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茅家山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

的基本犯罪事实

2000年 10月 17日 - 2003年 4月 29日

重庆市女子劳动教养所（以下简称劳教所）位于重庆市江北区五江路 21─1号（茅

家山附近）。自 1999年 7.20以来，它地地道道地成为江 XX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

轮功修炼者的法西斯集中营。该所设四个大队，可关 1,200人左右，2003年以前，

非法关押法轮功修炼者最多时，法轮功学员占被关押人员总数近一半。第四大队

是 99年 7.20以后所建，2001年 3月 12日正式使用。当时，劳教所将一、二、三

大队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和部分吸毒劳教人员调至第四大队组成新大队，即

所谓“整训大队”。自此，劳教所的第四大队成了集中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地方。

大约有 250名左右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此。劳教所实行的完全是集中营式的

管理：楼与楼之间安上铁门，互不往来；同楼房间之间也不能走动，每个房间终日

被锁住，每天只有早晚几分钟，轮流放出来洗漱；同房间的法轮功学员之间也不

准相互交谈。

2002年 5月，劳教所从西山坪劳教所和永川劳改农场调了 6男 3女警察，强化第

四大队的“集训”。2002年 8月，劳教所将其它几个大队的所有法轮功学员统统转

到第四大队，进行统一强制“转化”。狱警们受上级指令，执行江氏“从政治上搞

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密令，绞尽脑汁，想出了许多招术对法轮功学员

进行精神和肉体的残酷迫害和折磨。精神摧残包括：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谎言灌输、

逼迫法轮功学员看诽谤大法的录相、逼迫法轮功学员写放弃修炼的“四书”、导致

学员精神失常。肉体折磨包括：不准法轮功学员睡觉、打耳光、卡鼻子、用脚

踩、抓头发撞墙、站军姿、单脚直立、罚军蹲、跑操场、跑楼层、上铐、关小间、

用手肘使劲猛击背心、用手乱抓、乱揪法轮功学员大腿内侧肌肉、野蛮灌食等

等。罚站，可以说随处可见。第四大队法轮功学员被强制罚站从 2001年 5月 10日
早上开始，到 9月 23日大调整才终止，历时近 4个半月。

据不完全统计，在此劳教所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 7位，他们是：王积

琴、周成渝、龙岗、莫水金、李兰英、蒲新江、薛珍（音)。狱警除了亲自动手用

种种残酷的手段折磨迫害法轮功学员外，还以刑期相诱，指使吸毒劳教犯人迫害

法轮功学员。迫害手段如：交叉反捆双手，结成越拉越紧的活扣，再让其坐在凳子

上，系在床头的铁杆上，然后取掉凳子，让其蹲著。不准端碗，不准闭眼。无法

洗漱，除了饭后，一律不准上厕所，并用法轮功学员吃饭的碗，装上水放在屁股下

面。种种毫无人性的迫害，从早上一直持续到凌晨 2点……

以下是重庆茅家山女子劳教所部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和不法人员的违法、基本

犯罪事实。



主要犯罪人员：

还有三名不知姓名的女警，警号为： 5032055、 5032050、 5032121。

主要犯罪事实

狱警们与吸毒劳教犯串通一气，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手段包括：

一、增强暴力。为落实第四大队“整训”任务，拨专款 800,000。添了 30间牢房。从

多方聚警力：到警校要，从外地调（狱警苏灿就是外地来的一监狱长），本地抽

（西山坪、永川）。牢房里、过道上、饭堂、操场、大门口、甚至垃圾场都安上监

控器。

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单位

1 李某 女 40左右 所长 重庆市茅家山女子劳教所

2 宏某 重庆市茅家山女子劳教所

3 高定 男 大队长 四大队

4 武春梅 女 大队长 四大队

5 艾小容 女 四大队二中队长 四大队

6 梁琪 女 狱警 四大队

7 庞玲 女 狱警 四大队

8 何忠玲 女 狱警 四大队

9 苏灿 狱警 四大队

10 宋萍 女 主管队长 四大队

11 严丽萍 女 四大队

12 陈浩 四大队

13 范培培 女 狱警 四大队

14 罗某 一队队长 一队

15 黄 XX 狱警 四大队

16 肖 XX 狱警 四大队

17 周 XX 狱警 四大队

18 张永琴 女

19 杨明 管教，四队队长

20 胡小燕 女

21 周树兰 女 吸毒劳教人员



二、 践踏法律。被关进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有的根本没出示过法律凭据，如：

法轮功学员高仲英；有的是狱警私闯民宅抓走，如：法轮功学员马玉先；有的是

在“洗脑班”因拒绝被“洗脑”就被非法送劳教，如法轮功学员喻群芳；有的是被骗到

派出所软禁后转到劳教所的，如：法轮功学员陶怀素、刘昌玉。被非法关押判刑

的法轮功学员如果不放弃修炼到期也不释放，2000年前抓的，一般都被延期数月

至近 1年（有的差几天就 1年）。法轮功学员岳春华、王世碧等本来就是延期后

释放出来的，立即又被押送到歌乐山或井口“洗脑班”变相关押，一关又是数月，时

间长的有 1年多。法轮功学员一律被剥夺了上诉权和请辩护律师权。更荒谬的

是，2001年 6月 26日将至（世界戒毒日），劳教所召开大会，只字不提戒毒事，

竟开成非法逮捕法轮功学员何淑琼、瓦解难、蹇平的大会，会后立即将她们押往看

守所等待判刑。有时大队会突然宣布回舍房收拾东西，法轮功学员熊玉珍、冯素

珍就是不同时间被非法押走的。

三、乱施酷刑。狱警受上级指令，执行江氏“从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

消灭”的密令，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残酷迫害和折磨，如：站军姿、单脚直立、罚

军蹲、跑操场、跑楼层、上铐、关小间、用手肘使劲猛击背心、用手乱抓、乱揪法

轮功学员大腿内侧肌肉等等。罚站，可以说随处可见。第四大队最长一次罚站，

从 2001年 5月 10日早上开始，到 9月 23日大调整才终止，历时近 4个半月。每

天早上 5点 30分起床后就站，晚间查夜 12点以后才能入睡。在这期间，狱警苏

灿别有用心，强令第四楼 18位法轮功学员站军姿，从 2001年 8月 23日早一直到

8月 28日晚 12点，整整 6天 5夜。站 3、4天后，腿肿、脚不听使唤，站起睡著

倒地的均有。

2002年 5月以后，四大队开始强化训练，手段更残酷了，站军姿，连 60岁以上的

老太太也不放过，稍没站稳或没做准，男警的脚尖就踢来了。法轮功学员高素清、

华英因不配合，被普教脱下鞋打。高素清屁股被打紫、大腿揪乌，走路都困难。

法轮功学员胡英脸部被打肿。龙岗不仅被打，后叫她头朝下 90度，双手被铐在高

于头的柱子上，脚不准著地，一段时间的折磨，使龙岗脸部变形，全身瘫软，劳

教所怕承担责任，才通知家人接走，不久，龙岗被迫害致死。

2002年 8月，劳教所其它 3个大队法轮功学员统调第四大队进行强硬训练，迫害

升级。郑小琴、邱翠香、江涛、龙岗、高仲英、田益凤、余训容、饶渝辉等十几

位法轮功学员关在那里。邱翠香的腰部被吸毒劳教踢后留下十几处紫块。江涛被普

教何以红、刘成玲打得爬不起来。2个普教把江涛从楼上拖至楼下，后又从楼下拖

至楼上，造成脑震荡。本该 2002年 8月释放，却一直延期，看见江涛将出危险

时，才于 2003年 2月 18日放出，不知其后果如何。上铐也是酷刑中一种。被上

铐时间最长的算法轮功学员邱翠香，4个多月。白天，双手被铐在窗的高处，脚尖

著地。晚上铐在床柱高处，疲惫不堪睡著，只要头向下一动，振动了床，普教翻

身起来就是一阵拳打脚踢。不仅如此，普教还对邱翠香进行人格侮辱，将邱的头发

剪成梯田式，在头上扎无数个象鸡毛毽的发结，东倒西歪，并在胸前挂个牌子，写

上她的名字。至于什么扣饭、灌食、暑天不准洗漱等等就是鸡毛蒜皮的事了。在整



天的高压、酷刑、严控的紧张气氛中，法轮功学员陶远群被逼得神志不清。第四大

队的二、三、四楼均出现此情况。狱警借此诬陷大法说，这就是炼法轮造成的。

关小间也是惩罚的一种。小间设在楼梯转角处，长 1米，宽 2米多，四壁均用厚厚

的黑胶皮钉上，胶味浓烈刺鼻，无窗，全黑。关小间至少 7天，均要上铐，不准

坐，不准睡，除上、下午去一次厕所外其余时间都在黑屋度过。被关小间的法轮功

学员太多了，岳春华、龙岗、张真英、胡亚丽、孔祥芬等。

第四大队对身体虚弱的法轮功学员，借“关心”为名强制“打针”、对学员强行灌注不

知名的药物进行迫害。周成渝（重庆渝洲大学教师）身上长象疥疮一样的斑点，

被强制打针、擦药后，出现全身浮肿，呼吸困难，走路困难。2001年 9月的一天

半夜，周呼吸急速，胸部难受，才送到 324医院，第二天被迫害致死。莫水金

（重庆长安厂干部），2001年 7─9月，夜间咳嗽不停，咯血，队长不闻不问，10
月份才去检查，对外说是“肺气肿”，作保外就医处理，回家 20天左右被迫害致

死。由于封锁消息，被劳教所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不知究竟有多少。

四、封锁真相。劳教所要想尽一切办法封锁经文。每月会大搜查一至数次。搜查

最频繁时 1周一次、几天一次。一部分警察严查宿房，床上床下、衣服鞋袜、脸

盆水桶、牙膏肥皂、每个边角、每个缝隙无一遗漏，均翻个透。棉絮也要捏个够，

卷筒纸个个抽完。存放在贮藏室编织袋中的物品，件件翻完。另一部分警察在操

场依次个个搜身，衣裤层层剥光，直到裸体，文胸也不放过。截断经文渠道。每月

接见时，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朋友中只要是炼功人的，一律无资格接见。接见

时，家中送来的衣物、用品一一严查。在这种严格把关下，还不放心，狱警们又将

送来的衣物全浸泡在药水里几天，字迹全无。妄想使经文绝迹。隔开法轮功学员

间的接触。楼层与楼层之间不准来往，宿舍与宿舍之间不准来往，同房间法轮功学

员之间不准交谈。

五、野蛮““““洗脑””””。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精神折磨以逼迫他们放弃修炼。劳教所将法

轮功学员转到四川省女子劳教所强行“洗脑”。那里是个基地，模仿马三家。重庆

市劳教所先后弄了 2批法轮功学员去。第一批是 2001年上半年，有刘兴宇

（音）、孙月、向小丽等 4人。第二批是 2002年 3月，将周良荣、杨月沁、周华

南、高仲英、张鲁元 5人。

六、吸毒劳教施暴。劳教所授予吸毒劳教特权，安排了多个吸毒劳教（名为“包
夹”“帮教”，包干到每个人头，实行重奖重惩与其刑期挂钩）对付一个法轮功学

员。法轮功学员除在男警高声训吼下超强度“训练”和在队长提著手铐、警绳下吃饭

外，其余时间全被吸毒劳教形影不离地监视和无理蛮缠，使法轮功学员完全没有

一点自由，没有松口气的感觉。晚间，吸毒劳教可以 5分钟叫你一次解手，使你整

夜睡不了觉，如果稍有不顺便破口大骂，马上就动手动脚。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9/47994.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4/29/4935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2/1419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9/47994.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4/29/4935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2/14193.html


案例 1111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10/3/37432.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10/8/37693.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11/20/39786.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11/29/40187.html

案例 2222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11/7/39230.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7/5/32856.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1/10/15/18048.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1/10/14/17982.html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积琴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杨明（四队队长）及其他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体罚、毒打、灌不明药物、将受害人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法轮功学员王积琴在劳教所受到残酷的迫害。在体

罚、毒打的情况下，管教杨明让几个吸毒犯强行给王积琴灌注不

明药物，致使她当场休克过去。为推卸责任，才把折磨得奄奄一

息的王积琴送回家。回家后王积琴一直吐血、便血、胸闷、气喘

咳嗽、呕吐、腹泻、腹部剧痛、胸部以下严重浮肿、四肢无力、

不能入睡。 2002年 9月 23日，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王积琴被迫

害致死，年仅 29岁。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周成渝、张洪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杨明（四队队长）、吸毒劳教人员(女)
基本犯罪事实：野蛮用药、将受害人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狱警杨明一贯以阴险的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她指使

戒毒劳教人员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成渝当时脚

上长了几颗疥疮，杨明就借机要给周成渝“治疗”，强行灌药、输

液，长达 1个多月。每次输液后，周成渝全身浮肿，肚子象冬瓜

大，胸部特别难受，坐、睡不能。周成渝跟劳教所医生提出药物

反应强烈，劳教所医生却坚持打针、输液。后来，周成渝无法进

食，生命垂危，杨明叫了 2名戒毒劳教人员强行将其背出送往外

面就医。在医院周成渝说：“我呼吸困难，肚子里输的液太多，压

迫到心脏难受。”周成渝因输液淹息心脏而死。对此劳教所封锁消

息，还把知情的法轮功学员单独关押了几个月后，又送到四川楠

木寺劳教所进行迫害，想长期封锁消息。其他法轮功学员张洪泉

等也被用这种方式迫害过。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10/3/37432.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10/8/37693.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11/20/39786.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11/29/40187.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11/7/39230.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7/5/32856.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1/10/15/18048.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1/10/14/17982.html


案例 333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龙岗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狱警、铜梁县公安局

基本犯罪事实：将受害人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法轮功学员龙岗被非法劳教 2年，被非法关押在重庆五里店茅家山女

子劳教所。劳教所狱警野蛮强行给她灌食，至肺部穿孔，导致生命危险。劳教所

为推卸责任，叫家人领回，出来后身体有所好转。铜梁县公安局又指使安居镇一

帮恶人将其绑架至看守所折磨 4个月后身体极度虚弱，龙岗于 2002年 11月 6日被

迫害致死。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1/11/42589.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1/8/42387.html

案例 4444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02/27/25718.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1/11/20/19960.html

案例 555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兰英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狱警、包继伟（治安科长，7814)、包叙定（重庆市市

长）、陈光富（副局长）、陈辉平（副局长）、警方狱警 (13862)
基本犯罪事实：将受害人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法轮功学员李兰英被非法劳教 1年，在重庆茅家山女子劳教所繁重劳

动、精神高压和身体折磨的环境中，被抓捕时的扭伤导致伤口再度崩裂，加上被

拘禁后在严冬中挨冻，李兰英被迫害致死。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3/21/27030.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3/19/26750.html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莫水金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将受害人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2001年 5月，法轮功学员莫水金在公园游玩时，被当

地警察绑架，扣以莫须有的罪名，送入江北茅家山劳教所非法劳

教。年逾六旬的老人，仍不能免除苦役、刑罚。入所前她顺利通

过体检，入所后刚过 1个月，即被折磨得开始吐血，非法关押 3
个月，吐血 50余日，劳教所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当看到情况

不好时，怕承担责任（此前已有一位法轮功学员惨死于该所），

又将她连夜赶出劳教所，延迟至第二日才通知家属、单位和当地

派出所将她接回。回家后仅过十余日被迫害致死。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1/11/42589.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1/8/42387.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02/27/25718.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1/11/20/19960.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3/21/27030.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3/19/26750.html


案例 666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蒲新江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毒打

详细情况：重庆法轮功学员蒲新江（女），约 50岁，被非法判劳教，关押在重庆

江北茅家山女牢房，被迫害致死。 2001年 4月 3日警方叫家属去领尸体，于 4月
6日火化。家人悲痛万分，投诉无门。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7/13/13307.html

案例 777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薛珍（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重庆茅家山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将受害人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法轮功学员薛珍（音），于 2001年 9月在重庆市茅家山女子劳教所被

狱警迫害致死。薛珍被非法关押前虽年近 70但身体健康、红光满面。被关押后因

受到残酷折磨，于 2001年 9月离开了人世。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1/17/23355.html

案例 888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周钟红、胡亚丽、黄建君、李玉琼、李丽、刘玲、彭秀玲、

吴艳芳、杨明群、张贵珍、张真英、奏章蓉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狱警何钟玲(女)(警号 15468)、胡小燕 (女)(警号 15469)
基本犯罪事实：经常出恶招打骂、长时间吊铐、不给饭吃。

详细情况：2001年 5月 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学员打出“法轮功好”、“法
轮大法是正法”字样的横幅，事后法轮功学员周钟红、杨明群、彭秀玲、黄建君、

奏章蓉、吴艳芳、张贵珍李玉琼、张真英被狱警铐吊了 7天，还饿饭，而何素群被

吊铐了半个月之久。2001年 12月，胡亚丽、李丽、刘玲、张真英被打、被铐、被

吊饿饭达 10天，张真英在长期的摧残折磨下，双脚瘫痪。狱警何钟玲、胡小燕毫

无人性，经常出恶招打骂法轮功学员。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5/5/29561.html

案例 999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黄素兰、江涛、余训蓉、张红、王艾华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狱警李 xx
基本犯罪事实：采用各种酷刑、各种谎言强制学员写放弃修炼的“四书”、强制军

训、跑步、军蹲、马步蹲、俯卧撑连续做多少次、整天不停的折磨、不准睡觉、

打耳光、卡鼻子、拳打脚踢、用脚踩、抓头发撞墙、插管灌食等

详细情况：北碚区西山坪劳教所狱警除了在本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外，还调了一部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7/13/13307.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1/17/23355.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5/5/29561.html


分男干警到江北区茅家山女子劳教所，对女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狱警采用各种

酷刑，各种谎言强制学员写放弃修炼的“四书”。狱警每天强制军训，跑步，军蹲

（一只脚半蹲，另一只脚用脚尖垫起，时间长了非常难受，还不准换脚），下蹲，

马步蹲，俯卧撑连续做多少次，整天不停的折磨法轮功学员。让普教轮流值班，

不准法轮功学员睡觉，遭受折磨后学员一顿吃不下饭，就被他们插管灌食。学员

被打耳光，卡鼻子，拳打脚踢，用脚踩，抓头发撞墙，头部撞起包，被折磨得精神

恍惚。西三坪调来的一个男狱警 30岁左右，经常说，你们不“转化”就让你们难

受。还得意地说：“西山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都受不了，何况你们。”他教唆吸毒劳

教人员，用黑社会的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用诸如“贝母穿心”，打耳光，脚踢，

猛踩，戴手铐，关小屋等等手段折磨、残害法轮功学员，这些成了他们的家常便

饭。法轮功学员黄素兰被长期戴手铐，挨打，关小屋，头部被撞一个大包，现一

人被单独关在三中队。法轮功学员余训蓉，张红，江涛等不写“四书”，就经常挨

打，脚被打伤，行动困难，每天还在遭受折磨。法轮功学员王艾华被折磨得疼痛难

忍，命在旦夕，狱警也不放人。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9/23/36978.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1/15/6794.html

案例 1010101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高杰、王进修、张美玫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狱警陈浩、范培培、黄 XX、肖 XX、严丽萍、周

XX、杨 XX、劳教犯人颜家华等

基本犯罪事实：唆使犯人殴打、毒打上铐、打耳光、臭袜子、擦脚布堵嘴、罚

站、强制插管灌食

详细情况：重庆市女子劳教所从 2OOO年 12月开始对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实行

“包夹”后，迫害就不断地升级。什么是“包夹”？就是公安利用恶习深重的普教对

法轮功学员实行 24小时监控，使其完全失去自由的一种手段。其实“包夹”者也就

是一群打手。2001年 1月 9、 10、11日这 3天“包夹”们在狱警的指使下，对 50
名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连已近 60岁的法轮功学员张美玫、王进修老人也不放

过。她们被 7、8个“包夹”从床上拖到地上，拳打脚踢拖出舍房，一边打，一边

骂：“打了你又怎样！”两位老人被打得遍体鳞伤，衣服都被打烂了。还被用臭袜

子、擦脚布堵嘴，打耳光。3天下来后，被毒打上铐的法轮功学员有 15人左右，

一直到过年前几天才解铐。3月初，劳教所三中队黑板上专刊诽谤大法，强迫法轮

功学员看诽谤大法的录相。会场上，公安用手铐、绳子、堵嘴的胶布威胁受

害人。一女狱警（姓杨）率先打了法轮功学员高杰的耳光，“包夹”们一看狱警带

头打人，就蜂涌而上，大打出手，持续了 1个半小时。“包夹”颜家华扯掉了法轮功

学员的头发，还恶毒地说：“我为 XX党做事卖力，打死你们我也不怕。”8月 20
日和 8月 27日所谓的生活会上，狱警要求法轮功学员作自我介绍，法轮功学员都

站起来告诉狱警“我是法轮功学员某某，修炼没有罪，没有错，要求无罪释放。”触
怒了狱警范培培、黄 XX、肖 XX、周 XX，体罚的程度也加重。8月 27日 50名法

轮功学员被体罚蹲 1天。其中有 69岁的老人。稍站起来伸一下腿，马上就受到“包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9/23/36978.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1/15/6794.html


夹”们的毒打、谩骂。狱警还给法轮功学员强制插管灌食。当场有的学员鲜血从管

里流出来，有的感觉呼吸十分困难，有的呕吐。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11/12/19524.html

案例 1111111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吕亚明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暴力洗脑、毒打、不准受害人与亲人见面

详细情况：2002年 6月，劳教所按恐怖组织“610办公室”的指示，从重庆西山坪劳

教所调来大批狱警，对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实行暴力“洗脑”，警察对法轮功

学员进行残酷的肉体折磨。法轮功学员吕亚明的腿被打坏，行走困难。警察还对法

轮功学员实行所谓的严管，在规定的接见日不准她们与亲人见面，致使她们音信

全无。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6/11/31565.html#chinanews0611-4

案例 1212121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秀英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迫害至生命垂危

详细情况：2002年 1月 3日，法轮功学员李秀英在重庆小泉被狱警抓走，一直被

关押在渝中区看守所，9月被送往重庆茅家山女劳教所，由于残酷的迫害，不久便

生命垂危，后送茅家山少管所医院。11月 25日，李秀英的母亲接到通知去医院看

望女儿，见李秀英已经生活不能自理，肚子里很多腹水，肿得很大。她的母亲要

求“保外就医”，但狱警说必须写放弃修炼的“三书”才能放人。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12/12/40849.html

案例 13131313

受害人：一位 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姓名待查）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残酷的迫害包括教唆吸毒犯折磨法轮功学员，无休止地长跑、罚

站军姿、蹲军姿、面墙长时间罚站、背 “23号令”、逼迫受害人写放弃修炼的“三
书”等等。

详细情况：一位姓名不详的 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被送去茅家山女子劳教所，见证

了重庆茅家山女子劳教所暗无天日的生活和用法西斯使用过的酷刑折磨法轮功学

员的事实。狱警们甚至教唆吸毒犯人折磨法轮功学员，并以减刑相诱惑，提前释

放，否则加重其刑期，法轮功学员就这样被他们折磨得伤、残、以至死亡。从西

山坪劳教所调来的一批男警，天天搞所谓的“整训”迫害法轮功学员，让她们在四中

队坝子上无休止地长跑、罚站军姿、蹲军姿，面墙长时间罚站，背“23号令”等
等……每天从早晨 5点 30分一直到深夜 2点 30分，从精神上、肉体上折磨法轮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11/12/19524.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6/11/31565.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12/12/40849.html


功学员，并逼迫她们违心地写放弃修炼的“三书”。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9/39324.html

案例 1414141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何素群、周良荣、郑小琴、罗德清、肖凤鸣、陈静、岳春华

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刘 xx（二中队）、余 xx（中队长）、张 xx（新队长）、蒋

映梅、汤晓余、李和梅、沈玲、姚洁等

基本犯罪事实：毒打、用擦脚的帕子或用宽的黄胶布粘嘴、强制看听诽谤大法的

文章和攻击大法的电视节目、经常关小间、戴铐、打骂、长时间罚站、罚蹲等

详细情况：2000年 12月 9日，何素群、周良荣、郑小琴、罗德清、肖凤鸣、陈

静、岳春华等法轮功学员被送到重庆市茅家山女子劳教所非法判 1年劳教。在女

子劳教所二中队，遭受多种迫害，特别是狱警刘 xx指使普教打法轮功学员。有一

天早晨集合时，刘 xx在队列前暗示犯人们大打出手。犯人们一拥而上，从身后抓

住法轮功学员头发打倒在地，7、8个犯人用脚乱踢，好几根肋骨被打伤，上肢活

动困难，晚上痛得无法睡觉，2个多月后才恢复。自 1月 30日推出“自焚

伪案”后，重庆市茅家山女子劳教所狱警更是疯狂地对里面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迫

害。每天强制听一些反面文章和攻击大法的电视节目，并不准受害人说话，更不允

许讲真实情况。只要说话，就用犯人擦脚的帕子或用宽的黄胶布粘法轮功学员的

嘴。时常用关小间、戴铐、打骂、长时间罚站、罚蹲等等来体罚受害人，终断通信

往来，不准洗涮晒衣服等。更有甚者，中队长余 xx规定法轮功学员吃饭减半，长

期隔离，遍体鳞伤，专门安排心狠手辣的打手不择一切手段地强制逼迫她们放弃修

炼。由于劳教所的人太多，法轮功学员于 2001年 3月转入了新建的整训四中队。

有一次狱警们在黑板上写了攻击大法的内容，法轮功学员过去擦掉了黑板上的所有

内容。一个狱警进来说把她们铐起来。于是上来一帮打手（她们是蒋映梅、汤晓

余、李和梅、沈玲、姚洁）把她们铐起来，并残忍地要法轮功学员蹲在地上。手

铐、警绳都用完了，就乱打。狱警用警绳把法轮功学员的手在背后死死的绑起

来。几分钟后法轮功学员双手就失去了知觉，那天整整绑了法轮功学员十几个小

时（从早晨 9点到晚上 11点），晚上解开后，又把学员反铐在双人床，几天几夜

不准睡觉，吃饭也不给解铐，并进行精神折磨。狱警们对带头打横幅的法轮功学

员何素群改判为劳改 3年〔原来是 1年〕；其中周良荣、郑小琴、罗德清等几位法

轮功学员加刑 3至 4个月。还体罚站军姿 2个多月〔每天早晨 5点多到晚上

12点〕，法轮功学员站到脚烂了，每天流出很多黄水，又痛又痒，难受极了。另

罚法轮功学员周良荣、肖凤鸣、陈静、岳春华等大热天 1个多月不准洗漱。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4/22547.html

案例 1515151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黄秀琼、李南英、谭芳、薛珍、封红芳、伍大书、张慧兰、

程平、蔡长英、刘建生、唐国容、廖小英、刘新宇、左沐珍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李 XX（队长）等狱警、吸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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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犯罪事实：强制劳动、殴打、上铐、体罚、谩骂、关小号等。用减刑来鼓励

吸毒人员 24小时监视或折磨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无限期非法关押、加刑

详细情况：劳教所的狱警们强制法轮功学员每天看诽谤法轮大法的材料，另半天

强制劳动。每天从早上 5、6点开始劳动到晚上 10、11点。每顿饭实际吃饭时间

只有 10分钟。每天的劳动大约有 14至 16小时，如果完不成当天的任务，会被加

刑。法轮功学员几乎不能请病假，除非卧床不起。但耽误的劳动任务也必须在以

后自己挤时间补上，否则，同样加刑。如果拒绝劳动，除了加刑之外，还要处罚。

有 8位法轮功学员薛珍、封红芳、伍大书、张慧兰、程平、蔡长英、刘建生、另

一位学员姓名不详，因拒绝劳动被罚蹲在地上，每天要蹲上 15、16小时。用减刑

来鼓励吸毒犯 24小时监视法轮功学员，采取连坐办法，即监视得好，减刑，不

好，视其情节轻重，每次加刑 2天以上。这样，吸毒犯为了自己能减刑，竭尽所能

残酷折磨法轮功学员，殴打，上铐，体罚，谩骂，关小号，不让学员睡觉等。法

轮功学员李南英等因炼功被队长发现，叫吸毒人员打。带头炼功的学员被关小号，

还把双手铐在床上铺的床边，或反铐成“苏秦背剑”，不让洗漱，不让解手，甚至

睡觉都铐著。法轮功学员唐国容因炼功关小号至少 4次，少则关 1周多，多则关长

达 1个月。谭芳因炼功被班队长李 XX发现，李 XX暗示吸毒人员把谭芳拖到办公

室毒打后离去。吸毒犯把谭芳五花大绑后，揪住头发，对著谭芳的头部、胸部、腹

部大腿等处拳打脚踢，猛打持续大约有半个多小时后，队长李 XX进来了，骂谭

芳很多不堪入耳的脏话。谭芳被折磨得头昏昏沉沉，头上被扯掉大把头发，全身大

面积青紫，睡觉无法翻身，胸部痛了 1个多月。同牢房的吸毒犯把擦脚布、袜子塞

进法轮功学员刘新宇的嘴里，然后用黄胶带将她的嘴、鼻封住，封得吐白沫，差点

丧命。法轮功学员左沐芬（音）因拒绝穿囚服，看守让吸毒者强迫她数九寒天只

穿一件单衣服。体罚更是家常便饭。常常是罚(站、蹲、坐）一天就是 15、16小
时，持续 1周以上，如前面提及的 8位法轮功学员被罚蹲 1个多月。对法轮功学员

无限期非法关押，加刑。法轮功学员廖小英，2001年 1月期满，先延期半年，又

继续延。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9/2/15867.html

案例 1616161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蹇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残酷的迫害包括毒打、吊铐 20多天

详细情况：1999年 9月 1日晚蹇平被关进拘留所，被拘留 15天。当晚 8点多钟开

始被警察打了 5个小时，直到被打得吐血。10月 31日，蹇平因到北京为法轮大法

上访又被送进看守所，从 10月 31日至 11月 15日短短十几天中，蹇平因炼法轮功

就受到 2次酷刑迫害。第一次用她的话讲是被“吊笼子”：把手背到后面去伸直反

铐，再把手从后硬吊到头顶，脚是悬起来的，吊了二十几分钟。第二次是戴了一种

死囚的刑具，把手铐在脚链上，脖子上再铐上铐子，手、脚、头套在一起，人既

不能蹲，又不能站，还要背负几十斤重的链子，链子上再加一把大铁锁和一根铁

棍，这样折磨了 3天 3夜，因蹇平无法吃饭而拒绝进食，3天后解铐。 1999年 11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9/2/15867.html


月 16日，蹇平由看守所送到茅家山重庆女子劳教所三中队。2000年 10月，队长

将蹇平铐了 9天 9夜，白天铐在铁窗上，晚上铐在过道上。 2000年 10月 27日，

蹇平又被打，并被铐 20多天，先是把手腕硬往铁窗上卡，铁杆都陷进肉里，再上

铐，铐一上去手就疼痛难忍，最后痛到全身，1个多小时她就失去知觉，脸色苍

白，嘴唇发紫，两眼紧闭，满头是汗，但双手还死死的吊铐在铁窗上，当时另一位

法轮功学员喻群芳和她铐在一起。晚上睡觉仍是铐在床头铁栏上。第二天，蹇平

就告诉喻群芳看东西较吃力，第三天，蹇平的脚、腿开始疼痛并出现麻木，而且越

来越严重，等到 20多天后解拷时，蹇平已经行走困难、眼睛视物模糊。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2/26/597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27/15439.html

案例 1717171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廖晓英、张惠兰、王爱华、刘新宇、彭昭君、黄恩惠、刘兰

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一中队、二中队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上铐、关黑屋、罚站等、强制受害人从事繁重劳动、完不成还要

加刑、强行灌鼻管

详细情况：重庆市茅家山女子劳教所关押了法轮功学员近 300人，最大的 68岁，

小的 24岁。法轮功学员被强制每月 26天都有繁重劳动。一中队主要打丝带，做扎

染（为日本人做和服和帽子），二中队主要做卫生巾，每天 80斤，完不成还要加

刑。一中队的法轮功学员廖晓英因拒写诽谤大法的材料被延教。狱警用吸毒犯来

监视法轮功学员因此可以减刑。随意处罚学员。法轮功学员张惠兰因与老乡谈了几

句话被管教罚站 3天，现转到三中队。有的学员被罚打丝带，又被长期罚站；有

的学员被罚站，罚站时间从早上 7点到晚上 11点。二中队的王爱华等被强行灌鼻

管；刘新宇长期被关黑屋，带手铐长达 3个月，狱警用袜子和帕子堵他的嘴；刘

兰长期被关小间已达 3月之久。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2/29/6174.html

案例 18181818

受害人：刘天素、李萧、刘兰等十余名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残酷折磨包括：罚站、关黑屋、铐在大院铁门上等。强制做繁重

劳动，完不成还要加刑。强行灌鼻管

详细情况：遭受非法劳教的刘天素、李萧、刘兰等十余名法轮功学员，常遭到狱

警残酷折磨。最常用的是罚站：从早上起床直站到晚上睡觉为止，每天约站 15、
16小时。不能离开原地。最少的站了 7天，多的达半月。狱警将炼功的法轮功学

员分别监禁在小黑牢里，每隔 24小时换出一个人铐在大院铁门上，不能坐，不能

睡，仅给少量食物。狱警将年已 50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天素一只手铐在铁窗上。白

天只能站立，晚上给一只高凳子坐著，天刚亮就立即拿走，每顿饭也仅只 1两米

饭。管教称之为“吹风灯”。就这样，刘天素被铐了 15天。严冬的重庆，寒风呼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2/26/597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27/1543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2/29/6174.html


啸，冷雨连绵，衣衫单薄刘天素多次因饥寒交迫而晕厥。毫无人性的管教将 19岁
的李萧和 40余岁的刘兰双手上铐并举过头顶，反铐在铁床床头。就这样通夜都只

能躺著，不能翻身，更无法坐立，24小时有专人监管，禁止交谈，只给 1两米

饭。这样的折磨持续了整整 1月之久！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0/17/925.html

案例 1919191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姓名待查）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残酷迫害、非法劳教、绑架

详细情况：1999年 11月 25日上午 9点多钟，一位姓名不详的法轮功学员被上横

街派出所骗走，并绑架到重庆市茅家山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劳教 1年。在非法劳教

的 1年中，法轮功学员的一家人都遭到株连下岗和受到严重的身心伤害。在劳教所

里，法轮功学员承受著一天十几小时的繁重劳动摧残和因为坚持炼功而遭到非人

的折磨。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10/14593.html

案例 2020202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陈德贵、肖莉珠、阮英杰、郭锡珍、刘世英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毒打

详细情况：2001年 12月，陈德贵被万华及王春、代永红、吕忠永等警察绑架至重

庆茅家山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 1年受尽折磨；肖莉珠于 2001年 11月被非法抓

捕，判 2年劳教，现被非法关押在茅家山女子劳教所，期间被狱警打了几十棒；阮

英杰于 99年 10月进京上访在石家庄站被捕。送回大足非法刑拘 1月后，取保候

审。2000年 5月 13日再次被捕，后非法判劳教 1年并游街示众，现关押于重庆茅

家山女子劳教所；郭锡珍、刘世英及另外 4位女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劳教，被非

法关押在茅家山女子劳教所迫害。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8/44202.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28/2738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2/23/580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0/8/30/27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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