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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任鹏武 (153) 

 

受害人: 任鹏武(Ren, Pengwu)，男，33 岁，大学文化，黑龙江省哈尔滨第三发电厂职  
酷刑致死地点: 呼兰县公安局 

案情简单描述： 
任鹏武为人忠厚、正直，身体健康，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五好青年、岗位标兵、工厂劳动模范和黑龙江省电力系统劳动模范等。 

2000 年，厂方怕任鹏武赴京为法轮功上访，将他抓到厂江边的职工"疗养院"监视居住。厂里

领导对其威胁、利诱。七天后任寻机逃出，坐上了往北京的火车。在天安门，遭抓捕，关入

大铁笼里。送到黑龙江省驻北京办事处，被关了 3 天后，又押回哈尔滨市道外区看守所，非

法拘留 15 天。出来后，单位以"开除厂籍、留厂察看两年"以示惩罚。 

2000 年 11 月 11 日，他再次去天安门讲法轮功真象遭抓捕。当晚九时左右，被送到密云县看

守所。遭到了三个警察从晚上九点到凌晨两点五个小时的毒打后拖进小号关押。 

在密云县看守所里，任鹏武绝食抗议狱警的残酷迫害。遭到员警指使犯人用牛皮带、警棍雨

点般的袭打。皮带打的一块块的断掉。员警不仅对他拳打脚踢、还强行灌食。一次灌食时，

犯人用膝盖顶住他的大腿两侧、拧他的胳膊并狠打。另一次，冬季，他们用 50 多盆凉水从

他的头顶往下浇。后十天里，员警们将他按在大木板上，用带子把关节卡住、不让动、不让

上厕所，并强制灌食。大小便都排在裤子里。任鹏武的嘴干渴得层层往下掉皮。任被铐了 10
天。后来员警在他身上弄不出他们想得到的东西，就把他释放了。 

2001 年 2 月 16 日，任鹏武在散发法轮功真象传单时，被人告发并遭抓捕。在呼兰县公安局

受到了员警的野蛮殴打和残酷折磨。4 天后（2 月 21 日）凌晨，他出现生命危险，牢头见状

立即向员警报告。但是，员警在接到报告的 4 个小时后才准备把任鹏武送往医院，在开车送

往医院的途中，任鹏武即死亡。 

他们为了掩盖罪恶的行径，谎称任鹏武是死于心脏病，掩盖他们杀人害命的真象。 
据公安内部人士透露，在解剖尸体时，发现任的心脏有大块出血处……。这些充份证明他是

被暴力毒打致死。 

另据纽约中央社 2001 年 6 月 25 日专电，官方禁止任鹏武的家属对他的尸体拍照，并未经家

属同意，假借法律鉴定的名义，非法将任鹏武身体从咽喉处至小便处的所有身体器官全部摘

除，并强行火化。任鹏武遗体被火化的当天，呼兰县公安局用警力封锁了通往火葬场的必经

之道，不许任何车辆与行人通过。 

任鹏武年迈的母亲承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残酷打击和警察的威逼恐吓，病倒在医院。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_ednre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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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江边的职工"疗养院" 
黑龙江省驻北京办事处 
哈尔滨市道外区看守所 
黑龙江省哈尔滨第三发电厂 
密云县看守所 
迫害致死直接责任单位 
呼兰县公安局 

中央社：报导称法轮功学员死亡人数急速上升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6/27/12547.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4/27/10398.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4/19/10084.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4/21/6812.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5/8/9353.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6/27/12547.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4/27/10398.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4/19/10084.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4/21/681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5/8/93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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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刘丽梅(745) 

 

受害人: 刘丽梅(Liu, Limei)，女 ，41 岁，法轮功学员，东北农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生

（正带研究生），博士在读，前兽医系党支部书记，黑龙江哈尔滨人。 
酷刑致死地点: 哈尔滨第二看守所（鸭子圈） 

案情简单描述: 
1999 年 7.20 后，刘丽梅因护卫法轮功，多次被抓，历经万家劳教所、万家医院等迫害，多

次绝食抗议，身体受到严重摧残。 

2001 年某日，刘丽梅在街上走，被东北农业大学保卫处的警察李吉玉抓送第二看守所（鸭子

圈），非法判刑，送哈尔滨万家劳教所。狱警强迫她违心表态放弃信仰，用各种刑法迫害。

并且不准家人见，不妥协就不让出来。为此刘丽梅绝食 7 个多月，警察们硬插管灌玉米粥，

7、8 个人按，强行灌，打、骂、上刑，折磨得最后体重不到 20 公斤，不能行走，几乎是奄

奄一息。这时他们怕人死，才让家人接回。刘丽梅回家一个月左右便恢复正常。万家劳教所

的警察们来了说：“你好得真快，过几天我们来接你。”为此刘丽梅不得不流离失所。 

2003 年春节，又被非法抓捕。在第二看守所，刘丽梅需要输血，需要上医院治疗，员警、

610 办公室不让。员警们并问已经人事不省的刘丽梅 “你还炼不炼法轮功了？”，2003 年 8 月

12 日在哈尔滨第二看守所（鸭子圈）被迫害致死。警察不准家人跟亲朋好友说，连家人最后

看一眼都不行，戒备森严，围着家人，不许上前。 

东北农业大学保卫处警察李吉玉，是迫害死东北农业大学刘丽梅的首犯，是她把刘丽梅抓送

监狱的。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哈尔滨第二看守所（鸭子圈） 
黑龙江万家劳教所 
黑龙江万家医院东北农业大学保卫处警察 李吉玉 
东北（哈尔滨）农业大学人事处 电话：0451─5390332 传真：0451─5303336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2/12/6724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8/17/55752.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2/29/45602.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8/22/39379.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_ednref2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2/12/6724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8/17/5575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2/29/4560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8/22/393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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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刘金玲(616) 

受害人: 刘金玲(Liu, Jinling)，女，37 岁，哈市太平区人家住哈尔滨市太平区大有坊街 
酷刑致死地点: 北京郊区派出所 

案情简单描述:  
刘金玲 2000 年 12 月 19 日进京上访。被抓捕到北京郊区派出所，她不报姓名幷绝食抗议警

察的暴行，警察对她大打出手，用拳头猛击其胸部，打耳光，扒去棉衣，仅穿衬衣衬裤、将

双手铐在大树上冻，半个多小时被拖回屋内水泥地上，然后再拖出去反复冻，幷将袜子塞进

口中。男警抽烟往刘脸上吹，侮辱她。警察们换班反复折磨，导致刘金玲身体极度虚弱。7
天后被哈市太平区大有派出所接回，后绑架至哈尔滨第二看守所检查身体时，发现她血压高

达 220、全身浮肿，看守所拒收。刘金玲回家后，呼吸困难，生活不能自理。2001 年春到哈

尔滨市江北康复医院治疗，心脏出水。2002 年 5 月份逝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北京郊区派出所 
哈市太平区大有派出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18/46692.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20/33563.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_ednref3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18/4669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20/335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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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 周景森(783) 

 

受害人: 周景森(Zhou, Jingsen)，男，68 岁，哈尔滨市管理学院教授。 
酷刑致死地点: 长林子劳教所四大队 

案情简单描述: 
1999 年 12 月 30 日，周景森第一次去北京为法轮功受到镇压而上访遭抓捕，关押在北京五天

后，被押回哈市南岗分局关押 20 天放回。2000 年 12 月 26 日，他第二次去北京，被天安广

场警察抓到某公安分局关押，经过 6 天绝食绝水，返回哈市。2001 年 9 月，在发放法轮功真

相资料时被院里警察带走，送哈市南岗区分局关押两个月零 28 天放回。 

2002 年 9 月 29 日晚 5 点钟左右，南岗分局 5、6 个警察闯入周家，进行抄家，幷将周景森及

他的太太和他们的女儿(均为法轮功学员)，未经任何法律程序，非法判每人三年劳教。周景

森被关押在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四大队(周太太在拘留所病情加重三个月保外就医，女儿至

今仍关在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 

周在劳教所期间，警察指使犯人对其施暴刑“转化”，六根电棍同时通电。因浑身长疥，身体

日渐消瘦，连坐都坐不住。劳教所仍不让回家。并由四队教导员杨宇弄到楼上房间里躺着，

过了一个多月，处里来检查，发现卧床不起的周景森，说怕担责任，2003 年 8 月 21 日长林

子劳教所才通知把人接走。 

周景森回来后时而清醒，时而昏睡。8 月 25 日亲友将他送医。大夫检查时发现整个身体皮肤

的颜色是深褐色。 2003 年 9 月 2 日，不治去世。 

  
周景森被迫害后照片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长林子劳教所四大队,四队教导员杨宇 
哈市南岗区分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0/23/59332.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0/26/41652.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_ednref4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0/23/5933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0/26/416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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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 王大源(930) 

受害人: 王大源(Wang, Dayuan)，男，三十多岁，黑龙江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院教师。 
酷刑致死地点: 哈尔滨第一监狱。 

案情简单描述:  
2002 年 11 月王大源被警察绑架并抄家，非法拘留几个月后，被非法判刑 8 年，关押在哈尔

滨第一监狱。 

刚进哈监集训队，警察每天让王大源把折迭凳立着，让他坐在上面，不准动，否则就拳打脚

踢，一直坐到晚上十二点。后来延长时间，坐到早上四点，逼写转化书，屁股都坐坏了。第

五天，王大源不坐，数人围着打他，最后将他关进小号（手铐、脚镣连在一起，扣在地面铁

环上，站不起，躺不下，两人轮流打他并不让睡觉，不让吃饱，逼着写转化书。） 

2004 年 4 月 2 日警察为了逼他写揭批书，轮番打他，幷罚站一天，午饭不让吃。3 日王大源

在一天的毒打逼迫下，被迫写了揭批。第二天，王大源将揭批撕了。警察变本加厉的迫害

他，直至他站不住。警察让他在大厅里爬，然后将他扔进储藏室。2004 年 4 月 5 日，王大源

已不行了，警察还逼他出工，在中午的又一顿毒打后，王大源停止了呼吸。事后狱方推卸责

任说是被三个犯人打死的。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哈尔滨第一监狱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16/72474.html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28/73371.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5/12/47972.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20/47231.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_ednref5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16/724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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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5/12/4797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20/472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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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 李文睿(80) 

 

受害人: 李文睿(Li, Wenrui)，三十七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外贸局干部。 
酷刑致死地点: 哈市道里区公安分局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 7 月初，李文睿初次进京上访，在天安门遭拘捕，被押回哈市道里区公安分局看守

所，受到了看守所管教和刑事犯的折磨，刑事犯将其头按到便池中闻便长达两个小时。为了

要求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还李师父清白、还法轮功清白，文睿开始绝食绝水。十

天后，由于生命垂危而被释放。当他的家人接他出狱时发现文睿已面目皆非：皮包着骨头，

左胸塌陷，呼吸微弱，已经没有行动能力。 

2000 年 10 月 26 日，文睿第四次进京。11 月 5 日晚，文睿的妻子接到他的电话，说他仍在北

京，靠打工生活。11 月 8 日(9 日)，家属接到公安的通知，称李文睿已在北京拘押期间跳楼

自杀身亡。 

文睿的妻子在北京看到文睿遗体时，只见后脑骨塌陷，七窍流血，后背有青紫伤痕。同时，

在北京公安所说的李文睿"跳楼自杀"的三层楼的窗户上，幷未看到明显的跳楼自杀痕迹，而

且楼下都是小树，幷无砸坏或折断的痕迹。 
其家人透露，李文瑞是在拘留期间被毒打致死的，因为他们发现尸体有多处伤痕，明显遭到

虐待。李文瑞家人十一日到公安局认尸后，其遗体翌日即被北京公安火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哈市道里区公安分局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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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2/14/4466.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1/23/11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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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7 孟宪芝(366) 

 

受害人: 孟宪芝(Meng, Xianzhi)，女，54 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太平区红河小区人。 
酷刑致死地点: 万家劳教所七大队 

案情简单描述: 
2001 年 7 月，孟宪芝在家睡觉，被太平分局抓走。8 月 16 日被判劳教，投入万家劳教所七

大队。在万家劳教所，孟因坚持炼功，在大队长武金英授意下,经常被警察李秀花、王敏、李

红、张红及刑事犯殴打谩骂。多次把她从凳子上狠狠的撞到地上，用脚猛踢，打嘴巴，用木

棒打，从二层床上往下拽，抓着头往床上撞……。武队长又多次找她谈话施加压力，不让其

炼功。 
2002 年 1 月 24 日，孟宪芝因炼功，被警察王敏（此人曾在 12 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立所谓

三等功）和李秀花、李红从方凳拽下，疯狂的用皮鞋踹孟的腰、腿、胯等部位。上前劝阻的

同修都被打得腿根部及小腿大面积疼痛、青肿、行走困难。1 月 30 日上午，警察张红因不能

如期返回单位过年，心情烦燥，以谈话为名将孟宪芝、叫出进行殴打。齐队长、刘队长看见

未予制止。 

2 月底的一天，孟宪芝炼功，被警察李秀花踢打，搧耳光，几乎每次遭殴打皆因炼功干警制

止并遭扔瓶子、踢打。干警倪丽用织毛衣的钢针扎孟宪芝、的手及脖子……。 
 
孟宪芝整日挤在阴暗潮湿的房间内长了疥；长年吃着恶劣的饭菜，菜汤中经常有苍蝇和虫

子， 整个冬天都是臭味萝卜咸菜。 

2002 年 3 月 4 日下午大约 2 时 30 分孟宪芝在万家劳教所七大队二楼厕所与二位同修洗疥，

进去不到 5 分钟便昏厥过去。眼发直，大小便失禁被抬进室内。万家医院狱医赶到。量血

压，高压达 260 以上，低压达 180。万家医院诊断为脑出血，后被送到哈市医大二院，次日

在医大二院死亡。事发时，大队长武金英随车前往，次日下午返回七队。幷欺骗说在给孟宪

芝办所外就医。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哈尔滨万家劳教所 
万家劳教所七大队 大队长 武金英 齐队长、刘队长 
长林子劳教所警察 李秀花、李红、张红 
哈市东风监狱的警察  王敏 
干警倪丽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28/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纪实兼孟宪芝

老人之死-27400.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4/10/208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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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_ednref7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28/%E5%93%88%E5%B0%94%E6%BB%A8%E5%B8%82%E4%B8%87%E5%AE%B6%E5%8A%B3%E6%95%99%E6%89%80%E8%BF%AB%E5%AE%B3%E5%A4%A7%E6%B3%95%E5%BC%9F%E5%AD%90%E7%BA%AA%E5%AE%9E%E5%85%BC%E5%AD%9F%E5%AE%AA%E8%8A%9D%E8%80%81%E4%BA%BA%E4%B9%8B%E6%AD%BB-27400.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28/%E5%93%88%E5%B0%94%E6%BB%A8%E5%B8%82%E4%B8%87%E5%AE%B6%E5%8A%B3%E6%95%99%E6%89%80%E8%BF%AB%E5%AE%B3%E5%A4%A7%E6%B3%95%E5%BC%9F%E5%AD%90%E7%BA%AA%E5%AE%9E%E5%85%BC%E5%AD%9F%E5%AE%AA%E8%8A%9D%E8%80%81%E4%BA%BA%E4%B9%8B%E6%AD%BB-27400.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4/10/208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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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孔德易(207) 

 

受害人: 孔德易（Kong, Deyi，曾用名孔晓海），男，38 岁，中共黑龙江省哈尔滨

委政研所干部（国家公务员），共产党员。 
酷刑致死地点: 长林子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孔德易在工作中任劳任怨，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每月实报实销的通勤费都不找领

导报销，自己默默承担。 
因为法轮功进京上访，遭非法劳教。关押在长林子劳教所，期间，曾被所长史昌敬罚小号，

坐不下，站不起来，手被铐吊着，整七天。从小号出来时，两个脚背都起了大水泡，不长时

间就化脓，脚肿的连鞋都穿不上，站立、行走都很困难，就这样还被迫长时间劳动。 

2001 年 5 月抗议迫害参与法轮功学员集体绝食。所长史昌敬亲自助阵灌食迫害，狱医马大夫

不按正规操作程序灌食，随意用力多次插管，致孔德易被灌完后大量吐血，极其痛苦，捂着

肚子蹲着。被人扶回教室后，趴在桌子上。四队队长和管教对这种情况置之不理。 

一天半后，队里组织打篮球，他被扶到篮球场，到篮球场就不行了，后送往医院，在途中就

去世了(2001 年 5 月)。所长史昌敬对法轮功学员开会时说，孔德易死于心猝死。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长林子劳教所电话------2037101 （一队） 
2037102 （二队） 
2037103 （三队） 
2037104 （四队） 
2037105 （五队） 
长林子劳教所所长 史昌敬  狱医马大夫  

中央社：报导称法轮功学员死亡人数急速上升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6/27/12547.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7/13/13314.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7/26/12533.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7/14/122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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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9 王文学(611) 

受害人: 王文学(Wang, Wenxue)，男，63 岁，法轮功学员，家住黑龙江哈尔滨市平房区人，

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退休工人。 
酷刑致死地点: 平房分局拘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王文学 1996 年 3 月初得了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上厕所需别人搀扶。4 月 26 日修炼法轮

功，学法 4 天能到市里参加洪法活动。炼功 4 年多从没吃过药，打过针，又恢复了上班工

作。 

王文学因为坚持学炼法轮功，2000 年 6 月 1 日，被平房分局拘留所非法关押 15 天。6 月天气

气温 30 多度，警察扒光老人的衣服，强迫他躺在滚烫的水泥地上烙，还唆使犯人打。 

老人在被释放 29 天后(7 月 14 日左右)离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黑龙江哈尔滨市平房分局 
电话 （区号 451）  
局长室 6502493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wangwenxue03162003.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17/33423.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_ednre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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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0 王秀英(18) 

 

受害人: 王秀英(Wang, Xiuying)，女，45 岁，法轮功学员，哈尔滨人。住哈尔滨市道

坎头道街。 
酷刑致死地点: 崇文区角门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曾四次进京上访 1999 年 12 月，曾在北京被抓，报出姓名、住址后，被遣送回哈尔滨，关押

17 天后放出。 
2000 年 5 月 12 日，王为说明法轮功真象，赴京上访。13 日被抓幷关押在崇文区角门看守

所。她向所里提出要求和看守所所长谈话、学法炼功和无条件释放，未获准。随后开始绝

食。狱警强行给她灌食，九天中被强行插鼻管灌了六次，其中 5 次是浓盐水。看守所的警察

叫喊：灌，只要死不了，有口气就行。 

高浓度盐水造成她严重脱水和昏迷。在抢救不及时的情况下，于 5 月 22 日晚 7 时左右去

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崇文区角门看守所 

世界日报称 王秀英被送滨河医院后死亡。 

自由亚洲电台 VOICE：据香港《人权和民运信息中心》的消息 王秀英 5 月 22 号在北京民航

医院死亡。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6/20/1676.html 

路透社:法轮功成员死于拘押中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6/19/166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30/49427.html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wangxiuying0807.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6/20/1676.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6/19/1668.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_ednref10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_ednref10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6/20/1676.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6/19/166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30/49427.html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wangxiuying0807.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6/20/1676.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6/19/16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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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魏树江(621) 

受害人: 魏树江(Wei, Shujiang)，男、53 岁、小学文化，农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太平

镇人。 
酷刑致死地点: 哈市道里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魏树江曾患过肺结核、结核性胸膜炎、胸腔积水、腹腔积水、肝病、肾病等 10 来种重病，

是一个被医院判了死刑的重病患者，1996 年修炼法轮功后，身体神奇康复。 

99 年 7.20 开始，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进行打压迫害。魏树江写信给省政府反映法轮功的真

实情况，之后，上了黑名单，列为重点。当地有关部门镇政府、派出所、公社的人员经常不

断到魏家进行骚扰、抄家、翻书。一次被搜出一盘炼功带，就被抓到派出所，关在一间非常

阴冷的屋子里冻了一天（冬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晚上才放回来。回来后，每天家里

的房前屋后总有一些生人来回走动，晚上公社还派人到他家进行蹲坑，使他全家无法正常生

活。 
 
2000 年 6 月 24 日全家进京上访。到天安门， 6 月 26 日，被抓，关押在北京的哈尔滨驻京办

事处。 
 
2000 年 6 月 29 日，魏树江和儿子被从北京绑架到哈市道里看守所，妻子则被关押在道里鸭

子圈看守所。一进看守所，监号警察就指使犯人让他蹲着，5-6 个小时不让动，动就会招来

一顿毒打。日后对其更加进行折磨，如坐在铺上双脚蜷起来，双手抱住腿不许动。从早上 6
点到晚 10 点连咳嗽都不让，臀部都坐烂了，如有不从或姿势稍有不对就会遭到一顿毒打，

每天逼洗冷水澡，用水管往头上冲，水流非常的急，特别的冷，喘不过气来，晚上睡在只有

20 多公分宽的地方。有时大便不到半分钟，刚坐到便池上就让起来，慢一点都不行，致使他

约一星期不能大便，腹部胀痛异常。狱警等大家都去干活，就单独折磨他。经过一个月的迫

害，魏树江身体已经不行了，连走路都困难，看守所和当地政府人员向其家人勒索 4000 元

否则不放人，家里东拼西凑借够 4000 元，他们看了钱之后还说不够本，又将房照进行抵

押。 

魏树江被释放回家后一直卧床不起，由妻子照顾。到最后，他一天只能中、晚吃点奶粉度

日。可是太平镇府的人员仍不停止对他干扰迫害，经常到家进行无理骚扰，逼着他写不炼功

的“保证书”。魏树江对那帮人员说：“我这病就是炼功炼好的，是法轮功给了自己第二次生

命，是李老师救了我，我怎幺能昧着良心说假话，做那种缺德的事呢，背叛师父的事我不

干，修炼不能放弃，保证书坚决不写。” 太平镇政府人员就威吓他说，“不写就把你送去做

牢。”并三天两头到家骚扰，使魏家不得安宁，魏树江的病加重。此时他的儿子又第二次被

抓，非法关押在哈尔滨长林劳教所，妻子又被强行抓到洗脑班，魏树江在无人照顾情况下，

身体病情加重恶化，于 2001 年 8 月 29 日逝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里区看守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太平镇政府、派出所、公社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_ednref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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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4/14/48377.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23/46984.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27/349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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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2 于振翼(446) 

 

受害人: 于振翼(Yu, Zhengyi)，（曾用名于迨），男，二十八岁，法轮功学员，哈尔  
酷刑致死地点: 万家医院 

案情简单描述: 
1999 年 8 月，于振翼遭南岗分局警察非法抓捕，搜取 7000 余元人民币，一只手机；1999 年

9 月 19 日又遭南岗分局非法抓捕，后移交市局暂住某宾馆，从搜取现金中扣除 5000 元左右

人民币，后移交南岗分局、南岗检察院、法院；2001 年 9 月被非法判刑四年，投监时因体检

不合格被拒收，返回南岗分局拘留所；2002 年 4 月初，于振翼病情严重，被送往哈尔滨第三

监狱；2002 年 4 月 25 日白天由哈三监被转往哈尔滨万家医院，以上时间均神智清醒。4 月

25 日半夜他被从万家送往医大二院，抢救时已处于极度危险状态，四肢抽搐，神智不清，经

医大二院检查发现大脑经受过猛烈击打，胸部有淤血，身体大部分有内伤，前牙折断一个；

5 月 29 日医院拒绝继续治疗，转回家中；于 2002 年 6 月 14 日死亡。 
  
据于振翼在恢复清醒时口述，在万家医院半天时间，被 4、5 个人一起往大脑中注入不明液

体并遭酷刑折磨。。2002 年 4 月 25 日之前，于振翼家属曾多次要求办理保外就医，都被南

岗分局拒绝，而在 4 月 25 日至 5 月 29 日期间南岗分局却主动为于振翼办理保外就医。 

于振翼之父于冠云于 2003 年 1 月 12 日被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哈尔滨万家医院迫害致死；

弟弟于振雄被当局搜捕，被迫流离失所。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分局 
南岗检察院、法院 
市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哈尔滨第三监狱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万家医院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26/35614.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8/31/259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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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3 于冠云 (545) 

 

受害人: 于冠云 (Yu, Guanyun)， 男，61 岁，法轮功学员，哈尔滨市太平区人。 
酷刑致死地点: 哈尔滨万家医院 

案情简单描述: 
于冠云于 99 年年底去天安门为法轮功和平请愿，被非法关押 15 天。2000 年 7 月在向人讲清

法轮功真相时，被警察绑架幷关押 50 多天，家中被多次查抄。2002 年 7 月于在发放法轮功

真相资料时，被哈尔滨火车站治安大队绑架，被判劳教三年，关押于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

因身上长疥，送到万家医院 305 房间。305 房间带排的犯人叫高恩贵，此人是劳教处处长于

成龙姘妇的弟弟。于冠云因坏肚子大便拉在裤子里，高恩贵找借口不让他吃饭、喝水。2003
年 1 月 12 日，传出于冠云在哈尔滨万家医院被活活饿死的消息。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黑龙江省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 
黑龙江省哈尔滨万家医院 
哈尔滨火车站治安大队 
劳教处处长于成龙 
高恩贵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9/43557.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2/1/315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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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4 吴庆祥(368) 

 

受害人: 吴庆祥(Wu, Qingxiang)，男，50 岁，法轮功学员，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

太平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 长林子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 6 月 24 日，吴庆祥进京上访讲真象，被非法关押于哈尔滨劳教所，期间被多次体

罚，幷被迫在炎热的天气下超强度劳动，一个月后释放回家。同年 12 月 25 日与其兄吴庆顺

一起再度进京，遭抓捕后，被非法送入哈尔滨拘留所，正月十六(2001 年 2 月 8 日)被送入万

家劳教所“集训”，后又被非法判处劳动教养一年，关押在哈市太平区长林子劳教所。 
吴庆祥在长林子劳教所的头几个月里，每天从早 6 点到半夜 12 点，被关在阴暗潮湿的室内

罚站。到六、七月份，绝食抗议(将近三个月)，要求无罪释放。在将近三个月的绝食期间，

他曾被插管灌食十几次，体重从一百五六十斤降到一百二十斤，身体消瘦长疥疮，高烧不

退，双腿严重浮肿，走路上楼极其困难。 

2001 年 12 月 28 日，吴被释放回家时已经呼吸困难，不能平躺，不能说话，不能进食，只能

喝水，且排尿不畅。整天 24 小时坐着气喘。，臂腰腹胸脸均浮肿，送医已不能医治， 2002
年 3 月 4 日死于家中。 仅仅一年零两个月，吴庆祥就被长林子劳教所迫害致死。 

另 吴庆祥之兄吴庆顺也遭严重迫害以致不能正常行走。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哈尔滨市太平区长林子劳教所 0451-203-7079 
哈尔滨劳教所 
哈尔滨拘留所 
万家劳教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4/1/27630.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4/2/205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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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5 吕连贵(157) 

受害人: 吕连贵(Luu, Liangui)，48 岁，法轮功学员，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动力区人。 
酷刑致死地点: 哈尔滨市动力区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吕连贵因坚持信仰被人告发，当地公安于 2001 年 1 月 11 日左右，将吕从家中强行带走，非

法关押在哈尔滨市动力区看守所。受到警察残酷的毒打。于 2001 年 2 月 2 日上午被迫害致

死。火化时可清楚的看到尸体上遍体鳞伤。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哈尔滨市动力区看守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3/8/8848.html#1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3/22/56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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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6 王永成(540) 

 

受害人: 王永成(Wang, Yongcheng)，男，40 岁，法轮功学员，黑龙江哈尔滨香坊区  
酷刑致死地点: 哈尔滨航运局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2 年 4 月 23 日半夜，在住所被警察持枪秘密绑架，关押在哈尔滨航运局看守所。后被警

察毒打折磨迫害致死，警方至今(2003 年 9 月)没有通知家属。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哈尔滨航运局看守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18/43008.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20/311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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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7 孔繁哲(612) 

受害人: 孔繁哲(Kong, Fanzhe)，男，34 岁，法轮功学员，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市水泥厂

职工。 
酷刑致死地点: 哈尔滨市太平区水泥路租居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3 年 2 月 20 日（或 21 日），哈尔滨市警察欲抓捕孔繁哲，将其堵在租居所内。孔繁哲在

脱身时不慎坠楼身亡。 
 
日前太平区水泥路派出所一警察接到记者电话后，与其它警察小声商量了好一会儿，遂称

“不知道”。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黑龙江哈尔滨市太平区水泥路派出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16/46571.html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kongfanzhe03162003.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27/338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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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8 王洪刚(527) 

受害人: 王洪刚 (Wang, Honggang)，法轮功学员，哈尔滨人。 
酷刑致死地点: 哈尔滨市公安局拘留所七处二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2 年 6 月 18 日，王洪刚被哈尔滨市公安局拘留所七处二所提审时迫害致死。公安当局封

锁消息，当时未通知王洪刚的家人。 
哈尔滨市 610 办公室一工作人员 12 月 30 日向记者证实了王洪刚的死亡，他幷说，因“具体

管这件事的人现在不在，所以有关王洪刚死亡的详细情况说不清。”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黑龙江哈尔滨市公安局拘留所七处二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2/42067.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5/305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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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9 付桂兰(552) 

 

受害人: 付桂兰 (Fu, Guilan)，女，黑龙江哈尔滨市人。 
酷刑致死地点: 万家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1999 年 7 月 20 日为法轮功北京上访，，遭抓捕，后遣送回本地被非法关押九个半月。2001
年 4 月，因做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南岗公安非法劳教二年。劳教期间因拒绝迫害绝食抗议，直

到生命垂危送保外就医。2002 年端午节，在其子女家被抓回万家劳教所。因拒绝迫害，继续

绝食。2002 年 12 月 29 日被迫害致死。 

  
付桂兰生前照片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黑龙江省万家劳教所 
黑龙江省南岗公安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2/43874.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2/4/317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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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0 田保彬(784) 

受害人: 田保彬(Tian, Baobin)，男，52 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

企业干部。 
酷刑致死地点: 长林子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田保彬在长林子劳教所期间，被迫害得身体极度虚弱，血压高达 250。省医院建议“保外就

医”，大队长杨满堂不给办。劳教处处长于成龙不批法轮功学员办“保外就医”。 
2003 年 9 月中旬，田保彬在开饭期间脑出血昏倒。警察也没管田保彬是死是活，抓紧送往万

家医院，万家医院一看有危险，将田保彬送回家，田保彬到家后不到两天时间就死了。 

长林子劳教所（451-2037079）一女性人员称不知道田保彬死亡案，万家医院（451-4101455
转）一男则称田保彬案应该问长林子劳教所。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长林子劳教所（451-2037079） 
大队长杨满堂 
教处处长于成龙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0/23/5933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0/24/59422.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0/25/416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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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1 赵凤云(884) 

受害人: 赵凤云(Zhao, Fengyun)， 女，50 岁，法轮功学员，哈尔滨市轴承厂精密车间工人技

师。 
酷刑致死地点: 万家劳教所和 12 大队 

案情简单描述:  
赵凤云 2002 年 7 月被非法关押在万家劳教所集训队。警察让她长时间飞机式下蹲，从早 5
点蹲到晚 12 点，几分钟就头晕目眩，腿麻痛，浑身无力。从早 5 点蹲到晚 12 点，晚 12 点

到早 5 点坐小板凳，不许睡觉、不许闭眼睛。被强迫写“揭批”，整天看诬陷大法的录像。赵

凤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赵凤云后来到 12 大队，在这里每天强制劳动，早 6：30 到晚 9、10 点，中间除三餐（共约

一小时），三次上厕所，早、中出操外，全天没有任何休息时间，每天定量工作，完不成就

加班加点。有一段时间，12 大队为一印刷厂（国鑫印刷厂，老板姓喻）加工盗版书籍，多为

小学到大学课本、辅导材料，使用的机器十分落后，其中一台 JBE3-50 胶本机，用的胶具有

强烈的刺激性，由于车间很冷，打开窗放气，人就冻得厉害；窗子开小了，气味放不出去，

屋里的气味辣眼睛、呛嗓子，时间长了头晕、恶心。再加上经常催活儿，有时工作到晚 10
点多，那些天大家的身体都受到很大的伤害。 

2004 年 2 月 27 日，大约下午 5 点半左右，赵凤云在 12 队车间劳动，突发心脏病，发病时她

感觉难受，头晕恶心，想上厕所。当时有人告诉了管教，但管教幷没重视，来回看了两次。

这时大家搀扶赵凤云起来上厕所时，她已不能动了，管教这才去打电话找大夫。后来狱警队

长郭秋丽来到车间，得知是心脏病发作后，没说什幺就出去了，过了一会又拿了几颗救心

丸，但此时药已经塞不到嘴里，费了很大劲儿才放进去一粒。那时赵凤云坐在椅子上，旁边

有二、三个人把着，她突然间全身瘫软，向后倒下，身体周围散发很大的恶臭（刚发病不久

就已出来难闻的气味）。有学员给她摸脉，发现已无脉息。后来医生赶到（距发病至少有 30
分钟），给她做强力起搏，做了几分钟，又有一个医生赶来，继续做此种抢救。其实据大家

观察，医生赶来之前，赵凤云心跳已经停止。郭秋丽看事情不好，就急忙让大家收工，大约

晚上七点左右，管教丘岩到班里收拾赵凤云的东西，说是住院用。（明显是有意隐瞒，因为

那时结果肯定已经出来了，不敢告诉大家，因为此种长期迫害结果有万家劳教所和 12 大队

不可推卸的责任。）后在法轮功学员追问下，劳教所不得不宣布，赵凤云死于 2004 年 2 月

27 日晚 6：30。劳教所警察极力封锁消息。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万家劳教所集训队 
万家劳教所和 12 大队 
狱警队长郭秋丽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31/71309.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18/471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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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2 毕云萍(524) 

 

受害人: 毕云萍(Bi, Yunping)，法轮功学员，哈尔滨人。 
酷刑致死地点: 哈尔滨市女子监狱 

案情简单描述： 
1999 年 7 月 20 日江氏集团开始进行非法镇压后，她出来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被当地公安警

察非法抓捕过。2002 年 1 月 22 日，毕云萍在取法轮功真相资料的路上，被哈市动力分局警

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哈尔滨第二拘留所。10 月 13 日毕被非法判刑三年，关押在哈尔滨市女

子监狱。毕拒穿囚服，幷以绝食抗议非法关押，遭到迫害性灌食，受尽折磨，于 2002 年 11
月 2 日凌晨 1 点被迫害死亡。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哈市动力分局 
哈尔滨市女子监狱 
哈尔滨第二拘留所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法轮功学员毕云萍被哈尔滨市女子监狱虐杀-
42041.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5/305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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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3 贺彩滨(615) 

受害人: 贺彩滨(He, Caibin)，女，49 岁，哈尔滨第一机械制造厂三分厂职工。 
酷刑致死地点: 太平区南直派出所 

案情简单描述:  
贺彩滨 2000 年曾四次进京上访，两次被非法关押，第三次进京上访被抓后，贺绝食抗议，

几天后被释放。2000 年 12 月 15 日第四次进京上访。19 日，贺被太平区南直派出所绑架，

回哈市途中，她不想被警察带走受迫害，在火车开到沈阳时，趁火车进站减速的机会跳车，

不幸当场死亡。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哈尔滨市公安局太平区南直派出所 （区号 0451）7684828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18/46692.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20/335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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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4 杨滨(632) 

受害人: 杨滨(Yang, Bin)，男，26 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人。杨滨原在哈尔滨市平房

区东安厂（微发厂）工作，家住哈尔滨市平房区窑地东安厂家属宿舍 
酷刑致死地点: 平房公安分局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3 年 2 月，遭非法抓捕，关押在平房公安分局看守所，十五天后被残害而死。遗体于

2003 年 3 月 5 日被火化。 

记者对杨滨死亡案进行了调查，杨滨原单位哈尔滨东安厂(微发厂)公安处一男性人员证实杨

滨的死亡，杨滨原工作的 204 车间承认杨滨因修炼法轮功被单位开除。平房公安分局看守所

一男警一听记者调查杨滨的死亡情况，竟开口大骂。平房派出所一男警不肯回答有关杨滨的

问题。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哈尔滨市平房区东安厂：0451-6502120 
平房公安分局看守所 0451-6505243 
哈尔滨公安局平房分局电话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yangbin04052003.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4/8/47940.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8/342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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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5 赵淑红(620) 

 

受害人: 赵淑红(Zhao, Shuhong)，女，29 岁，哈尔滨市道外区松浦镇人。 
酷刑致死地点:自家 

案情简单描述： 
2003 年 3 月 5 日 9 时左右，二十多名哈尔滨警察绑架先绑架赵淑红的先生杜庆军于上班途

中，，同时警察围堵了其住所，并动用消防车企图抓捕赵淑红和雷敏(法轮功学员) 。在僵持

7 小时后，警察于下午 4 点多破门而入，她们被逼跳楼脱身，29 岁赵淑红当场死亡，30 多岁

雷敏重伤。 

消息来源指出，哈尔滨市道外分局政保科和道外分局区 610，是此次事件的直接指挥者和参

与者。道外区松浦镇派出所一警员日前证实，3 月 5 日赵淑红在警方围捕下死亡， 雷敏重

伤。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松浦镇派出所 0451－8070014 
哈尔滨市道外分局政保科 0451－8387435 
道外分局区 610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20/46822.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25/337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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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6 秦淑艶(653) 

受害人: 秦淑艶(Qing, Shuyan)，女，59 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动力区王兆新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 万家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秦淑艶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于 2002 年 4 月末被警察非法抓捕，并判劳教，关押在万家劳教

所。在劳教所期间，遭到严重迫害，造成身体虚弱“保外就医”，就医期间还受监控，三个月

后死亡。 

王兆新村可能是归王兆派出所或动物园派出所管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4/24/48959.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26/349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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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7 贺君(97) 

受害人: 贺君(He, Jun)，女，黑龙江省哈尔滨铁路分局医院职工，阿城市人。 
酷刑致死地点:(被迫服农药自杀身亡) 

案情简单描述:  
由于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镇压迫害，贺君受到当地政府的打压，99 年被迫服农药自杀身

亡，死时留有遗书，以向世人说明受到残酷迫害。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黑龙江省哈尔滨阿城市政府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2/20/56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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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8 法轮功学员（姓名、年龄不详）(921) 

受害人: 一名哈尔滨工业大学在读本科男学生 
酷刑致死地点: 哈尔滨监狱二大队 

案情简单描述:  
一名哈尔滨工业大学在读本科男学生（姓名不详），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关押在哈尔

滨监狱二大队。由于拒绝写所谓的“三书”，被关进队里私设的小号，警察幷派四名刑事犯

（罪行都非常大）对其进行残酷迫害，幷且不给饭吃、不让穿衣。该法轮功学员于 2004 年 4
月 5 日晨被迫害致死。二大队警察为掩盖罪行，将已经被迫害致死的该名学员送进监狱医

院，死者全身遍体鳞伤，胃里没有任何食物。哈尔滨监狱为了防止走漏消息，进行了严格的

信息封锁。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哈尔滨监狱二大队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10/72054.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17/471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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