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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左国卿(820) 

 

受害人：左国卿(Zuo, Guoqing)，男，37 岁，原籍湖南省绍东县，大庆市石油炼化公

一厂常压车间书记，副科级干部。 
酷刑致死地点：绥化劳教所 大庆市国家安全局 (医院去世) 

案情简单描述： 
左国卿于 1984 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大庆石油学院，1988 年毕业分到大庆市石油炼化公司

（原化学助剂厂），工作兢兢业业，受到领导同事的好评。 

2000 年 2 月，左国卿为讲法轮功真象到北京信访办上访，结果遭绑架，由当地派出所接回，

送到大庆市某看守所非法关押 100 天。回来后到单位上班，单位将他降职为普通干部，做技

术员工作。 

2000 年 6 月 18 日他参加集体炼功，被让区公安分局扣押，审讯后送到大庆市某看守所关

押，随后送到大庆劳教所劳教一年，白天挑土，晚上罚站，不让睡觉。 

2001 年 10 月左右，左国卿与法轮功学员在大庆火车站因带法轮功数据而遭绑架，送到齐市

铁路看守所约一个月左右，后被转到大庆劳教所劳教二年。2001 年 12 月的一天，他与一法

轮功学员说一句话，就被施以“上绳”、灌食浓盐水的酷刑。左国卿抵制迫害，盐水洒满身，

盐水干后衣服上都是白色盐粒。当天他被连续上绳三次，身体受到严重迫害，不长时间就吃

不下饭、胸闷咳嗽。2002 年 3 月左右，劳教所的人员带他到人民医院检查，发现他染上了结

核性胸膜炎、胸积水，后来将他带到大庆市第二医院治疗。当时左国卿身体非常虚弱，劳教

所怕担责任，让家人给他办保外就医。 

2003 年 5 月 7 日下午，大庆市建华派出所的几名警察突然闯入左国卿的住处，把他按倒在

地，用电线将他的双手反绑，又用衣服将他的头缠住，几乎窒息。缠完后，警察拽着他就往

外跑，衣服和鞋都不让穿。同时将他住处值点钱的东西洗劫一空。到派出所后，警察对他拳

打脚踢、双手反铐在背后。当晚，让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大队长等人，将他带到大庆市国

家安全局，让他在拘留证签字，左国卿拒签。 

在国安局，左国卿被铐在椅子上达二十几天，常被审问到深夜。就在他被铐在椅子上约一周

左右，先是出现严重腿脚浮肿，然后头脸也浮肿，国安局秘密派便衣带左国卿到大庆市七医

院检查，发现病情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仍把他送到绥化市劳教所继续迫害，并对外封锁消

息。 

在绥化劳教所每天有四人包夹左国卿，并给他洗脑。在这种精神摧残一个月后，左全身严重

浮肿，不能进食，呼吸微弱，生命垂危。 

2003 年 7 月上旬，左国卿被带到哈尔滨某医院强制治疗。8 月中旬，身体稍有好转即被送回

绥化劳教所。一到劳教所，身体马上浮肿，几天后，再次将他送到医院。第二天看守人员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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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时，他轻轻的走了出来幷离开了医院。 
2003 年 10 月 3 日，左国卿终于回到了老家湖南，可是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家人最后带他

到湖南绍阳中心医院检查，医生说他的五脏六腑都不行了，无法医治。2003 年 10 月 27 日中

午 11 点在医院去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大庆市让区建华派出所所长室：0459-5731001   手机号：13359822110      
大庆市让区公安分局局长：5989411 
大庆市让区公安分局副局长：5985956 5989692 5987105 5989649 5988673 
陈永清：13936775999（手机） 5514890（住宅） 
让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 
大庆市国家安全局局长--林少君 6364109 
大庆市国家安全局            
大庆市劳教 
齐市铁路看守所 
大庆市劳教所所长--应成礼：  办 4326808  宅 6369698  手机 13329390528 
副所长--王咏湘 
绥化劳教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2/4/66572.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2/18/62789.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2/23/43405.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2/4/6657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2/23/434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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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何华江(522) 

 

受害人：何华江(He, Huajiang)，男，42 岁，黑龙江省大庆采油六厂四矿采油工。 
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大庆劳教所二大队 

案情简单描述:  
2002 年 9 月何华江在单位上班时被所辖的庆新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拘留三个多月。在此之

前警察曾到他家骚扰两次。 

2002 年 12 月 23 日下午，何华江又被劫持到大庆劳教所。劳教所有十几个隔离间，它们采用

毒打、针扎、浇凉水、骑铁棍、上绳等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何华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虐

杀的。 

2002 年 12 月 23 日早上 10 点多，何华江被送市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经卫生所体检合格

后，送二大队关入一楼小号室。警察指使包夹他的犯人有王庆林、江发、赵彦军。 

因何华江不写 “悔过书”，犯人王庆林等人当晚 9 点~11 点多，在一楼洗漱间开始给他洗凉水

澡冻他，幷将他绑在铁椅子上，把嘴封上，窗户开着，有时还到外面让他冻一会儿。在二楼

洗漱间可听到他痛苦呻吟的声音，听到犯人王庆林的喊声：“你写不写？你听没听见？……”
在二楼洗漱间去洗手方便的犯人赵立志、卢华山、法轮功学员刘福彬等人都听到了他痛苦的

呻吟。由于迫害时间过长，冷的过度，何华江呼吸停止，心脏停止跳动，11 点多，被迫害致

死于二大队洗漱间。当时付强（卫生所大夫）抢救无效。夜里 1 点多，何华江的儿子被通知

去见他，到那一看，发现父亲已死，光着脚，身上有被绳子勒过的痕迹。 

事发后，管理科科长韩庆山(警号 2306010)为了不使事情真象外传，做了不少“工作”。电话

一律停止、不许学员打电话、不许学员接见，还在二大队全体学员、犯人中编造了一些谎言

欺骗大家，说何华江死于心脏病，还说出事后急于到卫生所叫大夫，说送到人民医院经抢救

无效、是心脏病猝死等等。 

卫生所大夫付强当晚为配合迫害学员就在二大队值班，根本没有离开现场，发现何华江头一

低时，当时已抢救无效，为了造成“抢救”假象，只好送到人民医院。事实真象是由副所长王

咏湘指挥，由大队长王喜春，副大队长张明柱、干警王刚、徐恩军、犯人王庆林、江发、赵

彦军等人残酷折磨何华江，洗凉水澡冷冻时间过长、而使心脏停止跳动、呼吸停止，非人折

磨迫害致死。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庆新派出所 大庆劳教所二大队 
参与迫害何华江的恶人有：管理科科长韩庆山 电话 4662724 
卫生所大夫 付强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55#_ednre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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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所长 王咏湘 办公室 4680996 宅电 4631816 手机号 13069642099 
大队长王喜春、副大队长张明柱、警察王刚、警察徐恩军。 
参与迫害的犯人有：王庆林、江发、赵彦军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6/42275.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6/2/51465.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6/14/36925.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19/31084.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6/42275.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6/2/51465.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6/14/36925.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19/310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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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李元广(892) 

 

受害人：李元广(Li, Yuanguang)，男，34 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华东师大硕士研究

师。 
酷刑致死地点：进萨区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在李元广读研究生期间，患了严重的肾病，因此几乎无力完成学业。是老师和同学的帮助引

导他修炼法轮功。在炼功后不长时间，身体奇迹般的康复了。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绩拿到硕

士学位。 

毕业后，李元广自愿回家支持家乡的建设，因此获得国家颁发的支边奖，幷受到家乡人民的

热烈欢迎，大庆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魏兴柱也亲自接见了他，幷给予高度的评价。最后将他

分派到大庆教育学院任职。 

正当他用所学知识报效国家的时候，江氏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 

1999 年 7 月 29 日，李元广从北京信访局返回后，身份证被派出所没收，单位强迫他每天学

习所谓的“转化材料”，幷接受莎区公安分局的“审问”，最后强迫他在当地的媒体上说违心

话。 

2000 年 4 月 3 日，李元广为讲清法轮功真象，依法到国家信访局上访，便衣警察强行对他搜

身及殴打，幷将其劫持到北京华风宾馆（大庆驻北京“遣返”法轮功学员中心）。5 日被辖区

派出所和单位带回后，送莎区拘留所拘留 15 天，期间遭管教多次殴打。20 日又将其转至莎

区看守所拘留 30 天。拘留期间，即被单位开除党籍、开除工职，留院查看两年。释放后，

被调离原岗位，并剥夺其人身自由。工资由原来的 1000 多元降至 400 元，当时李元广的爱

人没有工作，孩子仅七个月，这使得他们家境十分艰难。 

2000 年 7 月 12 日下午，辖区派出所警长敬爱国和警察夏彦兵等人将李元广从单位绑架到派

出所，警长孙万库等 8 名警察带领开锁大王强行打开他的家门，进行地毯式搜查。最后搜出

几张手抄经文作为“罪证”将李元广投入莎区拘留所关押，至 9 月 7 日才释放。由于拘留所人

多地潮，李元广身上长满了疥疮，浑身奇痒，难以入睡。 

2002 年 4 月 24 日，新星派出所所长尚福臣和教导员贺剑秋及大庆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徐铁

民，突然搜查李元广的办公室及住宅。而后强行将他带到派出所幷遭多名警察毒打、双手背

铐、砸上脚镣幷铐在联体铁椅子上，晚上 9 点多将他送到萨区看守所。专门迫害法轮功的

“项目组”为迫使他在所谓“询问记录”上签字，便对其动用酷刑，包括坐铁椅子、弹眼球、“抽
烟”、灌药、向鼻腔内滴芥末油、“按摩”、用脚踹、踩手指、搧嘴巴和恐吓等。 

李元广被送进萨区看守所后，便开始绝食抗议迫害，从 2002 年 4 月 27 日起，看守所每天对

他进行野蛮灌食。5 月 5 日，生命垂危的李元广被戴上脚镣送到市人民医院抢救，医院诊断

为心衰、肾衰、急性肾功能不全，同时输液三瓶，输完后又将他拉回看守所。5 月 6 日，李

元广又被拉到同一医院抢救，看守所便和派出所、公安分局和其单位的人联系，对生命垂危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55#_ednre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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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李元广说：“你可以回家了！”然后所有人都溜走了，只剩下李元广一个人在输液，直到这

时单位才通知其家属。 

由于住院费用高，单位又拒不支付费用，家人不得不将李元广接回家。后来单位又伙同医院

造伪证说李元广是痊愈出院（出院证明上没有主治医生或任何医生的签字）。而他的妻子刚

刚在一单位谋到职位，李元广单位的某干部又唆使那个单位辞退她。李元广一家被逼得走投

无路，但大庆的警察对他依然不放过，在他休养期间，公安又通知他劳教两年，最后强行勒

索 2 万元才改判所外执行。于是李元广被送回老家进行调养。这时，他家已负债累累。 

李元广多次遭到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致使他的身体一直无法复元。2004 年 3 月

初，他生命垂危，一家人冒着被迫害的危险回到了大庆的家中。3 月 4 日上午，辖区警察来

询问李元广是否能出去，遭到李母的痛斥。警察走后不到两个小时，李元广便含冤去世。 

李元广的亲友及法轮功学员怀着哀痛的心情前去参加丧礼。可是大庆 6.10（迫害法轮功组

织）人员竟率莎区政保大队隋纪文、新星派出所警长张涛等数十名便衣混杂人群之中。当李

元广的家人遵其遗愿，在告别仪式中播放了死者生前喜爱的法轮功音乐《普度》，隋纪文令

其立即停放音乐，追悼仪式即草草结束。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北京华风宾馆（大庆驻北京“遣返”法轮功学员中心） 
大庆市莎区公安分局 
大庆市莎区拘留所 
大庆市莎区看守所 
新星派出所 
大庆市人民医院抢救 
萨区看守所“项目组” 
尚福臣：新星派出所所长（现任会战派出所所长。单位 6322826、宅 6686800、手机

13339591777） 
贺剑秋：新星派出所教导员（现任团结派出所所长宅 6361576、手机 13945958138） 
孙万库、敬爱国：新星派出所警长（孙万库现任教导员，宅：6394460、手机：

13936706110） 
夏彦兵：新星派出所警察 
徐铁民：大庆教育学院党委书记（迫害李元广的直接责任人） 
刘景新：大庆教育学院院长（已退休） 
隋纪文--大庆市萨区政保大队队长 
办：0459-4686029 宅：0459-5816990 手机：13009900808 
张涛--原东安派出所警察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19/70344.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29/71054.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3/28/464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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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 王斌(55) 

 

受害人：王斌(Wang, Bin)，男，年约 47 岁，黑龙江省大庆市人。大庆油田勘探开发

计算机软件工程师。 
酷刑致死地点：大庆东风新村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 5 月底，王斌赴北京为讲法轮功真象上访被捕，遭非法关押在大庆东风新村劳教所。

因不愿在放弃修炼的保证书上签字，多次遭毒打。 

2000 年 9 月 27 日晚上，劳教所二大队警察冯喜指使罪犯痛欧王斌，警察冯喜对主犯说，不

写保证就往死里打。三犯人共毒打王斌四十多分钟，将王斌颈部大动脉打断，大血管破裂，

扁桃体破裂，淋巴打烂（已切除），身体多处骨折，睾丸被打碎一个，手背几处被烟头重复

多次烧伤，幷遭感染，鼻孔被烟头插入烧伤，满身瘀伤，惨不忍睹，生命垂危。当晚被打昏

后，有人曾向警察冯喜报告，提出送医抢救，但警察毫不在意。直到隔天，王斌仍昏迷不

醒，才将他送医，到医院为时已晚。虽经多次抢救，因伤势太重，于 2000 年 10 月 4 日晚死

亡。打死王斌的凶手有犯人仓双成、宋保成、刘庆辉。值班警察冯喜、鲁仍更、文强（脱

岗）。 王斌被打死后，让胡路派出所仍不断对王斌的家人进行骚扰迫害。 （2000 年 5 月底

~2000 年 10 月 4 日） 

法新社：又一位法轮功成员在狱中被殴打致死【北京】 2000 年 10 月 10 日--(法新社) 
黑龙江省大庆市的一位法轮功成员告诉法新社说，王彬(音译)，44 岁，在拒绝写退出法轮功

信仰的悔过书之后，遭到严重殴打。 她说，大庆市东风劳改所监狱看守命令其它囚犯殴打王

和另外两名法轮功追随者，因为他们拒绝在退出信仰保证书上签字。 她(未透露姓名)说，王

所遭受到的殴打是如此之严重以至于他最后被送到地方医院，不治死亡。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大庆东风新村劳教所二大队 
迫害责任人：（主犯）值班警察冯喜。（从犯）仓双成、宋保成、刘庆辉、鲁仍更、文强

（脱岗）。 
王斌所在劳教所原电话：0459-4664859 劳教所所长电话：0459-4661764，4661192 
让胡路派出所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0/28/62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3/15/9038.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0/11/1076.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3/20/56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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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 刘同铃(774) 

 

受害人：刘同铃(Liu, Tongling)，女，53 岁，大庆石油管理局萨南实业公司农工商退

工，家住大庆市让区乘三村。 
酷刑致死地点：哈尔滨戒毒所 

案情简单描述:  
刘同铃修炼前身患二十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功后，全身疾病不翼而飞，与从前判若两人。 

99 年法轮功受到镇压，刘同铃基于亲身受益的一种朴素的认识与事实，于 2000 年 4 月 19 日

到北京上访，被大庆驻京办事处非法看管，幷遭该处的时世进勒索 2670 元，未给收据，期

间还被大庆 610 办公室勒索 1000 元。4 月 24 日被送到大庆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在看

守所内，警察罚她“开飞机”（两腿绷直，腰与腿成 90 度，两臂向后上方伸）长达五个多小

时。由于在看守所里炼功，刘同铃被戴上手铐、脚镣罚站。几天后，脚脖子被磨出一个大

坑，后来感染导致双腿肿至大腿的根部，不能行走。 

2001 年 9 月 24 日，刘同铃在讲法轮功被迫害真象时，经人举报，被让区勤俭派出所的警察

绑架，幷被勒索 175 元，审讯后送到大庆市看守所关押一个月。后又转到让区拘留所关押半

个月。刘同铃不但经济上受到巨大损失，精神和身体上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绝食一个月期

间，遭大庆市看守所的警察冯新雨及其指使的犯人毒打并强行灌食。回来后几个月不能喝

水，不能进食，身体瘦成皮包骨。 

2002 年 9 月 6 日上午 8 点多刘同铃正在家中看孙女，让区乘新派出所的教导员、所长王××、
管片民警曹增恩等六人闯入其家，不问青红皂白强行搜查后，将她拖到楼下绑架到派出所，

当天下午她戴着背铐第三次被送到大庆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关押时间长达 58 天，期间她绝

食抗议非法迫害，后被非法劳教三年，送往哈尔滨戒毒所，因身体不合格被拒收。 
2003 年 8 月，刘同铃向单位几位领导讲法轮功真象而遭检举。9 月 9 日，大庆石油管理局萨

南实业公司的保安及乘新派出所的董立新（音）等八人，将她绑架到大庆红卫星洗脑班。9
月 12 日再次将她送到哈尔滨戒毒所，到戒毒所后，随即被关在小号里进行折磨。刘同铃绝

食抗议非法绑架，后来身体出现严重不适以致昏迷，经体检发现她心率不齐、冠心病、脉管

炎等。 

2003 年 9 月末，家人见到她时，发现她的两个小腿全肿，头抬不起来，目光发直，神智不

清。家人提出要办保外就医，警察扬言：“不出现生命危险休想！”家人担心有生命危险，就

给科长杨某 3000 元钱让其帮忙办保外，杨某收下钱后，嫌钱少，索要三万元才愿意放人。 

2003 年 10 月 10 日在刘同铃身体非常虚弱的情况下，警察还将她单独关在一个空旷的屋子里

罚坐铁椅子。2003 年 10 月 12 日，刘同铃过世。自被非法劫持至迫害致死，仅短短一个月的

时间。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55#_ednre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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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同铃死亡七小时后，戒毒所才通知她的家人，家人赶到戒毒所时，出面的是一个姓陈的所

长。当家人责问：“为何一个活生生的人到你们这，这么几天就没了？”他们便推说：“我们

也不想关她，是大庆石油管理局 610 的张国军打电话说‘必须将刘同铃留下’。” 家人提出要

见遗体，但警察再三阻挠。殡仪馆的人也与之串通一起阻挠家属给刘同铃换衣服、擦身体。

家人坚持要见，家人见到遗体时，看到刘同铃的脸两颊不正常，眼眶发青，鼻子被捏破，嘴

也烂了。其身体到处青一块，紫一块，两个手脖子有深深的手铐的印痕，手脖都肿起来了，

心脏部位有明显电击的痕迹。 

哈尔滨戒毒所一男性人员 2003 年 10 月 15 日证实了刘同铃死亡，幷称：“刘同铃的死亡原

因，我们基层不能说。”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大庆石油管理局创业集团公司 
地址：萨尔图区铁人路 26 号    邮编：163451    
大庆石油管理局创业集团萨南实业公司副经理--孟庆红：主抓迫害法轮功、迫害刘同铃主要

责任人          宅：0459-5797366  手机：13940296198 
大庆石油管理局萨南实业公司的保安及乘新派出所的董立新（音 
大庆 610 办公室 
大庆石油管理局 610 张国军 
大庆驻京办事处 时世进 
大庆市看守所警察--冯新雨 
大庆市让区勤俭派出所：0459-5196803 
大庆市让区乘新派出所：0459-5693577、0459-5602110、0459-6863922 
大庆市让区乘新派出所王所长：0459-5602100 
大庆市让区乘新派出所治安岗亭：0459-6867858 
大庆市让区拘留所 
哈尔滨戒毒所：0451-82424046 0451-82424093 
哈尔滨戒毒所所长--陈桂清 
哈尔滨戒毒所管理科科长--杨某：0451-82415994 
大庆红卫星洗脑班主要责任人：管片民警曹增恩等 
校长：张国君 0459-5055568（办）0459-5901868（家）13009816051（手机） 
地址：大庆市让胡路区红卫星楼区内  邮编：16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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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 高淑琴(908) 

 

受害人：高淑琴(Gao, Shuqin)，女，51 岁，大庆市第十二中学教师，市级优秀教师，

庆让区科技园 27 号楼 4 单元 601 室。 
酷刑致死地点： 

案情简单描述: 
高淑琴曾多次被授予大庆市、大庆石油管理局优秀教师，区优秀班主任等称号，连年被大庆

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评为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等称号，是大庆市第十二中学的业务骨

干。 

1999 年“7.20”江泽民以一己之私，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群众的血腥镇压。2000 年元旦，高淑

琴为讲法轮功真象而去北京上访，途中被车上乘警检查身份证而被非法拘捕，送到山海关临

时成立的拘留所。因她不愿所在单位及亲友受连累因而不报姓名，遭到警察的一顿毒打。幷

将其两个手一上一下在后背铐在一起，不一会手铐就嵌入肉里。4 天后高淑琴逃出来。因兜

里没钱，走了 9 昼夜到天安门炼功。又被抓捕送入前门分局。由于不报姓名惨遭警察轮番毒

打，把头往墙上撞，往身上浇凉水，到后半夜就把高淑琴放了。 

2000 年 6 月 4 日，高淑琴进京上访，遭非法拘留 75 天。随后送进教育培训中心办的洗脑班

二个星期。两周共勒索食宿费 2,450 元。绝食抗议 5 天后被释放。 

2000 年 11 月 28 日，再次进京讲清法轮功真象，回来后被迫流离失所 8 个多月。在这期间的

2001 年 5 月 5 日在去红岗区一学员家被非法拘捕。由于当时不报姓名地址，警察轮番施暴打

嘴巴、罚站侮辱等，随后被送入大庆市看守所，绝食抗议 19 天后被释放。 

2001 年 7 月 19 日半夜，三名警察闯入高淑琴家强行将其带走，送进萨区拘留所关押，她绝

食抗议 36 天。由于不配合插管灌食，每天都要遭管教的打骂。8 月 25 日左右被送往哈尔滨

女子戒毒所劳教。检查身体不合格，又被送到让区行政拘留所关押两天后无条件释放。 

2002 年 9 月，迫害法轮功单位开始大规模的抄家、绑架、抓捕法轮功学员。9 日晚，警察破

门而入，用黑袋子套住高淑琴脑袋强行将其带走，关进市看守所，她绝食抗议迫害。看守所

人员又将高淑琴劫持到哈尔滨戒毒所继续迫害。在那里高淑琴被迫害得五脏衰竭，遍体鳞

伤。10 月初她曾昏迷不醒。在她只剩一口气的情况下，戒毒所才让抬回家。 

2003 年 11 月 27 日上午由大庆市让区公安分局局长孙绍民伙同刘玉鹏等多名警察，到高淑琴

家中将其绑架幷关押在市看守所，她一直绝食抗议。在这期间承受“坐铁椅子”的酷刑多日，

吃喝拉撒都在铁椅子上靠别人帮助。2004 年 1 月 19 日无条件释放。 

自 2000 年 6 月 4 日第一次进京上访，到高淑琴临死前单位一直不让她上班，也没有开过一

分钱的工资。但事实上，每个月学校都做帐给她 677.9 元工资，累计的工资款全部被学校某

些不法人员侵吞。而高淑琴每次进京的“罚款”和接送的路费，单位都算在她头上。2003 年 7
月强加给高淑琴的劳教期限已过，她找到学校要求上班。但学校干部要求她写放弃修炼法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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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保证，遭拒绝后，学校书记马永维要求她写上岗申请，其实是变相的放弃信仰的保证，

高淑琴拒绝说假话屈从。 

2004 年 3 月 26 日，高淑琴丈夫李凌出去讲清真象时被绑架。半夜时公安局去人用钥匙把她

家门反锁，幷做了手脚。27 日中午，高淑琴在多方求救无效的情况下，用床单从窗户顺下

来，床单被坠断，不幸身亡。让区公安分局骗其家人说：高淑琴自己在家把门反锁了，幷说

她是跳楼自杀。 

高淑琴生前常对同修说，他受到的几次迫害，让胡路派出所警察陈耀松都参予了。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山海关临时成立的拘留所 
北京前门分局 
萨区拘留所 
哈尔滨戒毒所 
让区行政拘留所 
大庆市公安局让区分局 
地址：大庆市让区   邮编：163453 
总机：6336222，5985661 
局长孙邵民：5989411，6332888，5989412 
刘玉鹏 
大庆市让胡路派出所 
所长室：5093616，教导员室：6304997 
警察：陈耀松 
大庆看守所：4661762，4661566 
大庆石油管理局教培中心 
地址：让胡路区西槐路 15 号 邮编：163453 
大庆市第十二中学 
校长--张增龙：4667675（办） 6665175（宅） 
书记--马永维：4689153（办） 
办公室：466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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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7/46821.html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3/71584.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7/468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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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7 卢丙森(794) 

 

受害人：卢丙森(Lu, Bingsen)，男，39 岁，任职大庆市消防六支队消防队员，家住大

胡路区菜库楼区。 
酷刑致死地点：大庆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2 年 10 月，因卢丙森粘贴法轮功真象资料被抓，判劳教二年。2003 年 10 月 20 日下午 1
点多，大庆劳教所的副大队长张明柱，将卢丙森关进小号、“坐铁椅子”折磨迫害。 

2003 年 10 月 20 日 16 时 30 分卢丙森被送入大庆市人民医院急诊科，诊疗后以“呼吸心跳骤

停原因待查”转入心内科十一病区，经抢救无效于 2003 年 10 月 21 日 13 时死亡。 

卢丙森入院时，呈深度昏迷状态，瞳孔扩大，心电图表现为严重心律失常。管教人员称，卢

丙森入院前四小时，在上厕所过程中，突然出现意识不清，呼之不应。但之前并未发现有任

何疾病。据此，医生对卢丙森的死因做出“暴发型心肌炎，心跳呼吸骤停”的诊断。当时参加

抢救的医生周生琴、心内科主任李英医生，根据患者年轻，病情突然严重，血象偏高，不能

排除应激因素，而且入院时病人深度昏迷，病史采集不佳等一系列情况，同时提出尸检的建

议。卢丙森入院时双下肢浮肿，右侧髋关节上部有两个水泡，面积约 1 平方厘米，另一处约

2 平方厘米大小，足底还有一处划痕。此情况恰好与被关小号坐铁椅子折磨与劳教所惯用电

刑后的情况吻合。 

劳教所对外极力封锁消息，一旦有人问起，它们统一口径，说卢丙森是心脏病而死。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大庆市劳教所所长--应程里：0459-4661192 
二大队副大队长--张明柱：0459-4604902 
大庆石油管理局消防支队(市消防六支队) 
地址:让胡路区西景路 25 号   邮编：163453 区号：0459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1/5/60064.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1/11/6038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2/20/62934.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1/9/43942.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1/9/42076.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1/23/42517.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55#_ednref7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1/5/60064.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1/11/6038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2/20/62934.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1/9/4394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1/9/4207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1/23/425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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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8 郑文芹(401) 

 

受害人：郑文芹(Zheng, Wenqin)，女，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法轮功学员，肇源县文

计。 
酷刑致死地点：肇源县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99 年“7.20”法轮功被非法镇压后，郑文芹为讲法轮功真象赴京上访，被肇源县啤酒厂的人劫

回肇源，关押在肇源县看守所 40 多天转到治安拘留所又关押 50 天后，交 2000 元保释金

（交给肇源县政保大队长韩凤祥）放回家。2000 年农历 2 月初 9 她去法轮功学员家又被肇源

镇派出所非法绑架，审问时所长于岩打郑文芹耳光，将她投进看守所一个多月，期间强制劳

动种水稻。随后又转到拘留所非法关押 7 个月交 200 元手续费（交政保韩凤祥）放回家。 

之后郑文芹曾第二次进京上访。第三次进京上访时被抓，关押在北京市密云县看守所七天，

期间绝食绝水抗议非法关押，后被肇源县政保大队长韩凤祥认出带回肇源幷欲强行送往医

院，但她要求无条件释放，为此遭到严重迫害，医生看有生命危险，医院怕担责任拒收。

610 头子刘善富及政保大队长韩凤祥、县公安局警察杨维键及郑文芹所在单位派出所等人向

肇源县长高原（主抓法轮功）请示，高原批准放人，但家属必须签字，出现生命危险由家属

承担责任，幷负责看管。郑的弟弟将其接回家，但派出所天天骚扰（看她身体恢复想继续绑

架迫害）。几天后，郑文芹流离到大庆。 

2002 年 5 月 11 日，郑文芹在大庆火车站广场，被警察绑架至大庆公安局，在大庆公安局被

上大挂，警察用手弹她的眼睛，用脚踢喉咙、踩胳膊、腿，坐 48 小时铁椅子，后被送大庆

新村看守所关押，郑文芹绝食抗议非法迫害，遭到强行灌食。6 天后肇源县接回，她的身体

已极度虚弱，喉咙肿的喘不上气来，胳膊和腿又青又紫。但还是被关进拘留所，遭受灌食浓

盐水的迫害。四天后，医生（县中医院）说她有生命危险，必须送医，但政保大队长韩凤祥

仍将她送到肇源县看守所继续灌食迫害。灌的同样是发苦的盐水（同号犯人尝过后说的）。

3—4 天后郑文芹已经奄奄一息，身体蜷缩，手抱着肚子惨叫，眼睛都不动了，同号犯人报告

看守所信乃安多次，信乃安不理会，后郑文芹死亡。（2002 年 5 月 22 日） 

郑文芹生命垂危时，肇源县看守所通知家属与单位，可警察却不让家人与其相见。抢救无效

死亡一个多小时后，才让家人看到死去的郑文芹。见她身体多处红肿淤紫，法医解剖结果为

所谓缺氧而死。当家人质问死者身上多处淤伤分明是酷刑迫害致死时，肇源县看守所竟推说

它们未打郑文芹，而是大庆萨尔图公安分局打的。 

郑文芹家人拒绝在火化书上签字而坚持核查案情，警察却在死者单位签字的情况下将其火

化。（2002 年 5 月 11 日~2002 年 5 月 22 日）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55#_ednre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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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大庆市看守所，肇源县拘留所，肇源县看守所 
肇源县 610 办公室主任刘善富 
肇源县公安局政保科队长：韩凤祥 0459—8222109、分机 8022 
原肇源县看守所指导员：信乃安 
大庆公安局 
肇源县文工团 
肇源县啤酒厂 
肇源镇派出所 
肇源镇派出所所于岩 
大庆新村看守所 
北京市密云县看守 
县公安局警察杨维键及郑文芹 
肇源县长高原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2/23/68269.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6/1/31135.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3/12/45972.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6/2/2270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2/23/68269.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6/1/31135.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3/12/4597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6/2/227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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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9 王克民(683) 

 
  

受害人：王克民(Wang, Kemin)，男，38 岁，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大庆市第

学教师。 
酷刑致死地点：大庆市不明处所 

案情简单描述: 
1999 年王克民为讲法轮功真象赴北京上访，回来后被八百垧派出所强迫上 3 天洗脑班，警察

林水向他勒索 700 元。1999 年 10 月因为坚持修练，就被拘留 15 天，之后送教培中心洗脑

班，一个月交 5000 元押金。 

2000 年 2 月 27 日王克民再次赴北京上访被截回，八百垧警察将他非法刑事拘留 30 天后，又

行政拘留 15 天。5 月份遭六十五中办洗脑班看管一个月（不许回家），7 月被六十五中书记

王树祥勾结教培中心副书记王慧娟、组织部长王屹立、副部长张成将王克民骗入洗脑班进行

洗脑迫害。王克民因拒绝在放弃修炼的保证书上和诽谤法轮功的“三书”上 签字，8 月初教培

中心 610 人员勾结八百垧派出所警察将王克民送入龙凤看守所，一个月后转红岗拘留所，于

9 月 27 日送入大庆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 

2001 年春从劳教所释放后，一直由单位看管，9 月由于王克民给单位同事看法轮功遭受诬蔑

迫害的真象资料，被 65 中王树祥举报到派出所。 

2002 年 1 月 15 日王克民到卧里屯学员家送资料，当地派出所将他绑架，酷刑逼供：坐铁椅

子、戴手铐、脚镣、塑料袋套头、往眼睛里浇辣椒水、用椅子卡脖子、用脚踹手铐，最后将

鼻梁打歪，王克民抗议非法迫害绝食 1 个月，之后被送入医院抢救，在学员帮助下脱险。 

2002 年 11 月 27 日，王克民去外地同修住处送资料，被大庆萨区警察绑架，酷刑逼供六昼

夜，身体受到极大伤害。萨区国保大队副大队长说：如果王克民绝食就整死在里面，如果跑

掉直接开枪打死。 

本来警察准备在 2003 年 1 月 27 日开庭非法审判他，由于王克民走脱，警察找遍大庆市，最

后又翻遍王克民老家克东，声称抓住他“格杀勿论，可以先杀后报”。 

5 月 7 日王克民在住处(大庆让胡路区西苑小区居民住宅)被警察盯上，破门而入，连同其它

三位学员一同被绑架，当天晚上王克民遭迫害身亡。（2003 年 5 月 7 日） 

王克民后背的红色印迹，警察说是“尸斑”，手上的黑颜色是它们强行取证的罪证，警察说是

他爬落水管时留下的。大庆萨区警察不断的诱导家属承认他是自己跳下五楼的。 

2003 年 5 月 11 日尸体被火化，火化时公安局严密封锁消息。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55#_ednre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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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大庆市公安局  电话 ：(0459)6379220/6379218 
大庆萨区警察 
大庆劳教所 
八百垧派出所 
警察林水 
龙凤看守所 
教培中心洗脑班 
教培中心副书记王慧娟、组织部长王屹立、副部长张成 
大庆市第六十五中学 
六十五中书记王树祥 
红岗拘留所 
卧里屯派出所 
教培中心 610 人员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6/10/51997.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6/20/37179.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6/10/5199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6/20/371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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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0 王国芳(905) 

受害人：王国芳(Wang, Guofang)，女，42 岁，大庆法轮功学员，家住大庆龙南乐园社区。 
酷刑致死地点：齐市双合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99 年 7 月 21 日，王国芳第一次准备为讲清法轮功真象而进京上访，在大庆火车站便被警察

带回至怡园派出所，幷遭关押 10 多个小时。 

1999 年 10 月王国芳为法轮功第二次上访，在天安门被抓。大庆让区公安分局以“扰乱社会秩

序”为名送市看守所刑事拘留一个月。后又送让区拘留所行政拘留半个月，家里拿 5000 元取

保才放回家。 

99 年 12 月 23 日，王国芳第三次进京，在天安门准备炼功时被绑架，送到大庆 610 驻京办事

处太阳岛宾馆。因王国芳拒绝回答问题，被人打了几个大嘴巴。12 月 28 日，王国芳被带回

大庆，被让区分局送市看守所非法关押 4 个月之久，遭打骂、体罚、戴手铐、脚镣各个监号

走，称“游号”。 

2000 年 5 月份，王国芳被非法判劳教一年，送齐市双合劳教所，遭受了各种酷刑折磨。戴手

铐、蹲小号、吊蹲五十多天，不让睡觉，不给吃饱。绝食期间被强行灌食，口腔戳坏，牙齿

撬倒。2001 年 3 月份被释放回家。 

2002 年，王国芳因带了法轮功资料去讷河老家讲真象，被讷河的警察和大庆怡园派出所警察

绑架，再次被送齐齐哈尔双合劳教所劳教。 

2004 年 3 月 15 日，王国芳的家人接到劳教所电话，说她正被抢救。家人去了以后人已经死

亡。家人看到她的两手腕处有很深、很深的手铐印，前胸像烂肉似的，都变了颜色。家人询

问时，陪同的一位科长说王国芳突发心脏病，抢救时电击电的。王国芳的家人说：我们家族

中没有一个人有心脏病的。2004 年 3 月 15 日，王国芳被齐市双合劳教所残酷虐杀死亡。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大庆怡园派出所 
大庆让区公安分局 
大庆市看守所 
让区拘留所 
大庆 610 驻京办事处太阳岛宾馆 
讷河的警察 
齐齐哈尔市双合劳教所（又称齐齐哈尔市育新学校）邮政编码：151600 
双合劳教所：0452-2451085 
齐齐哈尔劳教所所长：肖×× 政委：王玉峰 
纪检书记：李××，原来是齐市 610 的，紧密追随江氏迫害集团专门绑架大法弟子 
恶警： 
八大队大队长 张志捷 王梅  
九大队大队长 郭莉 王玉晶  
一大队队长 张志杰 手机：13946289956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55#_ednref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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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科长：王岩 郭晶 
其它：赵丽娟 、符丽娟、杨丽华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4/1/71287.html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3/71582.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6/46785.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7/468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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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1 华海玉(779) 

受害人：华海玉(Hua, Haiyu)，男，59 岁。大庆石油管理局物资装备总公司银浪库职工。 
酷刑致死地点： 

案情简单描述： 
由于华海玉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单位勾结警察将其先后关押在龙风看守所、萨

区看守所，在看守所华海玉饱受了各种酷刑折磨，直至奄奄一息。后又送往独立屯，遭拒

收。 

2002 年 12 月 6 日浑身长满了疥疮的华海玉被放回家中，单位还是对他不断的精神迫害，

2003 年 5 月 5 日终因身心受到巨大伤害，被迫害致死。 

华海玉去世后单位怕它们的恶行曝光，对知情者进行威胁和恐吓，华海玉一家人的行踪被非

法监控，还派便衣和单位的人在其家周围蹲坑。 

其爱人朴玉范也是法轮功学员，50 多岁。华海玉去世后，在物资装备总公司 610 的授意下，

银浪库的干部又加紧了对其爱人的迫害，强迫其放弃修炼，她不配合，物资装备总公司就以

剥夺朴玉范儿子、儿媳工作和自由的权利的“株连”手段逼其就范，儿子、儿媳因此离婚。朴

玉范也被迫流离失所，迫使家里的 80 多岁的老母亲无人照顾。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大庆石油管理局物质装备总公司 
地址:大庆市让胡路区西柳 25 号 邮编:163453 
大庆石油管理局物资装备总公司 610”--程金 
大庆石油管理局物资装备总公司银浪库 610--苗文海 
办公室：0459-5683423  手机：0459-13836719204 
大庆石油管理局物资装备总公司银浪库书记--刘建军 
办公室：0459-5696345  手机：0459-13904895110 
大庆市龙风看守所 
大庆市萨区看守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0/18/58587.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0/20/59178.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0/24/59396.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0/22/415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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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2 吕秀云(356) 

 

受害人：吕秀云(Lu, XiuYun)，女，大庆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大庆市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吕秀云于 2002 年 1 月 13 日参加法轮功心得交流会时，被非法绑架至大庆市看守所，她认为

自己并未犯法，进去后绝食抗议非法关押五十多天，1 月 22 日被强行粗暴灌食，造成胸腔、

腹腔内剧烈疼痛，折腾一天一宿后，23 日早上发现已没有脉搏，检测不到血压（即便这样，

警察孙大夫还说：没事，灌！），不久她开始休克，看守所做人工呼吸后，送大庆市人民医

院抢救。 

1 月 23 日 19 时，院方做剖腹手术时发现吕秀云腹腔内有粪便。显而易见，这是一起由粗暴

灌食导致肠胃穿孔的责任事故。据医院内部人士透露，看守所想推卸责任，对外宣称因其本

人绝食所致。 

吕秀云在手术后恢复期间，于 2 月 5 日开始昏迷不醒数日，醒后神智不清。2 月 22 日家人将

她接回家中时，已呈植物人状态，手部、头部开始肿胀。于 2002 年 3 月 7 日逝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大庆市看守所 
看守所孙大夫（警察）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lvxiuyun03132002.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2/27/25701.html#chinanews0227-1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3/13/26569.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3/6/19433.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3/14/198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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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3 叶秀凤(164) 

受害人：叶秀凤(Ye, Xiufeng)，女，65 岁，黑龙江省大庆市采油一厂管理站家属。 
酷刑致死地点：萨区拘留所 (自家坠楼身亡) 

案情简单描述： 
叶秀凤 1995 年上半年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体弱多病，肺结核，咳血。修炼后身体好了，逢

人就讲法轮功好。 

2000 年 12 月中旬，叶秀凤进京上访，幷将“法轮大法好”的条幅打开，警察立即用一只大手

捏住她的嘴不让喊，连踢带打把她拉上警车，送往前门派出所。并威胁恐吓要枪毙她。一周

后由采油一厂派出所与其单位接回，关进萨区拘留所。她为抗议非法关押，前后共绝食 44
天。在这段期间，无论警察怎样威逼利诱，她还是坚持不放弃信仰。过小年的前一天，警察

提审她时，看她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只好通知居住区派出所接她出来。由于坚持修炼，警察

就不接她了，给她转了所。 

这时她身体更加虚弱，灌食都灌不进了。春节那天，医生又来强行灌食，将食管、胃都插破

了还灌不进去。到了第 45 天，警察看她身体状况特别不好，怕死在里头，便放了她，释放

时还进行种种威胁。 

回家后，派出所警察找到叶秀凤说：“去北京接你的费用共 7000 元，你要负责。”她说：“我
没有钱。”(叶秀凤每月生活费不到 100 元) ，派出所又找她单位，扣她的生活费，同时街道

的人也来指责叶秀凤，说：“因为你，我们也被罚了 2000 元钱。”就这样警察还是不断的来

敲门搅扰她幷且在她家安装了窃听器。一天晚上，警察在楼下按了半个小时的门铃，当时叶

秀凤的身体极其虚弱，无力下楼开门。 

2001 年 3 月 18 日晚 7 点多，有人看见一个黑影从叶秀凤居住的楼上掉了下来，叶秀凤坠楼

身亡。(2000 年 12 月中 往后 45 天关押中 2001 年 3 月 18 日死亡)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北京市前门派出所 
大庆市采油一厂派出所 
大庆市采油一厂管理站 
萨区拘留所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yexiufeng0807.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3/24/9302.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3/29/36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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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4 张铁燕(45) 

 

受害人：张铁燕(Zhang, Tieyan)，女，29 岁，黑龙江石油化工厂(大庆市喇嘛甸化工厂

工程师。 

酷刑致死地点：萨尔图区拘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 4 月 19 日，张铁燕因不写脱离法轮功的保证书被单位办洗脑班三天，软禁在单位。4
月 21 日被非法关押到让湖路拘留所，5 月 5 日转入萨尔图区拘留所关押。在关押期间，管教

每日只给吃高粱米加盐水，导致她身体非常虚弱。再加上夏季炎热，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关了

十四、五个人，空气不流通而且不放风，造成多人双腿发软、缺氧、头晕、恶心、四肢无力

等症状。时而有人昏倒被抬走。 

2000 年 8 月 11 日早上 5:30，张铁燕痛苦的尖叫，感觉很憋气，两手握拳抽搐，两腿抽搐，

两脚蹬了两、三下，神智不清，脸色变青，当时眼睛已经翻白，没有脉搏，被管教抬走。

5:50 被送入新村人民医院急诊室，当时心电图为直线，没有脉搏。张铁燕于当晚去世，她的

丈夫杨庆也是法轮功学员，同被拘留。警察为封锁消息，把同去的法轮功学员撤回拘留所。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黑龙江石油化工厂(大庆市喇嘛甸化工厂) 
让湖路拘留所 
萨尔图区拘留所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zhangtieyan0807.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0/8/30/2738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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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5 李宝水(40) 

 

受害人：李宝水(Li, Baoshui)，男，39 岁，黑龙江大庆油田区法轮功学员。黑龙江省

动局就业科科长。 
酷刑致死地点：大庆市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1999 年 7 月 22 日，李宝水在无任何罪证下，被公安带走关押在大庆看守所。7 月 24 日，李

宝水的办公室、家里被同时查抄。在抄家的同时，李宝水本人由看守所被押进大庆市公安局

治安大队，由褚姓大队长亲自带人突击审讯，连续三天被隔离审查。七月二十六日上午，

“里边”传出话来，说李宝水叫家人送点水去。几经周折，他爱人见到李宝水时，人已经被折

腾得憔悴不堪，几乎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了。 

待李宝水的爱人刚到家，公安局来通知让她尽快到现场，赶到时李宝水横卧在地，连续三日

的折磨，他已被迫害致死。 （1999 年 7 月 22 日至 1999 年 7 月 26 日）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大庆看守所 
大庆市公安局治安大队 
大庆市公安局治安大队褚姓大队长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8/17/31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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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6 于永泉(599) 

 

受害人：于永泉(Yu, Yongquan)，男，45 岁，黑龙江省大庆法轮功学员，大庆市第二

职工。 
酷刑致死地点：大庆市红卫星监狱 

案情简单描述:  
2002 年 5 月 11 日，于永泉在一资料点被警察非法绑架，关押在让区看守所，警察随后至于

永泉住处进行抄家。2002 年 9 月 22 日，于永泉被法院非法重判十年。 2002 年 11 月 7 日让

区法院开出执行通知书，从宣判到下达执行通知书，中间长达一个半月，这期间他被送往大

庆市红卫星监狱，家人幷不知晓。 

2003 年 3 月 8 日，家属接获通知前往探视，此时于永泉已处于深度昏迷，接近死亡。家属抚

摸他的遗体，发现头骨是软的，狱方告知家属他是脑出血死的，不让家属请法医解剖遗体，

遗体被强制火化。警察严密封锁消息 ，至今仍不知是如何被折磨迫害致死。（2002 年 11 月

7 日~2003 年 3 月 8 日）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卫星监狱 
区号 0459 
大庆市监狱：监狱长：5059910 
副监狱长：5059122  5050916  5050616 
让区看守所 
让区法院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23/46988.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12/344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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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7 牛怀义(508) 

受害人：牛怀义(Niu, Huaiyi)，男，黑龙江省大庆市采油六厂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大庆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 8 月牛怀义因坚持信仰，被非法劳教关押至大庆劳教所，劳教期间遭到残酷迫害，身

体日渐虚弱。2001 年 4 月生命已处于危险边缘，劳教所怕承担责任，将他释放回家，回家后

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 （2000 年 8 月~2001 年 5 月）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大庆劳教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12/6/40500.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2/9/295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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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8 王淑琴(470) 

 

受害人:王淑琴(Wang, Shuqin)，女，六十三岁，黑龙江省大庆市卧里屯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 大庆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王淑琴因坚持信仰多次被非法拘捕关押，她曾被非法关押于齐齐哈尔市双合劳教所，受尽各

种酷刑折磨。2001 年秋天释放后，她为讲法轮功真象，于 2002 年 1 月 15 日再次被捕。她以

绝食抗议非法关押，28 天后被释放。2002 年 7 月 24 日卧里屯派出所警察无故破门而入强行

将她抓捕，幷欲非法判刑，王淑琴绝食抗议，遭警察强行灌食，饱受折磨摧残。 
王淑琴于中秋之日(2002 年 9 月 21 日)被大庆市看守所残酷迫害致死。 （2002 年 7 月 24 日

~2002 年 9 月 21 日）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齐齐哈尔市双合劳教所 
大庆看守所 
卧里屯派出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9/25/37074.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9/27/269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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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9 李小荣(341) 

 

受害人：李小荣(Liu, Xiaorong)，男，四十一岁，生前系黑龙江省大庆石化分公司职  
酷刑致死地点：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 3 月 8 日，大庆石化分公司强迫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洗脑班，李小荣也被抓到该班。

该班结束后，李小荣受到行政降级处分，幷被开除党籍。班正常上，可每月只给 350 元生活

费（原工资、奖金至少 1500 元以上）。 
12 月 4 日，李小荣到达天安门广场，打出法轮功横幅，喊出“法轮大法好”后被抓，幷带回当

地非法关押一百多天。在这期间，他多次绝食抗议迫害。 
李小荣被抓之前，体重约一百五十斤左右，身强体健。2001 年 3 月 21 日释放时，体重降到

六十斤左右。虽然迫害者仍试图用威胁的方式使其放弃修炼，但没能成功。他回到家时，生

活已经不能自理，其爱人（许淑芬，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关押）也不在家，家里还有一个上

初一的儿子，靠七十二岁的老母照料。回家后，李小荣的身体一直没有恢复起来，表现为吃

不下饭、呼吸困难，有时神智不清。即使这样警察仍然对他骚扰迫害，经常打电话讯问，幷

告知要经常汇报。他在身体遭受巨大痛苦的同时，精神上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2001 年 12 月 14 日，李小荣在迫害下，在医院离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大庆石化分公司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2/5/24414.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2/8/185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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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0 张维新(249) 

 

受害人：张维新(Zhang Weixin)，女，44 岁，原黑龙江省大庆市安装公司三处职工  
酷刑致死地点： 

案情简单描述:  
2001 年 8 月 26 日张维新赴北京为讲法轮功真象被捕，29 日北京来电要求大庆市公安去接

人。31 日下午，去的人打电话回来说张维新在返回途中身亡。 

大庆市公安系统 29 日接到通知去了二十多人（包括法医）， 31 日即传来张维新在勾帮子身

亡的消息。计算从大庆动身到北京，再办手续接人，要在 31 日到达勾帮子，时间是很紧

的。而一般来说，去的人会先在当地游玩几天，这次怎么急急的就往回赶呢？有关官员在回

答质疑时，说话前后矛盾。如开始说去接的人是四人，后来又说只去了两人。而且遗体不敢

接回大庆，严密封锁消息，企图隐瞒真象。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大庆市公安系统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9/4/15952.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9/5/135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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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1 崔晓娟(53) 

 

受害人：崔晓娟，女，40 岁，大庆警察学校高级教师。 
酷刑致死地点： 

案情简单描述: 
99 年 7 月 22 日，崔晓娟在哈尔滨黑龙江省政府参加法轮功集体请愿活动后，直接进京上

访，在天安门广场被捕。因不愿说出姓名与地址，被关押在北京昌平看守所，期间遭受多次

体罚，曾在绝食十天的情况下，在烈日下曝晒三天等。在关押一个月后，被大庆公安人员查

出幷带回大庆拘留十五天。由于坚决不写不炼法轮功保证书，被单位封闭管制，幷送拘留十

五天，报劳动教养但省里未批，之后一直在单位被非法关押。直至 99 年 12 月 30 日，因其

父代她在"法轮大法好"大旗上签字幷送全国人大上访一事，再次被送看守所，途中回家取衣

服时，为了摆脱这种迫害，从自家五楼跳下。当即昏迷送医抢救无效死亡。当时送崔晓娟去

看守所的单位责任人是陈凌巍与干事李艶茹。陈凌巍在楼下守候，李艶茹守在客厅。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北京昌平看守所 
大庆看守所 
大庆警察学校 
责任人陈凌巍与干事李艶茹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5/8/29/1093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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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2 李秀芬(773) 

受害人：李秀芬(Li, Xiufen)，女，63 岁，退休前是黑龙江省讷河县一中教师。 
酷刑致死地点： 

案情简单描述: 
李秀芬的儿子徐向东原是大庆市开发区高级工程师，因坚信“真、善、忍”被判刑 12 年，儿

媳崔晓娟生前是大庆人民警察学校教师，40 岁，曾进京上访，1999 年 12 月 30 日，崔晓娟

被单位抓往看守所，在摆脱抓捕时不幸坠楼身亡。李秀芬的儿子徐向东是被铐着手铐脚镣到

火葬场见妻子最后一面。 

李秀芬到大庆照顾失去父母的孙子，已到大庆多年。但由于全家大多修炼法轮功，李秀芬受

到了当地警察的监控和干扰。李秀芬曾去哈尔滨看望狱中的儿子时，徐向东正被关小号，已

被折磨得不成人形，此景给李秀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回家后，当地警察仍不断干扰，

李秀芬终于不堪迫害，于 2003 年 9 月 9 日去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黑龙江省大庆市开发区公安分局：0459-6043-220 
黑龙江省大庆市剑光派出所：0459-6286-110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0/14/58825.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0/17/413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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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3 王传平(973) 

受害人：王传平(Wang, Chuanping)，男，53 岁，大庆采油三厂作业大队买断职工。 
酷刑致死地点：浙江绍兴监狱 

案情简单描述： 
王传平于 99 年 7.20 法轮功遭非法镇压后，先后两次为讲法轮功真象进京上访，两次均被非

法关押。第二次被关押在大庆劳教所，一年后于 2001 年 5 月被释放。6 月回到老家浙江绍

兴，因散发真象数据被抓，非法判刑 8 年，关在绍兴监狱，受到残酷迫害，导致肝腹水，周

身浮肿，在生命垂危时被放回家。不久，于 2004 年 4 月末逝世。 (2001 年 6 月-2004 年 4 月)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浙江绍兴监狱 (直接责任单位) 
大庆劳教所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6/1/75988.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6/4/48889.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55#_ednref23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6/1/7598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6/4/488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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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周志昌(17) 

受害人: 周志昌(Zhou, Zhichang)，男，45 岁，双城市韩甸镇人武部部长 双城市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 双城市第一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周志昌为政清廉，不谋私利，是韩甸镇远近闻名的好干部、好党员。提起周志昌，韩甸的老

百姓都挑大拇指： “好人！”他在单位获得的各种荣誉证书有几十本。 

1999 年 7 月 22 日周志昌在“7.22”事件中被非法拘捕，关押在双城市第二看守所，时间长达一

个月，1999 年 8 月 23 被释放。 1999 年 9 月 9 日周志昌到北京市中央信访局向有关方面反映

法轮功情况，被非法拘留。1999 年 9 月 17 日被非法押送回黑龙江省双城市，并以刑事拘留

的名义长期非法关押在双城市第一看守所。 
周志昌在双城看守所吃的是发霉的窝头。在狱里，因为炼功而被长期戴上手铐、脚镣。冬

天，家人给做的棉裤都穿不上，管教不给打开脚镣。后来家人只好给他特制了一条棉裤，在

棉裤的两侧安上拉锁和绳。在 2000 年的四月底，周志昌为法轮功遭受不白之冤及抗议非法

关押开始绝食。在绝食其间，曾被犯人抬着往墙上撞。 

周志昌是在双城市看守所绝食 9 天后，即 5 月 6 日上午 9 点多，被看守所送到双城市医院检

查身体，当时他是自己走到医院四楼，检查结果身体正常。下午 2 时多，周志昌再次被看守

所送到医院，瞳孔已扩散，人已死亡。政府人员说是自然死亡。 

政府人员与家属约定 2000 年 5 月 15 日上午，周志昌遗体在第一殡仪馆现场验尸。遗体被拉

到东门外砖窑的大野地里，这是周志昌 5 月 6 日去世后，家属首次见到遗体。遗体睁大着眼

睛、张大嘴，手指、脚指青黑，手臂有针眼，肘部和肋部有明显的紫黑色淤血痕迹。头部头

皮异常松软，用手拉拽有明显的头部皮肤和头盖骨分离现象，整个头皮成明显的淤血特征。

双手和双脚有明显的淤血特征，呈黑色。小腿的踝部有明显的伤痕，踝部骨头清晰可见，这

是在看守所长期受迫害的明显特征之一。验尸时，周志昌的 5 个亲人在场，法医要把遗体分

成几块验，家属无法接受这种做法，强烈抗议。法医解释遗体外观是"正常"的，不能证明是

外伤致死。验尸结果不了了之。 

双城市第一看守所和双城市 610 办公室，对周志昌的死亡不承认有过迫害行为。但包括他们

在内及有目击人证明，承认周志昌曾在 2000 年 5 月 6 日上午到双城市人民医院进行身体检

查。当时人还是正常状态，他是自己走到四楼，还看到熟人，幷在一起说过话，当时做过 B
超。但仅隔几个小时就突然死亡。据当时的检查医生说，周志昌在下午送到医院时人已死

亡，对此，双城市第一看守所和 610 办公室幷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据知情者透露双城市原市委书记朱清文最恨周志昌，因周志昌对法轮功的信仰坚定，加上当

时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很多，影响了他升任牡丹江市市长，他非常恼怒。于是朱清文要杀

一儆百，他便拿周志昌开刀，据目击者透露的最新消息，周志昌在绝食第 6 天时，被提出监

室，在阴暗潮湿的走廊角落里，被强制坐在老虎凳上，并戴上嚼子（即用铁线勒住张开的嘴

角）强行灌食，致使周志昌被灌得大口吐血。又因他坚持炼功，他们就一直给他戴着手棒

子。就这样朱清文终将周志昌残害致死。事后，张国富、张士跃多次在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

面前叫嚣："死了白死，周志昌死了，又怎幺样？能咋的？"以此威逼、恐吓学员及其家属。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55#_ednref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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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志昌家属原计划按当地习俗，遗体在家停灵 3 天，接受亲朋好友的吊唁，然后火化。政府

人员 5 月 18 日通知家属：19 日必须火化遗体，地点是双城市第一殡仪馆。家属迫于压力，

只好照办。19 日早 6 时，家属做车从韩甸镇出发，赶往第一殡仪馆，车在经过第二殡仪馆

（位于韩甸镇附近）时，被强行停下。政府人员通知家属：火化地点临时改在第二殡仪馆，

遗体一会儿运到，马上火化。家属不同意这幺匆忙。政府人员表示：不同意就强行火化，遗

体都不准见。家属无奈，只好同意。家属为他简单的清洗一下，穿好衣服。5 月 19 日上午 7
时多，遗体火化完毕，骨灰被政府人员强行送到殡仪馆保管，不准家属保管。 

政府让家属在协议书上签字，协议内容有：同意死亡原因是心脏病；骨灰安放是家属同意

的，不是强迫的；给家属几千元补偿。周妻子和儿子认为内容不属实，不同意签字。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区号 0451，邮编：150115）： 
双城市第一看守所：所长李忠秀（办）53124803，（宅）53117887，（手机）

13603672188，双城市第二看守所 
黑龙江双城市 610 办公室 
黑龙江省双城市原市委书记 朱文清（现已调往黑龙江省鹤岗市） 
以下迫害责任人待查 
黑龙江省双城市原市政法委书记 王术清（音） 
【 黑龙江省双城市公安局原局长 王祥玉（2000 年在任，现任职不详）、顾某（名不详） 
黑龙江省双城市公安局 615 办公室 张国富、张士跃、刘春洋 
黑龙江省双城市检察院 郝振兴 
黑龙江省双城市第一看守所 所长陈佩新（音） 
黑龙江省双城市第一看守所 狱医 那彦国 
黑龙江省双城市第一看守所 管教王文山、刘某（名不详） 
黑龙江省双城市第一第二看守所 指导员 金某（女） 
黑龙江省双城市人民医院 医生孙玉海（时任院长），薛副主任医师（名不详） 

美联社北京 5 月 19 日消息 一法轮功男子死于狱中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5/20/3638.html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含青的采访报道。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5/20/3638.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5/20/3638.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6/1/11692.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6/12/11419.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5/20/3638.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5/20/3638.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5/20/3638.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6/1/1169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6/12/114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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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5 佟文成(722) 

受害人: 佟文成(Tong, Wencheng)，男，49 岁，黑龙江省双城市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 万家医院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 10 月 27 日佟文成进京反映法轮功真实情况，在天安门广场被抓，押回双城市第一看

守所非法关押 2 个多月，戴着脚镣，受各种折磨，期间曾三次晕倒。后又被关押到哈尔滨平

房看守所 22 天，受到警察指使的犯人折磨。 

2001 年 1 月 22 日，佟文成被非法关押到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二年，强行洗脑、不让睡觉，

早上起床开始脸对墙一直站到深夜一两点钟，不让喝水、上厕所。他绝食抗议，遭强迫灌

食，直至被迫害得满身长脓包疥疮，胸膜粘连，送进万家医院，而万家医院逼他蹲在地上，

往他身上浇水…… 。 

非法劳教二年期限已满时，正赶上开中共「十六大」，又被超期关押 18 天，通知家属接回

家后，于 2003 年 6 月 14 日离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区号 0451，邮编：150115）： 
双城市第一看守所电话：0451-3115572 
双城市第一看守所哈尔滨平房看守所电话：0451-6505243 
黑龙江省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电话：0451-2037079 
黑龙江省万家医院 
哈尔滨平房看守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6/29/5310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7/3/53355.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7/2/37638.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55#_ednref25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6/29/5310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7/3/53355.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7/2/376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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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6 张涛(473) 

 

受害人:张涛(Zhang, Tao)，男，53 岁，住黑龙江省双城市车站街，三为八组，水泥厂

人。 
酷刑致死地点:长林子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张涛曾患有严重的腰痛病，疼痛时直不起腰，多方求医始终无效，他学炼法轮功后，多年缠

身的恶疾不治自愈。 

1999 年 7 月 20 日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他去哈尔滨的黑龙江省政府和平请愿，被全副武装

的军警包围。张涛和众多法轮功学员被抓到一个空地，在阳光下暴晒一天。后来被双城市公

安局带回。 

1999 年 7 月底，张涛依法进京上访，要求停止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在北京的路边被警察

非法抓走，后来又被双城驻京办带走，押回双城市，关入第二看守所。为逼迫张涛放弃信

仰，狱中犯人受警察唆使对张涛毒打折磨，从早到晚坐高低不平的硬板铺，规定保持正坐

姿，关押 19 天，8 月 24 日放出。他回家后面色苍白，身体极度瘦弱，此后每天都有街道办

事处和警察去家里监视骚扰。 

1999 年 11 月，警察毛有良等非法闯入张涛家中，抄走法轮功书籍和一台录音机，并把张涛

抓到站前派出所，为逼迫张涛放弃信仰，把他铐在暖气管上，辱骂、毒打 54 个小时后，送

进双城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 15 天。 

2000 年 2 月 4 日，张涛又一次进京反应法轮功真象，在天安门前被抓。2 月 5 日被押回双城

市，关入第二看守所迫害。同年 5 月底，被双城市 610 及双城公安局副局长张国富报劳教一

年，关送哈尔滨市一面坡劳教所。狱警让其在采石场一天从事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管

教唆使犯人两人抬很重的一筐石头往张涛身上砸，扛不动被压倒就拳打脚踢，有两次把他打

得卧地不起，晚上管教还强制洗脑，不让休息。张涛曾说过：“那里不是人呆的地方，比当

年侵略军对待中国劳工还狠。” 

2000 年 11 月 10 日，张涛被提前解教回家，双城市公安局和当地派出所的警察经常到他家进

行无理骚扰，派人在他家周围蹲坑，并对他的女儿进行威胁恐吓。 

2001 年 2 月 23 日晚 9 点，张涛在外做生意刚回家，4 个站前派出所警察非法闯入家中把张涛

和妻子、儿女都抓到市公安局。警察对他拳打脚踢，打了一个多小时。第二天早上将他释

放。 

2001 年 5 月份，张涛参加双城市韩甸镇心得交流会时，被警察捆绑双手押上汽车，在押回双

城市的途中，张涛跳车走脱。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55#_ednref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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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10 月份，张涛家附近经常有些陌生人来回走动，警察也经常半夜到他家搜人，家里

玻璃被打碎，全家不得安宁。他被迫把住房卖掉，一家四口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 

2001 年 11 月 10 日，张涛在哈尔滨被几名便衣警察抓走，押到哈尔滨公安局某处审讯、逼

供，且搜去 3400 元钱。警察对他严刑逼供，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把他锁在铁椅子上 12
个昼夜，臀部都坐烂了，腿肿至不能行走，身体伤痕累累，最后把张涛转押哈尔滨鸭子圈监

狱，关押 4 个多月后，判三年劳教。 

2002 年 3 月份转入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张涛被迫害至身体出现异常状态，不能走路、睡

觉，内脏疼痛难忍，经哈尔滨医院大二院检查，胆、肾、胰等都有病变，胸腔腹腔积水不能

排尿，劳教所为推卸责任，4 月 10 日把张涛送回双城市哥哥家，保外就医 15 天。可是回家

刚 9 天， 4 月 19 日下午双城市 610 伙同哈尔滨防暴队 7 至 8 人突然闯入张涛临时租用的房

间，将屋里翻得乱七八糟，并将他们夫妇强行绑架，当时病重的张涛只穿件单衣服，老伴要

给张涛穿衣，被警察拒绝。将他们二人强行推上警车，抓到双城市公安局，警察将张涛拖上

铁椅子锁上。只穿件单衣的张涛被冻得嘴唇发紫，浑身发抖，第二天上午公安局将张涛送进

双城市第二看守所关押 24 天。5 月 13 日又送回哈尔滨市长林子劳教所。他的妻子姚彩薇被

送进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 

张涛在长林子劳教所里，通过绝食抗议政府对法轮功群众的迫害，三队队长王占起对绝食抗

议的学员非常狠毒，强迫他们坐在椅子上，但他们因绝食后身体虚弱坐不住，只好把衣服铺

在地上躺着，王占起看到后强行把衣服拽走，让他们躺在冰凉的地上。后来张涛遭到劳教所

的野蛮灌食。灌的是一种不知名的药物，灌完后上吐下泻（吐出一种焦黄的液体，散发着浓

烈的药味）、浑身暴热难忍，即使这样还要送小号里吊铐。张涛被折磨得昏迷不醒后，才大

老远的送往万家医院进行所谓的“抢救”，在万家医院根本无人过问他的死活，同室人多次要

求救护但无人理睬。7 月 30 日，张涛在入院的第二天早上 8 点 30 分死亡。 

2002 年 7 月 31 日，张涛的哥哥突然接到长林子劳教所通知，说张涛在劳教所“心脏病”复发

死亡。 8 月 2 日，张涛的家属到哈尔滨第二医院冷冻室给张涛穿衣服，发现张涛的脖子肿胀

青紫，脸部表情十分痛苦，双眉紧锁，两眼半睁半闭，左小臂明显骨折、变形。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双城驻京办事处 
双城市第二看守所 
黑龙江省双城市 610 
双城市公安局 
双城市派出所 
双城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国富 
哈尔滨市一面坡劳教所 
哈尔滨鸭子圈监狱 
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 
长林子劳教所三大队队长王占起 
黑龙江省哈尔滨防暴队 
黑龙江省万家医院 
站前派出所  警察毛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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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2/25/6844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1/42013p.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9/28/37087.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9/29/27037.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18/34648.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2/25/6844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1/42013p.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9/28/3708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9/29/2703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18/346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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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7 张生范(209) 

 

受害人:张生范(Zhang, Shengfan)，男，38 岁，黑龙江省双城市二轻局下属单位下岗   
酷刑致死地点: 黑龙江双城市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张生范是个拄双拐的残疾人。1999 年 7 月 22 日法轮功被非法取缔后，他曾拖着一条残疾的

腿拄着单拐为讲法轮功真象而进京上访。后被驻京办事处押送回双城看守所非法关押三个多

月。在所内，他不能使用拐杖，只能靠着墙单腿行走上厕所，承受了很多痛苦与折磨。610
办公室在其兄被迫缴交非法罚金之后，才将他释放。以后他便经常被街道、派出所的人骚

扰，先后四次被抓，总计被关押了九个多月。 

2001 年 6 月 9 日上午 7 时，一个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秘密迫害的“4.28”项目组，警察李大斌、

王胜利与红旗派出所警察在没有任何证件和理由的情况下，欲强行绑架张生范，遭他拒绝。

于是他们就把人连椅子一起撕拉着抬出扔进车里，一路上警察用凳子压住他进行殴打。在双

城看守所下车时他已被打得遍体鳞伤，瘫软着身体被抬下去。紧接着两小时的提审后，张生

范被关押在刑事犯的囚室里。6 月 11 日上午刑警队来两个狱警，在提审他时，再度对他进行

殴打。当天下午看守所所长陈丕新(50 岁)把他转入 13 号间，以便暗中残害。 

6 月 12 日早晨他因被殴打不能吃饭，上午 8 点 30 分狱医那彦国，副所长蒋清波(56 岁)，管

教徐成山，任光，吕河坤提审他，他们让犯人把他抬入管教室（这三名犯人有一个叫刘士

伟，外号叫东子）。这些警察手里拿着近一米长的一寸粗细的塑管和 20 公分左右的小塑料

管（是插鼻子用的）还拿着三瓶玉泉大曲酒和一个盆子，他们驱使三名犯人把张生范抬到沙

发上按住，用细塑料管插到鼻子里，把玉泉大曲酒倒入盆子里端来往鼻子里灌酒。这时张生

范有气无力的说：“你们不用灌，我自己喝吧。”狱医那彦国恶狠狠地骂着说：“XXX，早干

什幺去了，不行，现在已经晚了，给我灌。”他亲自动手往里灌。呛得张生范发出撕肝裂肺

的凄惨叫声，可是他们并不罢手，每隔一分钟左右灌一次，最后一次灌酒，他已声音微弱，

渐渐至沉静无声。 

在鼻饲烈性白酒的暴行后，他们把张生范抬到监狱房门东侧。上午 9 点 50 分，张生范被送

到急救中心，大夫说他早已死亡。双城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张国富等，先封锁消息，然后编造

死因。 

张生范的家人在 13 日上午 8 时才被告知他过世的消息。地方当局不允许家人看望遗体；家

人欲请法医鉴定，被告知只能找经过他们认可的法医，而且一切得听从他们的部置。在家属

不接受的条件下、不在场的情况下他们强行火化尸体，现在不知他们把张生范骨灰放在何

处。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55#_ednref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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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生范被它们杀害后，“4.28”项目组审讯别的学员时得意忘形的说：“张生范是被我们打死

的，死了这幺长时间，你还敢出来贴啊？你不怕死？！张生范就是我们用这个打死的，打不

死也得扒层皮。”它们指得“这个”就象电熨斗线之类东西组成的，打人时从头顶上往下打遍

全身。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双城市看守所 
双城市公安局： 电话 0451-3138090  0451-3116230 
双城市 610 办公室： 电话 0451-53165610 
双城市 428 项目组： 电话 0451-3117733 
双城市红旗派出所 
双城市公安局副局长 ─ 张国富  (手机)：13503667077   (住宅)：53115778 
双城市看守所所长 ─ 陈丕新 
双城市看守所副所长 ─ 蒋清波 
4.28 项目组警察 ─ 李大斌、王胜利 
双城市看守所狱医 ─ 那彦国 
双城市看守所管教 ─ 徐成山，任光，吕河坤 
双城市看守所囚犯 ─ 刘士伟(外号叫东子) 

美联社报导法轮功揭露警察的谋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6/22/12357.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8/3/1423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9/10/16162.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9/12/13805.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8/6/12767.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6/22/12357.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8/3/1423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9/10/1616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9/12/13805.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8/6/127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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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8 王金国(211) 

 

受害人:王金国(Wang, JinGuo)，男，34 岁，黑龙江省双城市农丰镇中学历史教师。 
酷刑致死地点:双城市第二看守所刑拘第三号监室 

案情简单描述:  
王金国于 1996 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是黑龙江省双城市农丰镇中学优秀的历史教师。多次

被评为市级、镇级劳模，曾获市级论文二等奖，年年获教学奖金。 

1999 年 7.20 法轮功被镇压，他深知法轮功的祥和美好。于是 2000 年 6 月份，王金国决定进

京上访，反映法轮功真实情况，却被非法关押在双城市第二看守所。十九天后才被放回。 

在 2000 年 11 月 8 日，为了给法轮功说句公道话。王金国再次进京上访。半路又被警察截回

到双城第二看守所，关了 15 天，610 准备释放，而农丰镇当地领导却说："再关一个月也没

问题，劳教才好呢！"于是他们积极制造假材料，并向 610 上报了"无监管能力"、"同意劳教"
等文稿。 

2000 年 12 月 3 日，王金国被转入刑拘第三号监室，包监管教李怀欣告诉犯人：这是我“老
乡”，给我好好“照顾照顾”。这一句“照顾”，犯人们加重了对王金国的折磨。他们让他睡在水

泥地上长达四、五十天。每次晚饭后都遭到犯人的毒打，有一次他被打得发出痛苦的声音，

这时犯人卜明星、刘志国把王金国死死按在板铺上，然后再将他往板铺上摔，这时他的嘴角

已流出了许多血。一次，犯人们让他睁着眼睛，然后用手指狠狠的弹他的眼球，痛得他眼泪

哗哗直淌。再有一次，犯人们穿着硬硬的皮鞋，照他的心口处使劲的踢。另一次，犯人卜明

星抡起双拳，狠命的往王金国的脸上打，致使王金国大口大口的呕吐，因打得太重，三、四

天都无法进食，天天呕吐，心、肺、肾功能急剧下降，脑袋肿大，呼吸困难，尿血，周身无

力，血满衣襟。面对这一幕幕，看守所的管教李怀欣却视而不见，反而鼓励犯人们的暴行。 

王金国被迫害得生命垂危，看守所怕出人命，在告知“610 办公室”后，又向王金国家属勒索

2000 元现金，才让家属将人领回。2001 年元月中，家属欲带王金国到北京医冶，却被农丰

地方派人劫留于哈尔滨。不久，他被送回家。2001 年 5 月 23 日，王金国终因内伤太重而与

世长辞。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双城市第二看守所 
黑龙江双城市农丰镇领导  镇党委书记白仁东、党群书记马广如、XX 村书记张青、派出所付

朝阳（临时工）、教育办主任李成光 
刑拘第三号监室 
刑拘第三号监室 管教 李怀欣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55#_ednref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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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拘第三号监室 犯人 卜明星 刘志国 
双城市 610 办公室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24/1849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1/30/24057.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0/26/15095.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31/18294.html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24/1849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1/30/2405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0/26/15095.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31/182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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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9 吴宝旺(399) 

 

受害人:吴宝旺(Wu, Baowang)，男，35 岁，黑龙江省双城市青岭乡群利村法轮功学  
酷刑致死地点:双城市第二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1999 年，吴宝旺全家(其母与妻均为法轮功学员)曾先后三次为讲法轮功真象而进京上访。 

第三次进京时，全家三口同时被抓，9 月 17 日被押回双城市看守所。在看守所内他被锁在铁

椅上，又戴上手铐、脚镣长达 40 多天。管教还指使刑事犯打骂他。他的头被打破两个口

子，牙打掉了一个，前胸被打得不敢喘气，咳嗽了好几个月。9 个半月后，他仍坚定信仰，

610 办公室就强行判劳教一年，送到一面坡采石场。 

时值炎热的 6 月天，刑事犯背石头半筐，法轮功学员背一筐，走慢了就再加一块石头，连打

带骂，不许喝水。管教（张殿君、一中队长）指使犯人（李宝金、丘礼朋）用石头筐砸吴宝

旺。最严重一次是被踢断了两根肋骨。在这种迫害与煎熬中，吴宝旺签了放弃信仰的保证

书，而于 2000 年 8 月被释放。返家之后不久，追悔万分。2001 年 5 月，他严正声明：在一

面坡劳教所所说所写放弃信仰的保证全部作废。 
 
2002 年 4 月 19 日晚 10 点多钟，村公安、乡支书和派出所的两名警察，闯到吴宝旺姐姐家将

他强行绑架到双城市第二看守所进行迫害。5 月 16 日上午 9 点多钟，所长刘清宇唆使刑事犯

把吴宝旺拖出监室，予以迫害性灌食。5 月 17 日，管教李怀新带着劳动号几个人强押吴宝旺

去灌浓盐水。之后，管教把他送回六号监，在监室内他吐出很多血水，看守所警察黄彦春竟

然指使刑事犯死死的按住吴宝旺不让他吐，加速了他的死亡。管教和狱医刘洪志(曾灌食过

吴宝旺)把吴宝旺送去医院，晚 6 点左右送回看守所时他已昏迷。晚上 8 点左右，情况危急，

第二天去世(正确死亡时间不详)。 

事后公安局通知家属要强行火化，家属坚决反对并要求验尸，最后公安局同意家属要求。人

们看到他后脑部有两块淤血，胃里发黑，全是血水，食管和气管破裂。法医却写红肿，他家

人质问法医，明明是破裂，为什幺写红肿，良心何在？法医说：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

算？根本不许家属说话。出殡那天，双城市出动大批警察将火葬厂全部戒严，并强行把吴宝

望的母亲、妻子、大姐、二姐推上车送到公安局。火化后，当家人提出要骨灰时，他们又乘

机勒索上千元。吴宝旺的妻子、二哥、二姐都因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一年；七十多岁的老

母，也曾被双城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三个多月。家里被迫害得一贫如洗，此时更是雪上加霜。

现在他的母亲、妻子租草房居住、生活窘迫。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55#_ednref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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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市看守所 
双城市第二看守所： 电话 0451-3118526               
双城市 610 办公室： 电话 0451-53165610 
尚志市一面坡劳教所 
双城市第二看守所所长 ─ 刘清宇：(办公室) 0451-53122717  (住宅) 0451-53117978 
双城市第二看守所管教 ─ 李怀新 
双城市第二看守狱医 ─ 刘洪志 
双城市第二看守警察 ─ 黄彦春 
尚志市一面坡劳教所管教 ─ 张殿君 
尚志市一面坡劳教所犯人 ─ 李宝金、丘礼朋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3/71568.html#chinanews-04032004-50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2/19/67897.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2/5/6188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5/3/49567.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1/46622.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2/22/43342.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15/35681.html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3/71568.html#chinanews-04032004-50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2/19/67897.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2/5/6188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5/3/4956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1/4662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2/22/4334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15/356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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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0 蒋立国(531) 

受害人: 蒋立国(Jiang, Liguo)，男，52 岁，黑龙江省双城市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 双城第二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蒋立国进京讲法轮功真象，在哈尔滨火车站被警察带回双城关进第二看守所。7 天后

被送到新兴敬老院酷刑迫害 3 天，导致不能行走。后因他儿子出车祸无人照看，警察只好将

他放回家。 

2000 年 12 月 12 日晚，警察把蒋立国骗到新兴敬老院强行洗脑，酷刑折磨，不给被子盖，睡

冰冷的板铺上，并扒光衣服在北风呼啸的窗口前站着，后因尿血被放回家。 

2001 年 11 月，蒋立国予人讲法轮功真象，被其弟（大队书记）蒋立荣发现后向乡里举报。

蒋立国得知情况后走脱，而后流离失所 20 天。之后蒋立国返家，被其弟蒋立荣发现，往乡

政府打了举报电话，乡政府来车把蒋立国绑架走并关押，期间，警察用塑料管灌满沙子，用

力往他身上打，打得脚红肿不能走路。后被关押双城第二看守所，警察利用犯人殴打蒋立

国、，犯人并向他勒索钱财。蒋立国绝食抗议，警察给他插管灌食，导致肺部重伤，口吐鲜

血。强行送万家劳教所两年。检查身体时被诊断为肺结核，蒋立国又被拉回双城第二看守

所。 

双城第二看守所向乡政府打电话要求接他回去，其弟蒋立荣却说：「不能接回来，让他死在

那儿，用骨灰盒装上埋了算了……」蒋立国在双城第二看守所又被迫害三个月左右，、勒索

钱财 1500 元。因长期被迫害，蒋立国身体极度虚弱，放回家后于 2002 年 10 月 18 日去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电话（区号 0451，邮编：150115）： 
双城市第二看守所所长刘清禹，（办）53122717，（宅）53117978 
其弟蒋立荣 
双城市乡政府 
新兴敬老院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jiangliguo01092003.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9/42492.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12/30814.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55#_ednref30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jiangliguo01092003.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9/4249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12/308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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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1 刘杰(562) 

 

受害人：刘杰(Liu, Jie)，女，37 岁，黑龙江省双城市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双城市第二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3 年 2 月 6 日，刘杰与其爱人在自家的微型车上售票时，将两张印有“真善忍”的卡片分赠

给两名乘客。而其中一人是借调到双城市 610 办公室帮忙的刘子敬家人，此人打电话到 610
举报。610 接到电话后便通知双城市公安局国保科警察佟双群带人将刘杰及其丈夫劫持，后

转入双城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 
 
2002 年 2 月 7 日，刘杰被警察非法抄家，因刘杰的爱人不炼法轮功，警察勒索他近两千元后

释放了他。全家用以维持生活的出租车被勒索五千元后才允许取回。刘杰则被继续非法关押

在双城市第二看守所。家人前去看望，被警察拒绝。而加交的 100 元也被警察扣为己有。 

2002 年 2 月 8 日上午，有人在看守所二楼，听到里面房间在审问责骂、打人，传出警察的吼

叫声和女子微弱的声音，并不断传出劈啪的毒打声，迫害的就是前几天被抓来的刘杰。 

2003 年 2 月 ×日看守所所长刘清宇唆使刑事犯人对她强行灌食浓盐水，将刘杰迫害致死。 

2003 年 2 月 17 晚 8 点左右，双城市公安局和看守所通知刘杰家属说，刘杰 2 月 17 日下午 4
点死亡，并对外声称刘杰死于疾病，但有人在十七日看到刘杰被送到市医院第三门诊时已经

没有气息。家属认为，刘杰已被迫害致死多日。 

由于公安局和看守所严密封锁消息，2003 年 2 月 20 下午 5 时，家属才见到刘杰的遗体。刘

杰的嘴大张着，人已经脱了相，衣服凌乱，光着脚，惨不忍睹。 

在刘杰和她爱人被非法关押时，他们的出租车、手机、计算机记事本等物被强行非法扣留。

刘杰被迫害致死后，警察怕家属上告，恶行败露，答应将扣押的物品返还，同时威胁家属不

准解剖死者的尸体，强行火化，也不许其它人在场。刘杰的家属只好违心的在“同意不解剖

尸体”的字据上签字。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黑龙江省双城市 610 办公室 刘子敬及其举报的家人 
黑龙江省双城市公安局国保科 佟双群 
黑龙江省双城市第二看守所 所长 刘清禹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2/24/45174.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4/3/47600.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2/5/618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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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2/11/67130.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2/27/32664.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16/34572.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16/345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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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2 王秀兰(692) 

受害人:王秀兰(Wang, Xiulan)，女，57 岁，黑龙江双城市治国街人。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河北省廊坊监狱 
 
案情单描述︰  
2000 年 4 月某日，王秀兰上双城市承旭公园炼功，被警察非法抓捕，关进双城市第二看守

所。15 天后，她被转送到城镇办的双城市洗脑班继续受迫害。洗脑班人员强迫王秀兰看自订

的监规，逼着她承认自己是犯人，承认学法炼功就是所谓的“扰乱社会治安”，他们雇用地痞

流氓看管法轮功学员。不许家人看望及送被褥，十几人关在一个房间里，不许上厕所。每顿

饭只给鸡蛋大小的馒头及脏乎乎的盐水清汤一碗。洗脑班人员说：“不能让他们吃饱，饿不

死就行，看他们转不转化。”晚上只能睡在没铺盖的冰冷的水泥地上，地痞流氓们对法轮功

学员进行殴打和体罚，不让睡觉。王秀兰绝食抗议这种无人性的迫害，数日后身体出现异常

现象，生命垂危。经家属多方奔走交涉，洗脑班向家属勒索 500 元钱后放人。 

王秀兰回家后身体日渐好转。2000 年 12 月 18 日，她再次同老伴进京讲真象，在天安门打条

幅被警察非法抓捕，暂时关押在北京监狱和看守所。2001 年 1 月 24 日，她被转送到河北省

固安县看守所。晚上警察让她睡在冰冷潮湿的水泥地上，没有被褥，室内没有取暖设施，人

被冻得缩成一团，无法入睡。数日后，警察又将她转送到廊坊监狱，继续对她残酷迫害，2
月末她被折磨得全身浮肿，呼吸困难。廊坊监狱的警察们为了推卸责任，将她身上几百元钱

搜走，说是交“伙食费”，然后将她放出。 

2001 年 3 月初王秀兰返回家乡，她的脚、腿、肚子均肿大，坐着喘气都十分困难。亲属和朋

友求医，经多方抢救无效，于 3 月 17 日离世。 

警察为掩盖事实真象，对亲属进行威胁恐吓，不准他们把王秀兰的事出去说。 直到两年后人

们才了解到王秀兰的真正死因。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双城市第二看守所 
双城市洗脑班 
北京监狱 
北京看守所 
河北固安县看守所 
河北廊坊监狱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5/26/48644.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30/363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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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3 谭成强(733) 

 

受害人:：谭成强(Tan, Chengqiang)，男，43 岁，黑龙江省双城市韩甸镇红城村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黑龙江省双城市第二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1999 年 8 月谭成强为讲法轮功真象而进京上访，曾被非法关押 15 天，同年 10 月再次进京上

访又被强行劳教二年，关押在一面坡劳教所。 

003 年 5 月 18 日在向世人讲真象时被村长王洪升、村民刘洪国举报，随即被双城市 610 绑架

关进第二看守所。在关押期间谭成强绝食抵制非法拘押与迫害，而被强行灌食，在生命垂危

之际才被送往医院检查，诊断为肺部积水、糜烂。双城市 610 及警察们得知已无法挽救谭成

强的生命时，才通知家属把人接回。回家后没几天，谭成强就于 7 月 19 日晚 10 点去世。死

后家人因无钱火化而于第二天将遗体掩埋。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黑龙江省双城市第二看守所： 电话 0451-53118526  
黑龙江双城市 610 办公室：   电话 0451—53165610 
黑龙江尚志市一面坡劳教所 
黑龙江省双城市韩甸镇红城村村长王洪升、村民刘洪国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7/29/54764.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8/4/388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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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4 肖亚丽(901) 

 

受害人:肖亚丽(Xiao, Yali)，女，37 岁，黑龙江省双城市周家镇东发村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双城市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4 年 2 月 28 日下午 4 点多钟，周家镇镇政府的李跃升和周家镇派出所郭福军等 6、7 个人

非法闯入肖亚丽家，没拿出任何手续就开始抄家。晚 7 时多，镇政府政法委书记高金鹏、派

出所白副所长、镇政府胡宗深、李跃升等 7、8 个人又一次闯入肖亚丽家，把肖亚丽绑架到

派出所，随后就送到双城市看守所非法关押。3 月 6 日晚 6：40 左右，肖亚丽的家人接到看

守所打来的电话，让家人带钱去急救中心给肖亚丽看病（肖亚丽身体健康，根本没有病）。

又过 10 分钟左右看守所来电话说：今天、明天来都行（这时人已经被迫害死了）。 

3 月 6 日晚，家里去了 20 多人，但警察没有让家人看。3 月 7 日家属才看到尸体：肖亚丽的

额头上有圆形疤痕、右腰有肿块、嘴肿、手被抠紫，警察要求立即火化，死者亲属强烈抗

议！随后家人去省城哈市请律师咨询，结果律师都回答「上边有令，不准为法轮功学员辨

护……」3 月 13 日，尸体被强行火化。 

看守所一管教人员事后透露：2004 年 3 月 6 日肖亚丽被双城市第二看守所插管灌食迫害致

死。直接参与插管灌食的是双城市人民医院第三门诊的一名王姓医生（大概叫王世元）。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区号 0451，邮编：150115）： 
双城市第二看守所 所长刘清禹，（办）53122717，（宅）53117978 
周家镇镇政府的李跃升和周家镇派出所郭福军 
周家镇政府政法委书记高金鹏、派出所白副所长、镇政府胡宗深 
双城市人民医院第三门诊王姓医生（大概叫王世元）。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xiaoyali03292004.html 

http://media.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29/71170.html 

http://media.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27/73233.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5/10/47911.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3/466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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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5 顾秀娴(883) 

 

受害人:顾秀娴(Gu, Xiuxian)，女，36 岁，黑龙江省双城市兰棱镇靠山村赵筛屯法轮  
酷刑致死地点:黑龙江省双城市第二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双城市 610 和警察自 2004 年 2 月 11 日起从城市到乡村全面大搜捕法轮功学员。2004 年 2 月

28 日晚 6、7 点钟左右，顾秀娴被兰棱镇派出所所长赵英林、乡政府李家明、村长张志发等

十余人强行从家中绑架，送到双城市第二看守所。在所内，她一直向周围警察讲法轮功真

相，并绝食抗议非法关押，但却被强行暴力灌食，仅五天的时间，顾秀娴在 2004 年 3 月 4
日上午被迫害致死。 

据悉，这次非法抓捕行动是双城市国保科科长金婉芝去执行，政保科副科长佟会群指使迫

害。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双城市 610 办公室  电话：0451—53165610 
双城市第二看守所  电话：0451─53118256 
兰棱镇派出所所长赵英林 
乡政府李家明 
赵筛屯村长张志发：电话 0451─57854966 

非法大搜捕责任人： 
双城市国保科科长金婉芝 
办公室电话：0451—53117733 住宅电话：53005826   手机：13836095820 
双城市政保科副科长佟会群 
办公室电话：0451─53117733  住宅电话：0451─53122377 手机：13704889707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3/10/69589.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23/473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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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6 那常俭(856) 

 

受害人:那常俭，男，51 岁，黑龙江省双城市五家镇民富村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哈尔滨市长林子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2 年 5 月 10 日晚 11：30 分，那常俭被五家镇镇政府官员姜保玉伙同五家镇分局孙行武、

李云忠、赵士波，民富村村长裴丛贤，强行抄家，以找到一本法轮功书籍为由，将那常俭抓

捕，关押双城市第二看守所。 

2002 年 5 月 17 日五家镇分局警察向那常俭的家人索要 3000 元钱未遂后，便将那常俭在双城

市第二看守所关押了 33 天，6 月 4 日将那常俭送进哈尔滨万家劳教所集训队 19 天，于 2002 
年 6 月 24 日左右转送哈尔滨市长林子劳教所，劳教一年半。 

在哈尔滨市长林子劳教期间，那常俭因遭受残酷的肉体和精神迫害，身体十分虚弱，两只脚

已变形，只剩皮包骨头，走路需要两人扶着走。劳教所怕担责任，在 2003 年 11 月 17 日将

他释放，2004 年 1 月 14 日那常俭离世。五家镇分局办公室一男警察己证实那常俭的死亡事

实。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黑龙江双城市五家镇镇政府官员姜保玉 
五家镇分局警察孙行武、李云忠、赵士波 
民富村村长裴丛贤 
黑龙江双城市五家镇分局办公室(451-5325-0513 ) 
黑龙江双城市第二看守所 
哈尔滨万家劳教所集训队 
黑龙江哈尔滨市长林子劳教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2/4/66555.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2/5/66673.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2/11/45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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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7 王文波(879) 

受害人: 王文波(Wang, Wenbo)， 男，45 岁，黑龙江双城市公正乡爱乡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 哈尔滨市长林子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王文波因修炼法轮功，在外地打工时被警察抓进哈尔滨市长林子劳教所，两年后于 2004 年 1
月 17 日被放回。王文波由于在劳教受到残酷迫害，身心被严重摧残，回家不久于 2004 年 2
月 1 日死亡。王文波的亲友也证实了王文波的死亡事实。 

 
王文波炼功照片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哈尔滨市长林子劳教所电话：0451-2037079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2/26/68577.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3/1/456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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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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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王德丰(842) 

受害人：王德丰(Wang, Defeng)，男，37 岁，黑龙江省双城市韩甸镇下洼子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双城市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王德丰在 1996 年修炼法轮功之前曾患有肺结核病，当时医生说他已病入膏肓无法医治。但

在修炼法轮功之后，他的身体逐渐恢复健康。 

2000 年他曾为讲法轮功真象进京上访被抓，其后关押在双城市看守所几个月，警方勒索他的

家人 2000 多元钱才将他放出。2001 年夏天某夜，双城市 610 和韩甸派出所几个警察把王德

丰从被窝里拖走，连外衣都不让他穿就把他非法关押在双城市看守所，直至被折磨得奄奄一

息时才被放出。王德丰回家后于 2002 年 6 月 30 日死亡。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黑龙江省双城市看守所：电话 0451-53118526 
黑龙江省双城市 610 办公室： 电话 0451—53165610 
黑龙江省韩甸派出所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wangdefeng01162004.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1/25/444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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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9 庞思媛(814) 

受害人：庞思媛(Pang, Siyuan)，女，61 岁，黑龙江省双城市双城镇长勇村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双城市第二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庞思媛一家三口均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非浅，2000 年 12 月一家三口为讲法轮功真象进京

上访，被抓回关押在双城市第二看守所，15 天后放出。 

2001 年 1 月 2 日庞思媛又被骗至双城洗脑班，男女几十人关在一个临时改装的屋子。2001
年 1 月 21 日，庞思媛与女儿李菲(音)均被判一年劳教，强行送进万家劳教所。庞思媛的丈夫

李长奎(音)则被判两年劳教，送进长林子劳教所。 

2002 年 11 月份庞思媛再次被关押进双城第二看守所，三个多月后放回家，身体一天不如一

天，于 2003 年 5 月去世。长勇村一村民日前证实庞思媛于不久前死亡。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黑龙江省双城市第二看守所 
双城洗脑班 
万家劳教所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pangsiyuan12162003.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1/11/439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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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0 刘清久 (633) 

受害人: 刘清久(Liu, Qingjiu)，男，44 岁，黑龙江省双城市韩甸镇红跃村农民。 
酷刑致死地点: 双城第二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 6 月，刘清久为讲法轮功真象进京上访，在天安门被非法抓捕，后被押回双城第二看

守所关押 20 天，期间受尽折磨。2000 年 12 月 23 日他再次进京上访，又在天安门广场被

抓。为避免给地方政府、家人带来株连迫害，他拒报姓名、住址，被关押于锦州公安局 18
天，又转沈阳看守所。后来公安知道了刘清久的姓名和地址后，将他转回双城第二看守所非

法关押 7 个多月。因长期被关押迫害导致身体虚弱，“保外救医”回到家中后，于 2003 年 1 月

17 日去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黑龙江省双城第二看守所： 电话 0451-3118526 
锦州公安局 
沈阳看守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4/6/47813.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7/342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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