求家属付 6 万元才给遗体。对一个农民来讲根本拿不出这幺多钱，因此她的遗体一直停放在医

院。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山东省莱阳市龙旺庄镇政府 
山东省莱阳市龙旺庄镇政府赵主任 
山东省莱阳市党校 
莱阳中心医院 

路透社：法轮功说六名学员在中国拘禁中死亡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9/21/16834.html 

法新社：据报六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警察拘留期间死亡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9/20/16794.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9/7/1615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8/31/15696.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9/12/13804.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9/12/13797.html 

 

案例 10 李女士(427) 

受害人: 李女士，住山东省蓬莱市大辛店镇龙山村店 
酷刑致死地点: 

案情简单描述:  
2002 年 2 月初，李女士(山东省蓬莱市大辛店镇龙山村店法轮功学员姜宜宾之妻) 为讲法轮功真相进京上访，被北

京警察毒打，迫害成植物人，然后从北京空运到烟台，送至蓬莱医院，抢救无效，于同年 2 月中旬死于蓬莱医

院。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北京警察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7/28/33951.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7/25/33836.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7/26/245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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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1 于桂贞(832) 

受害人: 于桂贞(Yu, Guizhen)，女，55 岁，山东省平度市城关镇人，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 

案情简单描述：  
2002 年阴历 5 月，于桂贞被平度市警察非法抓捕，她绝食抗议，遭到政保科及 610 人员石卫兵、于斌等人的毒

打。消息人士透露，石卫兵一拳一拳专朝她头上打，见她不屈服，把她绑架到淄博王村劳教所。 
 
在淄博王村劳教所，她被逼坐小板凳、关小黑屋、关厕所、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以逼迫她放弃信仰。 
 
2003 年阴历 8 月，她在当地一市场上向民众讲法轮功真象，被 610 的人员代玉刚抓捕，再次被送往淄博王村劳教

所。以代玉刚为首的 610 人员，把她强行送往同和精神病院，每天将她成“大”字形绑在床上，强迫她吃不知名的药

物，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针剂，使她的神经遭到极大的损害，身体不能自控，目光发呆，嘴巴歪斜，口水不断，

整天昏昏欲睡神智不清。后来家人被 610 人员敲诈一万元后，把她带回家。 

回家后，被迫害成精神错乱的她，浑身上下疼痛难忍，一腿跛行，成天难受得在床上爬来爬去，610 人员还三天两

头去她家骚扰、恐吓，她丈夫吓得不敢跟外人接触。11 月 13 日，被精神病院迫害成精神错乱的于桂贞死于自缢。 

平度市 610 办公室一男性人员日前承认于桂贞被送进精神病院，出院后死于自缢。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政保科  
平度市政保科及 610 人员石卫兵、于斌 
平度市城关镇 610 人员代玉刚  
山东省平度市 610 办公室( 532-8360309) 
同和精神病院  
淄博王村劳教所   

中文版：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1/4/64021.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1/7/43882.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0932#_ednref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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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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隋广西(753) 

受害人: 隋广西(Sui, Guangxi)，男，山东莱西市牛溪埠乡向阳岭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辛庄洗脑班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随广西去北京反应法轮功实情，被北京公安人员抓起来。后由莱西市牛溪埠镇派出所带回，非法关押 18
天。2001 年又被镇派出所从家中抓走，非法关押 42 天。 
 
2002 年 10 月 22 日（农历 9 月 17 日）晚 11 点，他在家睡觉，由本村丁玉香带领乡政府人员和警察 11 人，翻墙闯

入家中，把他及妻王淑花（也是法轮功学员）拖上警车。把他们关押在三教村小学，四天后又转送莱西辛庄 610
洗脑班。 
 
在辛庄洗脑班二十几天里，王兴梅、展树欣、左栋等对他不是打就是骂，有一次把他铐在树上把被单拧紧蘸水打

他的头，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上厕所，被折磨得不象人样。 
 
11 月 13 日晚 1 点多，他找机会走脱。因为被折磨得行走不便、道路不熟，不小心掉进了 2 米多深的水沟里，许久

才爬上岸，全身的衣服就冻得邦邦硬，他爬着走，白天在坡里玉米杆草垛里躲到晚上 3 点多钟才爬到亲戚家，从

那以后生活不能自理。 
 
2003 年 4 月，他被家人送去平度人民医院进行 2 个月的治疗，花现金 1 万余元也未见好转，于 2003 年 7 月 4 日在

平度人民医院死亡。遗下两个孩子。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辛庄洗脑班 
莱西市牛溪埠乡向阳岭村 丁玉香 
溪埠乡政府人员 
犹大：王兴梅 展树欣 左栋 

中文版：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9/3/56731.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9/7/39998.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0932#_ednref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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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3 崔德臻 (336) 

 

受害人: 崔德臻(Cui, Dezhen)，男，29 岁，山东省莱西市炉上村

人。 
酷刑致死地点: 山东莱西水集炉上村东北一四拉式高 15~16 米的高

压线杆附近被人发现(推测现场经过伪造) 

案情简单描述:  
2001 年 12 月 28 日晚，崔德臻被当地警察毒打致死后，在炉上村东北一四拉式高 15－16 米的高压线杆附近被该村

村民发现，送往莱西市第二人民医院抢救，并同时报警。莱西公安局和水集派出所出动十多名警察封锁现场，并

立即封锁他的家，将他的妻子（非法轮功学员）带到派出所关押一夜，一直到他的遗体火化，也不让其妻见到丈

夫遗体。 

据见到他遗体的人表示：其整个后头塌陷进去，腿也断了，两手两肩较黑，尸首脸上、头上均有血迹﹐腰间还被

挂了一串不干胶资料，没见横幅，且只穿了一只鞋，另一只不知去向，在发现死者现场及附近并没找到另一只

鞋。 

警察先后抓去四名可能知情的人（包括法轮功学员）并严加拷问未果。案发后警察胁迫一名法轮功学员拿着法轮

功横幅在现场拍照，随后各级部门召开会议 。事后几天，莱西“610”办公室人员及警察通过各种管道媒体宣称他是

因挂法轮功横幅、贴不干胶被高压电打死。 

干过电工的人表示，人体离高压线太近就会被吸住、烧焦，不会打下来，除非立即断电。而他的身体既没有被烧

焦，也没有卷曲，贴不干胶也不需要到电线杆的顶端。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莱西“610”办公室  
莱西市公安局： 532-848-3613（总机） 
王 涛──莱西市公安局政保科：532-848-3613-10 
刘云华──莱西市公安局政保科副科长：532-848-3613-10 
张鲁宁──莱西市公安局政保科：532-848-3613-10 
水集派出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1/31/24110.html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cuidezhen01302002.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10/7/3764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1/30/24038.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0/24/27938.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2/10/18583.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31/182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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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4 徐增良(183) 

 

受害人：徐增良(Xu，Zengliang)，男，29 岁，山东胶南市海青镇水泊

村人，山东省平度市中医院医师，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 

案情简单描述：  
1999 年 10 月，徐增良为向政府反映法轮功真实情况进京上访，半途被警察非法抓捕。期间不让上厕所，身上所带

3000 多元钱被警察非法扣留。回到平度市中医院后，被非法关押在警卫室，中医院保卫科科长及手下对他拳脚相

加，让他做苦力劳动，每月只给他 250 元钱。 

2000 年 7 月，他去看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家人，被警察非法审讯，警察对他拳打脚踢、严刑拷打，逼他写揭批材

料，否则就送他去劳教，他被迫辞职。后来因为警察及平度市中医院不断的骚扰，他被迫流离失所。 

2001 年 4 月 14 日，他在莱西被非法抓捕， 4 月 17 日被警察折磨致死。他死时只穿一条裤子，光着上身，两条大

腿内侧布满直径约为 3 厘米的紫红圆点，头部一侧有一个约 14 厘米长的很深的血口子，耳朵也碎了，血肉模糊。

家属在 4 月 18 日才得知他遇害。警察谎称他是车祸致死。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山东省平度市中医院 
山东省平度市中医院保卫科科长 
山东省平度市警察 
山东省莱西市警察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4/26/10335.html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8/26/15392.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5/1/9172.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0932#_ednref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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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5 李京东(321) 

 

受害人： 李京东 (Li, Jingdong)，男，41 岁，山东省平度市云山镇丈

岭村人，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平度市公安局 

案情简单描述︰ 
李京东学炼法轮功前，全身疾病、常年吃药，炼功后全身疾病不翼而飞，成了一个健康的人。 

2001 年 11 月 3 日，他为讲法轮功真象去北京上访。11 月 4 日在北京被警察抓住，当时就打了他，带到北京拘留所

后，一个驻北京的平度警察用皮带狠狠的抽打他的头、脸瞬间血肉模糊，昏死过去。 

2001 年 11 月 6 日上午，他被押送回云山镇派出所，为逼迫他放弃炼功，警察将他铐在树上，用三股合一的电线抽

他，他以绝食抗议非法迫害。警察就强行给他灌食，被他用牙咬住管子，他们剪断管子从鼻中强行插管，他被迫

害得奄奄一息。6 天后他被押送到平度市公安局。 

2001 年 12 月 7 日，他被带回云山派出所，这时人已经死亡。尸体在太平间不知放了几日，家属在给他换衣服时身

上伤痕尚在，衣服和身上的血粘在一起，脱不下来。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云山镇派出所 
北京拘留所 
平度市公安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1/15/64960.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1/13/23071.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15/17748.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1/31/445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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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6 史洪杰(58) 

 

受害人：史洪杰(Shi,Hongjie)，男，44 岁，山东莱西市武备镇孙家

城人。 
酷刑致死地点: 莱西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2 年中共十六大前夕，史洪杰被莱西市国安大队沉涛和院上镇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并非法绑架至院上派出所

铐在铁笼子里 1 天 1 宿，后被送到莱西看守所酷刑折磨，遍体鳞伤，口袋里的钱被沉涛搜去。 

2002 年 10 月 16 日晚上，他被铐在铁笼子上，10 月 18 日早晨在医院死亡。 

据法医鉴定：他被打断肋骨，刺入肺部。尸检报告上写着他的脑子有淤血、四根肋骨、手指一根、脚趾一根都被

打断、全身上下体无完肤。脸颊含大量沙子，太阳穴紫黑，十指黑紫，两脚背布满水泡，胸部拦腰被打出一道长

长的伤痕。致死原因：内脏出血，肝胃极度萎缩。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莱西 610 办公室副主任：沉涛（莱西市国安大队）办公室电话：0532-8483613 或 84838629 或 84834643；手机：
13969791597 
院上镇派出所 
莱西看守所 
莱西市武备镇党委书记：张伟明 
武备镇孙家城村委书记：史洪涛 
武备镇派出所所长：程国杰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12/13/40908.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12/52090.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2/17/29820.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17/31009.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6/30/375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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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7 张付珍(182) 

 

受害人: 张付珍(Zhang, Fuzhen)，女，约 38 岁，原山东省平度市现

河公园职工，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 11 月，张付珍为讲法轮功真相进京上访，被公安送回的路上跳车时臀部摔伤，经平度市人民医院检查无生

命危险，在医院治疗期间，头脑清醒，还起来打坐炼功。 

孙付香（被安排给张付珍陪床的）说后来公安强行把她扒光衣服、剃光头发、折磨、侮辱她；成大字形绑在床

上，大小便都在床上。尔后它们强行给她打了一种不知什幺名的针，她痛苦的就象疯了一样。直到她在床上痛苦

的挣扎着死去。整个过程“610” 办公室的大小官员都在场观看。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平度市人民医院 
平度市“610” 办公室 
孙付香（被安排给张付珍陪床的）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31/75989.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4/26/10335.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6/7/48981.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5/1/91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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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8 卢秀芳(792) 

 

受害人: 卢秀芳，女，56 岁，山东省即墨市华山镇龙河庄村农民。 
酷刑致死地点: 济南女子监狱 

案情简单描述: 
卢秀芳在没有修炼法轮功之前全身是病，炼了之后从此身心健康。 

1999 年，她曾两次为讲法轮功真相进京上访。2001 年，她被抓捕并被判刑 4 年，关押在济南女子监狱。 

她因坚持信仰，遭到狱警的酷刑折磨。2003 年 7 月 21 日，卢秀芳被狱方送回家时全身浮肿、伤痕累累，已无法坐

立，回家后不到 2 个小时便身亡。 

华山镇河庄村一村民证实说：“卢秀芳是法轮功学员，被公安送回来后就死了。”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济南女子监狱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3/59985.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1/7/420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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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9 李启胜(682) 

 

受害人: 李启胜(Li, Qisheng)，男，70 岁，山东胶州市九龙镇白果树

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 九龙镇派出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 10 月份，李启胜到北京上访，被本镇押回后，遭到镇派出所警察的打骂与恐吓，非法关押数天后，又被派

出所警察押到拘留所，非法拘留 15 天。 

15 天后，九龙镇派出所仍继续关押李启胜。因经不起折磨，身体极度虚弱，九龙镇政府怕担责任，才把李启胜送

回家。回家后不几天，他的身体就出现了严重的病情而离开人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山东九龙镇派出所 所长：王焕生 办公：0532-5250025；宅电：0532-7228079；传呼 1271774216；手机：
13506425651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5/17/50555.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21/359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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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0 耿学芝(1013) 

 

受害人: 耿学芝（Geng，Xuezhi），女 ，年龄未知，山东省平度市

城关办事处东阁居委会，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元旦前，耿学芝为讲法轮功真相进京上访，被警察抓回，关押在城关医院待拆除的空房子里，当时门窗的

玻璃大多已破损，剩下的也被坏人砸碎。当时正处在风雪严寒的天气，特别的冷，警察将她的衣服扒掉，还在水

泥地上泼水、不让她吃饭、睡觉、上厕所。她因此被冻坏留下了后遗症，回家后一直处于病痛的磨难之中，经过

长时间治疗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7/21/79956.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7/27/50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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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1 王崇柏(826) 

 

受害人：王崇柏(Wang, Chongbo)，男，62 岁，山东胶州市人，中

国天然气总公司第七建设公司职工。  
酷刑致死地点：张家屯洗脑班 

案情简单描述：  
王崇柏因发法轮功真象资料，被胶州市“610 办公室”抓捕后，非法关在张家屯洗脑班，被 610 办公室副主任王强和

其手下迫害成重伤，回家后死亡。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山东胶州市 610 办公室 
610 办公室 副主任王强 
山东胶州市张家屯洗脑班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2/24/63199.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1/8/439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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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2 马立志(840) 

受害人: 马立志(Ma, Lizhi)，男，37 岁，胶南市第十中学任教。 
酷刑致死地点: 拘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马立志曾患有乙型肝炎，长期病休。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康复，能够正常的教学，幷成为一名教学骨干及，是一

名人人称赞的的好教师。 

2000 年 10 月底，马立志在散发法轮功真象数据时被人举报，遭胶南市铁山路派出所抓补。警察庄怀斗将马立志双

手扭到背后向上吊铐在椅子上，逼迫他坐在地上并用力摇晃，同时对他大打出手，用皮鞋使劲踩他的双腿、方凳

砍他的脚踝骨，直至将他打昏，把他的双腿踩成黑茄子一样的颜色。 

胶南市政保科意图将马立志非法劳教，因体检不合格，被劳教所拒收，胶南市公安局继续将马立志非法关押在看

守所一个月后，又将他非法关押在拘留所数月。因为身上长满了疥疮，幷出现了轻微腹水的症状。2001 年 3 月份

释放。在此之前，他因双腿疼痛，不能入睡，回到家中的时候，他的腿和脚踝仍然肿着，身体状况非常的差。 

2001 年 6 月份，马立志的妻子在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遭到了她单位胶南市肉联厂党支部书记王青，带领肉联

厂保卫科副科长王会斌和以王可义为首的警察们将他家的门玻璃砸碎，将门砸开，非法劫持她到青岛市洗脑班，

直到 8 月份才因丈夫住院和孩子无人照顾被放回家中。 

在这期间马立志的身体每况愈下，于 2001 年 11 月份离开了人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胶南市铁山路派出所 
胶南市红石崖镇派出所任副所长庄怀斗（原胶南市警察） 
胶南市妇联任妇联副主席王青（女，原胶南市肉联厂党支部书记） 
胶南市铁山路派出所警察王可义 
肉联厂保卫科副科长王会斌 
胶南市公安局 
胶南市政保科相关人员 
青岛市洗脑班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3/64778.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1/16/441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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