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

员

1999年 1月 1日-2003年 5月 1日

自 1999年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四川省资中县楠木寺女子劳教

所积极追随参与迫害。几乎每天都有陆续从全省各地秘密送来的法轮功学员，她

们均是由当地公安强制偷偷送往此地的。到目前为止，已有近 2,000名法轮功学员

在楠木寺女子劳教所遭受残酷迫害。楠木寺女子劳教所为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

法轮功的信仰，2000年 7月中旬从北京调来司法部“转化团”成员，对法轮功学员

进行“洗脑”，同时调集所里的“护卫队”（全是男狱警），从各中队分别挑选恶习

深的吸毒、卖淫、抢劫犯组成“民管会”打手，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资中县楠木寺

女子劳教所采取多种惨无人道的手段从肉体和精神上残酷折磨法轮功学员，包括

栽赃陷害、强行“洗脑”灌输谎言、超期关押、给警察当奴工、超强度劳动十多个小

时、滥施酷刑、“老虎凳”、电棒、警棍、狼牙棒、皮带、金竹条、细绳捆绑、钢

笔戳穴位、手脚大字形铐在铁床、捆住双脚在地上拖、铁栅网上摆大字、长时间强

迫站立（达几个月之久）、暴晒、冷冻、毒打、体罚、不准正常上洗手间、关水

牢(见案例 2)、野蛮灌食、用木棒打手脚关节部位、用筷子在阴道里捅、关押哺乳

期受害人(见案例 9)、扒光衣服羞辱,强行灌食插破胃、撬烂口腔和牙齿、不许受害

人与家人见面等。据不完全统计，其高频高强度的酷刑致使至少 1名法轮功学员致

死（见案例 1），多名法轮功学员致精神失常（见案例 6，10），致残（见案例

10）。以下是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分案例。

主要犯罪人员

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所长吴某，王某，教育科科长李志强

九中队：队长曹某，管教胡某，干事兰某

八中队：队长李奇，副队长刘萍，警察康凤，警察尹丹

七中队：队长张小芳，干事潘某，队长秦某，警察王姗

三中队：秦管教

入所集训队：中队警察黄某

护卫队：队长袁金、李军、秦朝霞、警察李均、罗管教、队长尹某

案例 1111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唐发芬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教育科科长李志强，八中队队长李

奇，七中队队长张小芳



基本犯罪事实：酷刑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2003年 3月 3日唐发芬因拒绝暴力“洗脑”及发真相材料而被非法劳教 2
年并送往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并遭受残酷折磨。2003年 4月 10日，楠木寺女子

劳教所酷刑将唐发芬折磨得奄奄一息，为逃避责任将她释放回家，2天后唐发芬被

迫害致死。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7/49210.html

案例 2222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毛坤，王红霞，艾克秀、祝霞、何玉梅、岳永丽，吴厚玉、

李红艳、韩杰、万古芬，谭金会，李安英，何秀珍，杨华莲，朱会群，李芬玉，沈

君，邓泽英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九中队队长曹某、管教胡某、干事兰某、7中队队长张小芳、

干事潘某、队长秦某、王姗

基本犯罪事实：野蛮折磨法轮功学员，重体力劳动、不准正常解便、强行灌毒药

冷水、24小时不准睡觉、长时间面壁罚站、下蹲

详细情况:::: 2001年以来，九中队曹队长、胡管教、杨队长、兰干事，7中队队长张

小芳和其他管教人员潘干事，王管教和张小芳等经常用肮脏下流的语言辱骂法轮功

学员，恶言威胁法轮功学员；强行“洗脑”，毒打，用电棍电，长时间强迫面壁罚

站；长时间不让睡觉，不准上厕所，洗漱，洗澡。2001年，毛坤绝食抗议，被拖

到医院灌食，一个姓卿的护士用大管子狠劲乱插，致使毛坤后来不能进食。就这

样警察还将她一直关在小间里，一天面壁十几个小时，脚手被铐着，时刻有人监

视。九中队警察长期将张凤清关小间并强迫她每天站“军姿”十几个小时，不准上

厕所，还经常打骂。2000年，七中队每天被迫王红霞站军姿面壁十几小时，还经

常将她铐在树上、电棍电，毒打；后来将她转到二中队，每天强迫她干十几个小

时的活，时刻监控。警察经常将艾克秀、祝霞、何玉梅、岳永丽等环在大树上铐

上。 2002年 8月份，楠木寺气温在 39oC以上，张小芳、潘干事、秦队长、王姗等

人派吸毒人员将祝霞、吴厚玉、李红艳、韩杰、万古芬等在建筑渣铺的凹凸不平

的地面上拖，一连好几天，吴厚玉被拖 10多天。那些吸毒人员轮流上，几个人拖

一个，有的拖，有的揪，有的捏，用尽了各种残酷的手段。法轮功学员的衣服、

鞋子、皮肉全部被拖烂。祝霞的右臂部和双膝外侧的肉全部拖烂，衣服都沾在一

起，还被迫每天从早上 6点站到晚上 12点。吴厚玉的背、腿、脚的肉被拖烂，满

身的肉被揪得青一块，黑一块，还每天被迫面壁到次日凌晨 3点。白天警察们强迫

她和祝霞一起在太阳下暴晒，不准她们喝水，上厕所。几个犹大还将何玉梅踩到

地上跪着，用脏毛巾狠劲勒住嘴。何玉梅的下巴和脖子都被勒得发紫，警察还强迫

她在太阳下暴晒，每天不准上厕所，面壁站到晚上 3点。警察们将 60多岁的谭金

会、李安英关在密室里被拳打脚踢，每天面壁罚站到晚上 3点，折磨的站立不稳

后，将她们拖到医院打针灌药。警察们将 60多岁的何秀珍折磨得神智恍惚，不能

站立，拖到医院强行输液。张小芳和“民管会”的 5、6个人将 50多岁的杨华莲打得

全身发紫，满脸浮肿，并将她铐上后用绳子捆在底楼密室，楼上都听到她整晚传

来的一声声惨叫；第二天警察们却诬陷她打警察，那些上班的管教和普教就又去用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7/49210.html


电棍打她、拳打脚踢、恶言辱骂、将她关在密室里罚站、不准喝水、上厕所、每

天站到晚上 3点。2个月后，警察还将杨华莲的头按在厕所里往水桶里淹。警察将

朱会群，李芬玉，沈君，邓泽英，和一些不知名的法轮功学员长期关在密室里，

用绳子捆上拳打脚踢，强迫她们面壁站到次日凌晨 2、3点钟并不准上厕所。11月
份警察还将邓泽英衣服脱下，不让她穿。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15/4839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26/47214.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1/25840.html

案例 3333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彭世琼、罗蒙、高慧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八中队队长李奇、康凤

基本犯罪事实：野蛮报复揭露迫害真相的法轮功学员

详细情况:::: 2003年 1月 25日，八中队残酷地报复对向外界揭露了劳教所迫害法轮

功学员的真相的彭世琼、罗蒙、高慧芳。警察队长李奇和警察康凤指挥几名普教

将彭世琼、罗蒙、高慧芳在寝室里暴打一顿，警察当时将高慧芳打得昏迷，昏迷后

半小时才被抬下来送往医院，身体早已冰凉。而几个普教将彭世琼、罗蒙四脚朝

天地拖下来摔在地上。干警李奇用很宽的封口胶将她们的嘴封上 3层后，将彭世琼

悬铐在进门的大树的树杈上，其脚刚好着地。在李奇的指挥下，普教蜂拥而上拳

打脚踢。警察将罗蒙捆抱在粗大地树上毒打，手铐上还连了一根绳子，绳子另一端

拴在此树的另一个枝桠上，这样罗蒙的手臂、肩、背完全吃紧了。警察们在瑟瑟

寒风中迫害了她们 3人整整 1夜。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11/48070.html

案例 4444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黄怀敏，唐敏，张世清，黄玉芳，张翼，孙凤华，肖红俊，

俞斌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八中队干警尹丹、队长李奇、副队长刘萍

基本犯罪事实：野蛮报复说真话的法轮功学员

详细情况:::: 2003年 2月 14日八中队成立了严管中队，将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在

九、十寝室，强制“洗脑”，否则不准上厕所。黄怀敏、唐敏等被迫将大小便拉在裤

子里，警察还不准她们换衣服。詹敏因一直拒绝念强制“洗脑”的资料而十几天不

准上厕所，还挨打呕血住院，目前已坐立不稳。由于不准上厕所，九、十寝室臭气

熏天，不仅如此，警察们还强迫她们吃更多的饭食，每 2小时被灌 1杯水。为了

折磨法轮功学员，警察还用布条堵住她们的肛门、尿道、及阴道，惨无人道至极。

自 2002年 10月份进八中队起，警察们一直将张世清关进一间一点不见自然光的小

监室，并纵容吸毒人员对她连续施暴。警察尹丹不仅不管还拿来手铐将张世清铐

上。2003年 2月 11日晚，警察李奇又暴打张世清、黄玉芳，张翼让李奇依法执

法，文明执法，不能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奇恼羞成怒，辱骂张翼一顿。2天后，副

队长刘萍将张翼反背铐着，并在背部与反铐的手之间塞进了一床厚厚的棉被，使张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15/4839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26/47214.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1/2584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11/48070.html


翼痛苦不堪，并且 5天 5夜没让她休息。干警从 2002年 12月 10日起，因孙凤华

不放弃信仰，而无理强迫她一直罚站，期间从不让休息。孙凤华向因太疲劳前倒了

下去，眼睛撞成紫黑色，即使这样，警察一直强迫她站了 50多天才让她坐下，但

是仍然没有让她上床休息过。由于长期的站立，她的腰已直不起来。肖红俊 2002
年 7月非法劳教期满，但现在仍被非法超期关押在劳教所；楠木寺女子劳教所非

法超期关押俞斌已达 9个月之久。从 2002年 10月 28日起，8中队警察每天只许

被“严管”法轮功学员休息 6小时，甚至不休息；每月只许洗 1次衣服、1次澡、1
次头，平时任何衣物都不准换洗。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11/48070.html

案例 5555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谭正法，杨华莲、谭信召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7中队张姓警察队长、民管米易、姚远芳、强学华、杨学如、

朱学锋、刘远芳

基本犯罪事实：残酷折磨法轮功学员

详细情况:::: 2001年 7月 25日上午，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警察将谭正法、杨

华莲、谭信召 3人送到资中楠木寺女子监狱的“洗脑班”（五中队）强制“洗脑”。
2002年 7月 5日，谭正法被送进了七中队，遭张姓警察队长野蛮折磨 20多天，其

间他和其他坚定信仰者被强迫一动不动的从早 5点坐到晚 12点，如果动一下，马

上就招致一顿拳脚，晚上睡下连翻身都很吃力。9月 26日，谭正法被强迫进“洗脑

班”，警察就用脚蹲马步、手举呼拉圈来、用木棒击打手脚的各个关节、用狼牙棒

抽打、强迫长期站“军姿”、面对墙壁的等酷刑折磨。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10/48064.html

案例 6666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高燕，于卓，付天陆，向玉梅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楠木寺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至精神失常，致残

详细情况::::楠木寺女子劳教所酷刑折磨高燕至精神失常。警察经常用绳子捆住于卓

双脚在地上拖，并毒打于卓将她关小间。警察还因付天陆拒绝写“转化书”而无理将

她毒打至肾严重损伤。警察还用“老虎凳”，关小间，毒打，不准睡觉等酷刑折磨

同样拒写“转化书”的向玉梅。导致她重伤生命垂危，被送进医院。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10/48064.html

案例 777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樊英、龚书莲、喻彬、陶玉、肖红俊、曹芹凤、彭世琼、罗

蒙、高慧芳、孙凤华（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八、九中队队长李某、李琪、尹丹

基本犯罪事实：暴晒、铐吊、报复性体罚揭露水牢迫害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指使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11/480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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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犯毒打法轮功学员

详细情况::::自 2002年 7月 6日，八、九中队队长李某、李琪、尹丹每天将十几位

法轮功学员暴晒，致使法轮功学员皮肤被晒得起泡、脱皮、起黑斑。夜晚让蚊虫叮

咬。管教指使普教揪住肖红俊等法轮功学员的头发一阵乱打，折磨至深夜。警察

还指使和纵容犯人毒打樊英、龚书莲、喻彬、陶玉琴等法轮功学员，并将她们在地

上拖，以至衣服、鞋袜全被拖烂。警察们电击樊英、曹芹凤的嘴和手，还用污秽

的毛巾堵嘴、胶布封嘴。所有那里的法轮功学员都曾被铐在树上。2003年 1月 25
日，2名从澳大利亚来的调查人员由队长李某带着来调查水牢一事，一位调查人员

奇怪的问：“为什么她们都站着？”李某立刻撒谎说：“她们坐累了，自己愿意站

的。”彭世琼听见马上澄清说：“是他们逼我们站的。”话音刚落，犯人立即捂住她

的嘴将她按倒在床上。晚上过了 9点，狱警疯狂报复，在寒风刺骨的夜晚，把彭世

琼和罗蒙连拖带打地拉到院子外铐在树上，用胶布封住嘴。高慧芳因护着罗蒙也

被体罚。警察将 3名法轮功学员一起罚站了 1周，13天不准上床睡觉。警察 40多
天不准孙凤华（音）上床睡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21/46889.html

案例 8888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 2中队、3中队管教、7中队护卫队狱警、3中队秦管教

基本犯罪事实::::酷日下罚站、罚坐军姿,毒打、电击，打得大小便失禁、遍体鳞伤、

限时上厕所、指使和纵容吸毒犯殴打受害人

详细情况:::: 2000年初，2中队警察指使和纵容吸毒犯组成“民管会”殴打法轮功学

员，冬天冷水淋身，抓着头发拖行 10多米，铐在大树上几个小时，打脸。护卫队

狱警对法轮功学员拳打脚踢，电击，打得大小便失禁，遍体鳞伤。2000年 6月，7
中队警察，在酷日下罚法轮功学员站“军姿”，在 40多度的高温下罚坐“军姿”17、
18小时，动就打。以致屁股上坐满了脓胞疮，10多天不准洗脸和脚，通宵罚站。

限时间上厕所。2001年 9月 11日 3中队管教指使 2个吸毒犯毒打四川法轮功学员

并罚站“军姿”。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15/46518.html

案例 9999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余胜翠、尹华凤、吴玉萍、毛君华、王红霞、游金芳、李凤

琪、陶菊花、郑友梅、陈祥芝、朱丽、张亚群、李光清、张世清、李时贵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七中队队长张小芳、护卫队队长袁金、护卫队狱警、狱警李

均、五中队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指使和纵容“民管会”殴打法轮功学员致昏死，扒光衣服进行羞辱，

毒打致残、电击致满脸是血

详细情况:::: 2000年 6月，七中队队长张小芳指使和纵容由吸毒犯组成的“民管会”殴
打余胜翠、尹华凤、吴玉萍、毛君华、王红霞、游金芳、李凤琪等。“民管会”普教

将法轮功学员打得遍体鳞伤。其中余胜翠被打得昏死，臀部、大腿被拖得血肉模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21/468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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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粘连着裤子脱不掉；尹华凤被扒去衣裤一丝不挂地在镜子前罚站 2夜。四中队

的警察把陶菊花、郑友梅等十几名法轮功学员关进水牢；五中队的狱警对陈祥

芝、朱丽等十几名法轮功学员进行拳打脚踢，并用绳子捆绑、电棍电击，不许睡

觉。吸毒犯李晓玲将李凤琪臀部、大腿打得皮开肉绽。吸毒犯用铁棒将张世清打

得昏死，浑身变成了紫灰色。普教尤平将王红霞右眼打伤。2001年 3月 7日，护

卫队队长袁金把王红霞踢瘸，打到吐血。2001年期间，护卫队队长袁金抓住陶菊

花头往墙上撞，直到吐血。警察队长张小芳用电警棍将张亚群电得满脸是血。一群

护卫队男狱警因李光清炼功而将其毒打至昏死。狱警李均仅仅因为王红霞、李时

贵上厕而用电警棍电击她们。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12/40837.html

案例 10101010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杨启会、高燕、吴仕淬、62岁的张姓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五中队（又称入所队）干警、七中队队长张小芳、八中队干警

基本犯罪事实：扒光衣服进行侮辱、手脚大字形铐在铁床上、强行灌食撬烂口腔

和牙齿、把多名受害人折磨至精神失常、打至休克昏迷、冷冻、暴晒、罚 24小时

站立不准睡觉

详细情况::::五中队（又称入所队）狱警指使吸毒犯在光天化日下强行扒光女法轮功

学员的衣服，进行羞辱式搜查。不配合的便被抓住头发、捂嘴、拳打脚踢、强行撕

破衣服。警察将杨启会嘴中系上布条、贴上胶布吊在窗上拳打脚踢，然后狱警将

其手脚大字形铐在铁床上数日，数九寒天，赤脚单衣，还不准下床大小便；还多次

对杨启会强行灌食，撬烂了她的口腔和牙齿以至神智昏迷，只剩微微一口气。警

察将高燕折磨至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八中队狱警指使 7、8个吸毒犯殴打吴

仕淬至休克，苏醒后又被 6人拖至厕所，用洗厕所的脏布塞住嘴再次打至休克、

昏迷。八中队警察还在众目睽睽之下扒光法轮功学员的衣服进行羞辱迫害。仅八中

队就逼疯法轮功学员 3人。九中队干警将 62岁的张姓发轮功学员关小号达 1年半

之久。警察张晓芳经常把法轮功学员铐在坝子的大树上挨冻、暴晒或罚 24小时站

立、不准睡觉，法轮功学员被折磨得连续昏倒几次也不准人管，不准休息。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0/28/38787.html

案例 11111111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周慧敏，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狱医，楠木寺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强行灌食插破胃、以至鲜血直冒、生命垂危

详细情况:::: 2001年约 11月期间，在劳教所周慧敏绝食抗议对她的非法劳教，要求

无罪释放。狱医对她强行灌食，胃被管子插破了，鲜血直冒，输液针头插不进血

管，生命垂危。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0/2/374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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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2121212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缪素芳、林莉莎、吴厚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入所队（五中队）、七中队、五中队干事周俊辉、七中队干事

黄 xx
基本犯罪事实::::罚受害人每天站十七到二十个小时，“坐军姿”，电击，对受害人强

行“洗脑”
详细情况:::: 2001年 2月入所队（五中队）管教指使普教体罚缪素芳，强迫她每天站

17到 20个小时。期间不准动，不准说话，罚做“飞起”（双手高举伸直，贴墙面

壁），她被折磨至双脚肿得穿不进鞋子，一直肿到膝盖以上。8月份七中队管教把

缪素芳关到楼上严管，罚“坐军姿”，不准随便动，不准讲话，5个月之久不准下楼

活动。五中队“包夹”人员强迫林莉莎做“飞起”，从早至深夜，不准洗漱、说话，罚

蹲马步，双腿被折磨得又红又肿，皮下毛细血管肿胀坏死，变成紫色。2001年 6
月，九中队警察因林莉莎抵制听攻击、污蔑法轮功的文章将她铐在洗澡间，狱警还

唆使“包夹”上去踩她的腿和脚，几个人坐在她盘着的腿上使劲压，将林莉莎折磨

得惨叫不止。自 2001年 3月初，五中队狱警周俊辉强迫吴厚玉长时间站立 1个多

月，致使她双腿肿得又粗又硬，双脚象馒头；2001年 8月份警察又将她转到了七

中队强迫曝晒；干事黄 xx拿电警棍对她又电又打以至林莉莎当场晕倒。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24/35506.html

案例 13131313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陶菊花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七中队的队长张小芳、护卫队男狱警、八中队的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强制性进行重体力劳动、电击、毒打、大热天用厚棉被捂住受害人

直到失去知觉

详细情况::::楠木寺女子劳教所强迫陶菊花等法轮功学员进行重体力劳动和曝晒，几

十天都不准洗澡。七中干警队长张小芳疯狂地电击多名法轮功学员。张小芳还找来

护卫队的一名男狱警将陶菊花单独关进办公室毒打，人快不行了才罢休，后八中

队的狱警还将陶菊花被关进小间双手铐在铁门上，双脚尖着地，整整铐了 3天。大

热天狱警用一床厚厚的棉被捂得她喘不过气，直到失去知觉，导致她的手指在此

后的几个月都是麻木的。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7/34388.html

案例 14141414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哺乳期的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入所集训队中队姓黄狱警、七中队的狱警、队长张小芳

基本犯罪事实：关押哺乳期受害人、体罚、冷冻折磨、电击、长时间禁闭

详细情况：黄姓狱警强迫 50岁以上的法轮功学员面墙站着叫“巴起”，50以下的面

墙双手伸直举过头顶叫“飞起”。一天举 16、17小时，指使看守的刑事犯对受害人

拳打脚踢。期间不让睡觉、不准洗脸、洗脚，不准出屋，不准喝水，禁止说话。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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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狱警还用打嘴、电击，在寒冷的冰霜冷冻等酷刑折磨哺乳期的法轮功学员很多

天。七中队还非法关押一部份法轮功学员在屋里半年多，大小便都是在水桶里。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28/29230.html

案例 15151515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张志清、王洪霞、李冯琪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护卫队”、七中队

基本犯罪事实::::体罚、暴晒、电击、毒打致昏死过去、强行灌食、扒光衣服羞辱；

超期关押、不许受害人与临死的父亲见最后一面

详细情况：几个警察和犯人围着 5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用警棍打、电击，长时间体

罚、暴晒，每天只准她睡 4、5个小时甚至更少。管教叫刑事犯用钢条打快 60岁
的张志清直至张志清昏死过去，屁股被打得没有一块好肉。警察纵容 4个犯人用 4
根带节疤的竹子合在一起来轮流殴打另一位女法轮功学员，身上、手上都被打

烂，血流不止而引致发烧；许多法轮功学员为此绝食抗议而被强行灌食；犯人在警

察的纵容下强行脱去一位女法轮功学员的衣服让她站在镜子前，羞辱一整晚。几

个管教和犯人野蛮殴打王洪霞。在七中队非法劳教李冯琪 1年半期满，父亲临死管

教也不让她见最后一面，以此强迫“转化”。李冯琪不愿放弃修炼被无理延期 4、5
个月才放回家，父亲早已去世了。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19/28722.html

案例 16161616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五、七、八、九队干警

基本犯罪事实：指使普教随意打骂、体罚法轮功学员，电击、毒打、强行“洗脑”灌
输谎言

详细情况::::五队狱警指使普教不分昼夜地监视法轮功学员，白天不准上厕所；从早

上 6点半到晚上 10点半体罚扒壁（脚抵着墙，站的笔直，手高举在墙上，不准

动）；不给水喝，随意打骂受害人。七中队强行“洗脑”灌输谎言，几乎每天强迫听

诽谤性的录音和文章。四川电视台多次来炮制假录像，法轮功学员不配合，管教

就用电棒、手铐、关小间、用毛巾堵嘴、扯头发、打耳光、乱踢乱打、不给水喝、

不让上厕所、晒太阳、罚淋雨、罚站“军姿”等折磨，从早晨 6点半到晚上 12点，

有时到凌晨 2、3点。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20/28799.html#chinanews0420-10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16/28581.html

案例 1717171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6中队管教、7中队管教

基本犯罪事实::::超强度劳动、电打、毒打、抽耳光、扒光衣服羞辱、铁栅网上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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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噪音折磨，强制灌输“洗脑”
详细情况:::: 2000年 4月，6中队管教强制法轮功学员做奴工，每天超强度劳动十几

个小时，并用电击、抽耳光等酷刑折磨。2000年 6月，7中队管教和普教往法轮功

学员嘴里塞臭袜子，电击和用竹帚头狠命抽打法轮功学员致全身乌黑色、毛孔里

渗出血珠糊成一片、后脑勺被碰撞一个洞，鲜血直流。警察还强迫法轮功学员从早

到晚戴手铐、脚镣，小间铁栅网上摆大字。管教用带硬刺的荆棍将法轮功学员打

得全身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用狼牙棒将一些法轮功学员打得多次昏迷，全身浮

肿，屁股成了肉浆，长时间流血水，连内裤也不能穿，垫很厚的卫生纸都湿透

了。还有的法轮功学员的脸被普教用瓶子甩过去打得血糊满脸。警察将法轮功学员

折磨的个个遍体鳞伤，还扒光衣服羞辱；强制灌输诽谤大法的录像、录音和文

章；将 30、40名法轮功学员酷暑天关在 10多平方米的小屋内，制造震耳欲聋的噪

音折磨。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5/27906.html

案例 18181818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张仕清、咏 XX、罗小玉、张凤清、毛坤、汪世英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所长王某、科长李自强、队长李某、张小芳、队长李军、队长

秦朝霞、警察黄某、“护卫队”（全是男子）

基本犯罪事实::::脱光衣服羞辱挨冻、曝晒、毒打、铐吊致全身发黑、下蹲等酷刑折

磨受害人，毒打致当场昏死过去

详细情况：2000年 6月，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调来所里的“护卫队”（全是男子）和

17名吸毒犯做打手，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一吸毒犯找来修房用的钢条将张仕

清打得皮开肉绽，整个臀部变成黑紫色（很多学员都是如此），当场昏死过去。警

察李队长抓住张仕清头发猛然向后转动，脖子险些被扭断，随后干警秦朝霞（队

长）双手反背手铐卡死，只让其脚尖触地吊在铁网门上致手脸变成乌黑色；警察脱

光咏 XX衣服羞辱、冻了 1夜；将毛 XX五花大绑捆在床上，口中塞满臭袜子，长

达几十小时；将川北一法轮功学员毒打后捆在树上，打成严重内伤导致休克；无理

强迫多名法轮功学员站 7、8天致腿脚水肿。警察还强迫学员做“下蹲”从 100至高

达 1,300个，成都的毛坤被迫做到 1,000个，广安的汪世英被迫做到 1,300个，成

都学员罗小玉被迫要做 400个做不了，警察便抓住她头发象抛水泥袋一样把她抛

进刚下过雨的花台数次。警察残忍地强迫 50多岁的张凤清在外站立半年之久（每

天 17小时），有时捆住手脚曝晒或雨淋。警察黄 XX把姓何的法轮功学员铐在树

上致全身发黑，不得不叫医院来人抢救，后此学员不知去向。30多名法轮功学员

被警察罚曝晒，罚坐“军姿”臀部全坐烂。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4/25984.html

案例 19191919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五中队警察、罗管教

基本犯罪事实：用高压电棒、警棍、铐子、绳子、打得受害人皮开肉绽、头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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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大小便失禁、以致昏死过去，将女法轮功学员衣服全扒光羞辱、暴晒、体罚

详细情况::::楠木寺女子劳教所五中队警察用高压电棒、警棍、铐子、绳子、拳脚交

加打得法轮功学员皮开肉绽。大小便失禁，昏死过去。警察在众目之下将女学员衣

服全扒光；五中队的罗姓管教常常用电棒电击打骂法轮功学员，在烈日下暴晒，

每天早上 7点至晚上 12点强迫法轮功学员在露天下坐“军姿”，很多人的皮肤长了

疥疮，奇痒难忍，只要动一下马上就遭拳打脚踢，打得头破血流，伤痕累累；还

强迫法轮功学员长时间站立、下蹲并指使犯人毒打法轮功学员，有的法轮功学员被

折磨得昏死过去。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25/20359.html

案例 20202020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张文红、张乃清、张仕清、高艳、樊英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所长吴某、科长李自强、五中队队长张小芳、“护卫队”
基本犯罪事实：带脚镣、手铐、吊、电棍电、毒打、关进浸水的小号、冷冻、暴

晒、用竹条子打下身、侮辱性戴牌

详细情况::::楠木寺女子劳教所残酷折磨张文红、张乃清、张仕清、高艳、樊英等每

天达 18个小时。酷刑包括毒打、带脚镣、手铐、吊在树上用冷水泼、电棍电、关

进浸水的小号、每天从 6点至晚上 12点面壁站（双手高举过头顶），举不好就带

手铐吊起来或带脚镣。冬天只穿内衣内裤铐在树上挨冻，夏天在烈日下暴晒。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6/17568.html

案例 21212121

受害人： 周姓、李姓、苏姓等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护卫队”杨队长

基本犯罪事实：电击、荆条抽打、在地上拖，臭鞋、带血的卫生巾往嘴里塞、把

受害人丢进粪坑、体罚、强行“洗脑”灌输谎言

详细情况:::: 2000年，楠木寺女子劳教所 5中队警察经常用拳打脚踢、警棍电、荆条

抽、”坐军姿”、在地上拖、甚至臭鞋、带血的卫生巾往嘴里塞等酷刑折磨法轮功

学员；同时还强迫他们大量喝水，但却不准上厕所，8、9天不许洗澡。警察指使

吸毒犯将中队的姓周的法轮功学员丢进粪坑，又叫人端来装着污物的便盆往她身

上倒。警察指使“民管会”的犯人把姓李的法轮功学员的衣裤扒了，按在桌子上被

4、5个人用荆条轮流抽打，还不准哭、喊、叫，被打得血肉模糊。警察抓住姓苏

的法轮功学员头发拖行后铐在树上十几个小时。7中队张队长用电棍电击抽打学

员，一人就打断了几根电棍。护卫队对法轮功学员强行“洗脑”，灌输谎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2/26/5984.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25/2035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6/1756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2/26/59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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