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迫害法轮功学

员的基本事实

1999年 7月 20日―2003年 6月 2日

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概述

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位于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子镇镇北街，邮

编:110145，电话：024-89210135。院长是孙凤武，张超英，女二所所长苏境。自

1999年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紧紧追

随参与迫害。在 1999年 10月末成立了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女二所，专门负责关押

和迫害法轮功女学员。拒绝“洗脑”的法轮功女学员大部份都与普通劳教人员一同被

关押在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六大队男监舍旁边的女一所，从事着超强的体力劳动，

不允许与外界有任何接触。而接受了“洗脑”的人集中在女二所，对外开放，欺骗来

参观采访的国内外媒体，欺骗全世界的善良人民。马三家劳动教养院长期用奴役

般的苦工折磨法轮功学员。女一所对不放弃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强制劳动时间

至少定为 18至 20个小时，有的甚至高达 36个小时，专做假冒 Adidas的运动

服。女二所长期从事手工劳动，平均每天劳动时间为 14个小时，生产制作用于复

活节的工艺品（其原材料全部带有毒性）和其它工艺品，包括绢花、羽毛圣诞

树、塑料花环等，由大连港发往世界各地、主要是欧洲国家（狱警之所以强迫法轮

功学员超强度劳动的原因之一是产品收入与狱警个人奖金挂钩）。到 2003年 3月
止，被非法关押在女二所法轮功学员共有 1,350多人。

2000年 10月，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强行将 18名女法轮功学员剥光衣服投入男罪犯

牢房的恶性事件在国际曝光。由此，马三家劳动教养院残忍恶毒的手段闻名于世。

后来马三家劳动教养院邀请国外记者来马三家采访时，为了造成马三家没有男劳

教犯人的假象，加上马三家教养院男六队发生了多起打伤打残男法轮功学员的案

例，为逃脱世人谴责，马三家教养院干脆将男六队解散了，大部份人被转移到张

士教养院或学员户口所在地的教养院(见案例 13)。

2001年 4月，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女一所的全体法轮功学员起诉马三

家劳动教养院和江泽民。狱警们把起诉书全都撕毁，还以送进沈阳大北监狱为威

胁，恐吓说再起诉江泽民就打死他们，强制阻止、剥夺法轮功学员申诉、控告的

权利。对不肯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马三家教养院诬陷他们得了精神病，强行注

射和灌食破坏神经系统的药物(见案例 3，4，44，48，55，60)，强制看荒唐的谎

话连篇的“洗脑”录像、听录音、读材料、诱骗和逼迫去亵渎、诽谤、诬陷法轮功

创始人和玷污自己的灵魂。更恶毒的甚至把法轮功创始人的像摆放在地上，强迫法

轮功学员坐在上面以致有的法轮功学员被逼成精神病。除了精神上的摧残外，还进

行肉体上的折磨：逼迫法轮功学员坐在便池上，关小号(禁闭室)，长时间罚蹲，双



手铐上悬空吊起，不准睡觉，“喷气式”、“骑摩托车”钢针扎(两寸长)，往身上泼冷

水后用数根电棍同时电、电棍插嘴里电，把学员的腿强行盘上用绳子绑起来长时间

不放,折磨致法轮功学员昏死过去;把法轮功学员的后背打烂致生蛆,把法轮功学员

头颅骨撞裂,眼睛打瞎(见案例 14)。狱警扬言 “不‘转化’就把你整死在马三家”。狱

警们为掩饰其犯罪行为，采取单独、隔离的方法残酷折磨法轮功学员。在马三家劳

动教养院所有一切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都在掩人耳目的、黑暗的角落里进行

着。残酷的迫害致使至少 3名法轮功学员致死(见案例 1，2，3)，至少 7名法轮功

学员精神失常(见案例 8，9，10，11，12，28)。至少 4名法轮功学员致残(见案例

7，13，19，27)，至少 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成了植物人(见案例 6，7)。对以绝食

等方式争取申诉权和抵制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教养院采取强行每天频繁地迫害性

灌食、输液等方式摧残。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对被强制“洗脑”后解教的人员要求每月

写一次“思想汇报”，寄回马三家。超过 2月不写者，由当地派出所或公安部门再

次送回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继续“洗脑”，以达到对其实行精神控制的目的。马三家劳

动教养院成功“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经验，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评价。至今，该

院已先后接待多批外省(市)组团来院考察，多次在全国性会议上介绍经验，并被中

共中央组织部等中央国家 7部、委、办授予全国同法轮功斗争先进集体称号；被

国家司法部荣记集体一等功。女二所所长苏境因为配合江氏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

功得力而被司法部奖励 5万元，还被评为所谓“一级英雄”。副所长邵丽获奖 3万
元，大队长王乃民和各分队长紧随效仿，逼迫法轮功学员给她们写表扬信、送锦

旗、送牌匾。企图以虚假的表扬信和锦旗蒙蔽前来参观的人，以为马三家教养院真

是“春风般温暖”。马三家教养院全体狱警被江氏集团评为“集体二级英模”，每个

队长都分别发了奖金，按折磨人轻重，“转化”率高、低分钱。

马三家劳动教养院主要犯罪警察：

张超英 院长 马三家劳动教养院

孙凤武 院长 马三家劳动教养院

苏境 所长 女二所

王乃民 副所长 女二所

袁传军 政法委书记

张秀荣 队长 女二所二大队

王秀娟 队长 女二大队

王某 队长 女二所一大队

王晓峰 队长 女二所二大队三分队

黄海燕 队长 女二所分队

杨某 队长 女二所二大队一分队

陆耀琴 队长 女二所二大队二分队

戴红伟 狱警 女二所四分队



部分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遗像：

案例 1111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白淑贞(被迫害致死)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劳动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逼迫法轮功学员跪 10寸板条、砖头，高压电棍电，太阳曝晒，酷

刑迫害致法轮功学员死亡

详细情况：瓦房店市拘留所多次拘留法轮功学员白淑贞，极尽折磨。白淑贞第二

次被非法抓捕，被送到马三家劳教所遭受到残酷迫害，跪 10寸板条、砖头，高压

电棍电，被太阳曝晒。于 2003年 4月份被迫害致死。

邵丽 队长 女二所二大队

路跃芹 队长 女二所二大队二分队

戴玉红 队长 女二所二大队四分队

周谦(迁) 队长 女二所一分队

邱萍 队长 女二所三大队二分队

张秀云 队长 女二所三大队四分队

姓于的 队长 女二所

周勤 所长 女一所

王艳平 大队长 女一所

赵国荣 队长 女一所二大队

张君 大队长 女一所二大队

张燕(艳) 狱警 女一所

任红赞 队长 女一所

张卓慧 队长

邵 XX 队长 女一所

黄某某 队长 女一所

李某 指导员 女一所

邓某 大队长 女一所

董宾 狱警

顾金义 狱警

董淑霞 队长 三分队

王正丽 队长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5/31/51341.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6/3/36475.html

案例 2222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张桂芝(被迫害致死)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孙凤武(马三家劳动教养院院长)、张超英(院长)、苏境(二所所

长)、王乃民(二所副所长)、杨某(二所二大队一分队队长)
基本犯罪事实：虐杀法轮功学员，遗体身上有伤，口鼻有血迹，并且身上有紫斑

（局部皮肤成紫黑色）

详细情况：2001年 10月，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劫持张桂芝，把张桂芝关押在女二所

二大队一分队。2003年 4月 12日，张桂芝家属接到马三家劳教所、当地派出所、

村委会的联合通知，说张桂芝“病重被抢救”。当家人赶到马三家时，张桂芝的遗体

早已被停在马三家医院的太平房中。遗体身上有伤，鼻有血迹，并且身上有紫斑

（局部皮肤成紫黑色）。在张桂芝的家人和劳教所的交涉中，劳教所的负责人一直

没露面，下属队长不准张桂芝的家人给死者照相，狱警说是张桂芝“洗澡时摔的，

造成的心梗导致死亡”。据了解张桂芝去世的那天不是洗澡的日子，况且心梗也不

会口鼻出血，显然张桂芝是被暴力酷刑折磨致死。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4/26/4912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29/35024.html

案例 3333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邹桂荣（被迫害致死）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张超英(马三家劳动教养院院长)，张秀云(四分队队长)，宋雅

贤，王 xx(一大队的队长)，王春 英

基本犯罪事实：毒打、“喷气式”、“骑摩托车”等酷刑折磨、强行注射破坏神经系统

的药物，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自 2000年邹桂荣被非法关押在教养院二分队后，受尽刑酷折磨，如：

逼做“喷气式”、“骑摩托车”、蹲马步桩长达 5天 5夜，被电棍电、钢针砸等。身

体被打得青紫，大腿肿得不能上床。一大队队长王 XX还指使宋雅贤给邹桂荣强行

注射破坏神经系统的药物，这种药物注射到人身上 5分钟不到人就不能动了，表

情呆滞。2001年 1月 17日，马三家教养院召开大会。参加的有辽宁省司法厅厅长

于凤升、辽宁省妇联、教养院院长张超英，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辽宁电视台来

录像。普教王春英在台上给马三家教养院作假证说马三家教养院从来不打人，邹桂

荣站起来揭穿谎言，随即被冲上来的 4、5个男管教毒打一顿,并拿出刀片，想让

她自杀。散会后，还把她的上衣脱光，强迫到各室示众。邹桂荣调到四分队后被队

长张秀云毒打，马三家教养院宣布对她加期并调到沈新教养院，邹桂荣绝食抗议

迫害，在大北监狱地下监管医院被狱警们把手脚铐在床上，用又硬又粗的胃管强行

灌食致吐血，奄奄一息，教养院怕负责任才放她回家。后狱警又把她抓进抚顺吴

家堡教养院，邹桂荣绝食抗议迫害到 40天左右已瘦成皮包骨，狱警还穿着皮鞋往

她身上踩，后怕她死在教养院才放回家，邹桂荣最终被狱警迫害致死。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5/31/51341.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6/3/36475.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4/26/4912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29/35024.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27/4725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15/46505.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9/27/3716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4/1182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27/33843.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4444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崔亚宁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狱警周谦，女二所，女一所

基本犯罪事实：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毒打、电击、关小号、强行

灌食和注射药物，强迫罚蹲、罚 “燕儿飞”，强制“洗脑”
详细情况：自 1999年 10月 30日，马三家女二所非法关押崔亚宁，体罚、毒打、

电击、强行灌食，强迫罚蹲、罚 “燕儿飞”，强制“洗脑”，崔亚宁绝食绝水抵制迫

害。后被调到女一所，狱警为强迫崔亚宁参加超负荷奴役劳动，指使一群犯人把崔

亚宁打得浑身是伤，胸骨被踹得喀喳一声，几乎昏了过去，后她被强行抬到生产

车间受奴役，每天被逼长时间劳作。2000年 6月的一天，狱警周谦对法轮功学员

进行暴力“洗脑”及打耳光、强迫长时间罚蹲、电棍电击致法轮功学员的后背。

2001年 10月 14被放回家。2002年 1月 30日崔亚宁再次被秘密绑架到马三家集中

营（没通知家属，没任何手续），警察说要关 3年。崔亚宁绝食抵制迫害被强行

灌食、强行注射药物、关小号，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浑身浮肿。几次家属去马三家

看望她狱警都不允许见。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30/47401.html

案例 5555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谷长琴、戴丽国、崔雅宁、罗丽、屈姣、刘艳秋、周艳春、

江新、王慧艳、杨虹、李鸿舒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苏境(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女二所所长)，一大队队长，张君(三
大队指导员)
基本犯罪事实：强迫参加超强体力劳动长达 16小时以上，毒打法轮功学员致吐

血，残酷折磨法轮功学员致结甲炎，占位性病变（即癌症）

详细情况：自 1999年 10月 30日，女二所一大队非法关押谷长琴，二所所长苏境

和女警察把着门，男警察对法轮功学员拽头发撕衣服拳脚相加，电棍电击。教养

院队长和大队长利用普教 24小时严密监控法轮功学员，指使 “四防”人员、普教毒

打法轮功学员，他们专往法轮功学员胸、脖子、嘴、头上、腰部狠打致谷长琴吐

血。1999年 12月谷长琴被调到女一所二大队，被迫参加超强体力劳动长达 16小
时以上。残酷折磨致谷长琴说话发不出音，呼吸困难，颈部活动受限，腮侧、脸都

肿了。在医院诊断为结甲炎,谷长琴进食长期处于维持生命的状态下，三大队指导

员张君还打她，队长们还使指 6、7个普教日夜轮番围攻她，强行灌食，令谷长琴

又增添了头痛、腰痛、腹痛等症状，而且吃了就吐，经医院 B超检查诊断为占位

性病变（即癌症）。2003年 1月谷长琴被关押到沈阳大北监狱直到现在。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27/4725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15/46505.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9/27/3716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4/1182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27/3384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30/47401.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18/4667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12/34412.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6666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王玉兰、邵景荣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劳动教养院二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长时间罚蹲致法轮功学员昏迷在暖气管上被严重烫伤致化脓、双

腿浮肿不能行走、不能坐立，关小号酷刑折磨，把一些法轮功学员逼疯

详细情况：狱警为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真善忍”，采取各种手段对法轮功学员

进行残酷的折磨。王玉兰被罚蹲了 9天 9夜，不准动一点、不准上厕所，连困带乏

蹲不住时，狱警就指使犯人把她铐在暖气管上，让她站不起来又蹲不下，王玉兰在

昏迷中手在暖气管上被严重烫伤致化脓。邵景荣被罚蹲了 7、8天，双腿浮肿，不

能行走，狱警在这时还逼她写背叛信仰的所谓“三书”，邵景荣不从，被狱警拖进小

号酷刑折磨了 10多天。连续 20多天的残酷折磨使她骨瘦如柴，不能坐立，最后狱

警把她拖到三角屋的水泥地上，并用专人看管，不叫别人看见。还有在马三家高压

下被逼疯的学员，可随时听到她们的惨叫声。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5/4/49637.html

案例 7777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苏菊珍、罗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王艳平（大队长），张秀荣

基本犯罪事实：长期不允许法轮功学员与亲人相见，酷刑折磨致法轮功学员成植

物人

详细情况：马三家教养院狱警长期不允许法轮功学员与亲人相见。罗莉的母亲为

见女儿一面，从辽阳赶到沈阳却被拒之门外，悲痛过度致老人休克在马三家大门

旁的接见室里，醒来后绝望而归。苏菊珍那近 80岁的老父亲只身一人来到马三家

看望女儿被教养院拒之门外，老人突感到天旋地转，踉跄几步，倒在了地上。头

撞在了石头上，鲜血滴在地上。大队长王艳平为强迫苏菊珍放弃信仰“真善忍”，把

她的衣服脱光，电得苏菊珍的全身、脸上、嘴上全是大水泡，肿得青一块紫一块

的。狱警张秀荣用手铐将苏菊珍的双手背铐起来吊在铁床上，双脚离地，头朝下。

马三家劳动教养院最终把苏菊珍迫害成植物人，苏菊珍被带回家时已是伤痕累

累，目光呆滞，不会说话，没有记忆，不能走路、吃饭、大小便都要别人照料，连

老父亲都已经不会认了。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4/29/49357.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2/48758.html

案例 8888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杨春芳、李红、王东、霍丽君、李亚轩、李丽莉、夏玉兰、

王雅玲、任丽娜、赵丹殃、孙小美、高艳秋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18/4667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12/34412.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5/4/49637.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4/29/49357.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2/48758.html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苏境（所长）、邵丽（二分队）、戴红伟（四分队）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多次摔伤、毒打致法轮功学员残废、不能独立行走、

腰断，电棍电击致高艳秋成植物人

详细情况：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给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实行“戴蓝牌”（严管），一般

不准参加集体活动，有“包夹”，无论关押多长时间，都没有任何权利和自由。每

当有参观或新闻媒体采访时，就事先用车把“戴蓝牌”法轮功学员拉走，隐藏起来，

欺骗世人。限制佩“蓝牌”的法轮功学员在一平方米的范围活动，层层看管，严格

封锁，不得和任何人接触。在狱警的授意下，普教把法轮功学员提起 1米多高再往

地下摔，多次摔伤。被非法关押在二分队的杨春芳被 8个犹大打残致不能独立行

走；李红、王东、霍丽君被过电棍；李亚轩被狱警邵丽绑架到一楼打昏后再泼凉

水；李丽莉多次被过电棍，腰被打断。 2000年 3月期间，被非法关押在四分队的

高艳秋，多次被狱警戴红伟等人过电棍，迫害成植物人。遭受迫害的同时还有一位

姓名不详的法轮功学员。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9/28159.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4/16/21028.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9999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姜燕、姜虎林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狱警，本溪市拘留所，大北监狱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强行“洗脑”、精神刺激、熬夜、体罚等摧残折磨致使法

轮功学员精神失常

详细情况：2001年姜燕被绑架进马三家教养院，在马三家狱警强行“洗脑”、精神

刺激、熬夜、体罚等摧残折磨下，致使姜燕精神崩溃，言语和行为失常，最终被

迫害成精神失常。2001年夏保外就医。姜燕曾数次被非法劳教，被劫持在本溪市

拘留所里。其父姜虎林因修炼法轮功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大北监狱。姜燕自 1994
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到迫害开始之前长达 6、7年之久，身体健康，精神无一丝异

常。
http://www.minghui-b.org/mh/articles/2003/2/9/44246p.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2/22/32415.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10101010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李景华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张燕（女一所），女一所，女二所，一大队二分队

基本犯罪事实::::强迫法轮功学员长时间超负荷奴役劳动，强制“洗脑”，酷刑折磨法

轮功学员致精神失常

详细情况：1999年 10月 30日，李景华被非法关押在女二所；2000年 1月，被转

到女一所强迫参加长时间超负荷奴役劳动。2000年 7月 6日，李景华被劫持到女

一所“洗脑”队，强制“洗脑”20多天，每天被普教洗脑到深夜。狱警张燕还把她关

进小号，时值酷暑，小号内闷热难当，除忍受着蚊虫的叮咬外，吃饭、大小便都

在小号内。法轮功学员被连续罚蹶了 72小时不让睡觉，还遭普教的打骂。狱警还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9/28159.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4/16/21028.html
http://www.minghui-b.org/mh/articles/2003/2/9/44246p.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2/22/32415.html


用高压电棍电她手心、脚心、前胸、脖子，皮肤被电得片片焦糊，就在李景华被

迫害得神志不清的情况下，狱警张燕强迫她写了“保证”，李景华从小号出来之后有

了点休息的时间，神志马上清醒过来，找到狱警张燕声明“保证”作废，张燕当场

就打了她，命令犯人把她又关进了小号，对她施用酷刑“燕飞”，2个多小时后她昏

了过去，苏醒过来又被关进了小号，后又被体罚“飞”了 4天 4夜，李景华一直不

妥协。狱警把她转到一大队二分队强迫参加超体力奴役劳动，那时她被非法劳教 1
年已经期满，由于不放弃信仰被无限期关押，后把她迫害致精神失常。2001年 5
月李景华被家属接回家，至今也没有恢复正常。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5/42218.html (照片)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14/30861.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11111111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姜伟、王岩、王海萍、范晶华、张静、王红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王乃民（大队长），苏境（所长）

基本犯罪事实::::掩饰迫害，强制法轮功学员做苦役，榨取法轮功学员的钱财

详细情况::::为进一步迫害法轮功学员,大队长王乃民把各分队的法轮功学员集中到 5
分队，成立所谓“严管班”，强制做苦役从早上 5点 30分干到半夜 12点。马三家教

养院害怕法轮功学员揭露其迫害,新闻媒体来采访时，狱警把坚持信仰真善忍的法

轮功学员用车押到马三家少年教养食堂关起来，等采访组走了，再用车押回一大

队。2001年 7月 20日开始了第二轮迫害。被非法关押在一分队的法轮功学员姜

伟、四分队王岩、二分队王海萍、七分队范晶华、八分队张静、十分队王红，以绝

食抗议迫害，她们都被秘密铐在一楼、四楼其他学员看不到的地方。张静、姜伟

多次被鼻饲，姜伟正值月经期，裤子湿透了都没人管，终逼致轮功学员姜伟精神失

常。狱警还在经济上从各方面榨取法轮功学员的钱财。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27/4725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3/48759.html

案例 12121212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1,300多名。法轮功学员夏宁、白坤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劳动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长期关禁、强行把两腿盘起用绳子捆住致受害人疼得昏死过去、

不让睡觉、天天罚站,、长期给受害人戴手铐、迫害致多名受害人精神失常

详细情况::::在 2002年,教养院非法关押女法轮功学员 1,300多名,设“小号”5间，专

门用来迫害抵制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其中主体楼第一层东侧的铁门内，关满了绝食

抗议的法轮功学员，不让迈出屋子一步，就连上厕所的时候，身后跟 2个犹大看

着，他们不但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有的不让睡觉，天天戴着手铐，一天 24小
时，天天在那站着。夏宁被狱警铐在床上 8个多月。有的法轮功学员被狱警强行

把两腿盘起用绳子捆住，几小时不放，直至法轮功学员疼得昏死过去。有的法轮功

学员被关的精神已失常,其中有住在大石桥官屯的白坤。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31/35891.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5/4221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14/30861.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27/4725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3/48759.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31/35891.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6/16/3185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9/11/26371.html (English version)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6/16/31857.html

案例 13131313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彭庚(男性)等， 18位女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狱警王乃民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奴役受害人、毁容、在暴打破裂流血的伤口上撒盐、

曝晒,、把受害人手筋打断、强行将 18名法轮功学员剥光衣服投入男罪犯牢房

详细情况：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中最小 17岁、最大 76岁，长期被奴役般地强

迫做苦工，强制按数额完成劳动数额，至少定为 18至 20个小时，甚致连续劳作

高达 36个小时，专做假冒 adidas的运动服。女二所长期从事手工劳动，平均每天

劳动时间为 14个小时，生产制作用于复活节的工艺品（其原材料全部带有毒性）

和其它工艺品，由大连港发往世界各地、主要是欧洲国家。繁重的劳动中还有水

稻、玉米的耕作和收割。曾有多名法轮功学员昏倒在田地里。马三家教养院对法

轮功学员除了在精神上进行摧残、“洗脑”，狱警王乃民还组织使用关小号里吊起来

打，运用“蹲裆”、“照镜子”、 “爬墙”、“弯腰喷气式”等恶毒方式折磨；更为恶毒的

是狱警把 18位女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关进普通男刑事犯的号里。有的长期不让睡

觉，有的在冰天雪地中长时间挨冻，致伤、致残者不计其数。

马三家教养院男六队是专门用来非法关押男性法轮功学员的，狱警对男队法轮功学

员使用的酷刑如：毁容、在暴打破裂流血的伤口上撒盐，然后放到烈日下曝晒；还

有的狱警逼迫学员在烈日下跪在石子上（同时还要扛石条），毒打法轮功学员致昏

死过去，有的学员被打得伤口化脓、生蛆。辽宁省公安厅彭庚就是多次惨遭上述刑

罚、最后被毁容的一个。辽宁新民法轮功学员一只手筋被打断，变成残废。马三家

教养院的狱警们为掩盖其罪行、逃脱世人谴责，现已将男六队解散，大部份人被送

往张士教养院。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2/5/20930.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2/13/16770.html (English version)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0/17/925.html#chinanews1017-2

案例 14141414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狱警队长

基本犯罪事实：强制“洗脑”、罚蹲折磨受害人致 “腓神经严重拉伤”、唆使几个普

教毒打受害人、电击受害人致满嘴大泡、头破脸肿血流满身、用两寸长的钢针在受

害人身体各个部位乱刺

详细情况：2000年 10月受害人被非法关进马三家教养院，狱警为强迫受害人放

弃信仰“真善忍”，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折磨：强制“洗脑”,逼看那些污蔑栽赃法轮功

的各种音像书报,每天长达 20个小时的罚蹲致受害人腿疼、心疼、全身痛，仅 7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6/16/3185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9/11/26371.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6/16/3185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2/5/20930.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2/13/1677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0/17/925.html


天受害人被折磨得体重减了 30多斤，腿也蹲坏了，走路抬脚困难，老摔跤，小腿

摸上去麻麻的扎针都没有感觉，走起路来象“半身不遂”,医生（专家教授）诊断说:
“腓神经严重拉伤”。受害人还亲眼目睹狱警队长唆使几个普教毒打同在一室的法轮

功学员，把一根很长的电棍插在她的嘴里电，电得她满嘴都是大泡，说话吃饭都

困难。头破脸肿，连眼睛都快封上了，流了满身的血。普教还骑在她身上殴打、摁

着头，拿 1根 2寸长的钢针在她的手心、脚心及身体各个部位乱刺。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4/29/49361.html

案例 15151515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女二所副所长王 XX,分队队长黄海燕

基本犯罪事实：强行“洗脑”、柳条枝抽打受害人、拽着受害人的头猛烈地往墙上撞

致颅骨裂四肢抽搐倒地、用棍子抽打受害人致后脑勺有 1厘米见方的地方被打

碎、右眼被打瞎、掩饰对受害人所犯的罪行

详细情况：从被非法关押到教养院的第一天起，受害人被强行“洗脑”至午夜甚至

下半夜 3点，被长时间罚站、罚蹲,受害人被抬起往地上摔,双手被绑到背后，上身

和腿贴在一起压平，嘴给堵上，头被棉大衣蒙住；受害人双手被柳条枝抽打致肿

得跟馒头一样大，呈黑紫色，受害人还被扒下衣服抽打身体；更残忍的是狱警拽着

受害人的头猛烈地往墙上撞，墙上溅满红色糊状物，受害人颅骨被撞裂四肢抽搐

倒在地上；它们还用棍子没头没脑的抽打受害人致后脑勺有 1厘米见方的地方被棍

子打碎，右眼被打瞎,肿得鼓起来，半边青紫色的脸肿得与鼻梁平齐的。狱警们为

掩饰其对受害人所犯的罪行，强制受害人在墙角面壁蹲着，每天早 5点 30分到晚

10点，不许回头、不许说话。同队的其他人被狱警告知什么受害人精神有问题，

眼睛是自己撞的，谁也不许和受害人讲话,在马三家一切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都

在掩人耳目的、黑暗的角落里进行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10/46177.html

案例 16161616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杨春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二所所长苏境、二所二大队大队长邵丽、二大队二分队队长

路跃芹、姓于的队长

基本犯罪事实：酷刑折磨受害人致下巴脱臼、折磨致受害人不能直起腰来行走

详细情况：2001年初杨春芳被非法劳教 3年，关押在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二大队

二分队。狱警为强迫她放弃信仰“真善忍”，把杨春芳弄到浴室里间的隔断墙的后面

进行折磨，不许她休息，而普教半天一轮换，每班 3、4人。那时正值隆冬季节，

杨春芳被面孔朝下按在瓷砖地面上，嘴被人从后面用毛巾紧紧勒着，腿从上面向上

窝,酷刑折磨致杨春芳下巴脱臼，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直起腰来行走过。当晚进行迫

害的有值班大队长邵丽、于队长，在场的还有二分队的付薇（沈阳人）、马文跃

（葫芦岛人）、刘淑文（葫芦岛人），跟着的“四防”是衣德琴、刘志贤。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4/29/49361.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10/4617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2/4883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2/35115.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17171717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王健华（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二所二大队三分队队长王晓峰

基本犯罪事实：指使普教折磨受害人致脸部变色、变形，恐吓受害人不得向亲属

诉说被迫害的真相

详细情况：2001年年初王健华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女二所二大队三分

队。三分队队长王晓峰指使普教值班长衣德芹（营口人）、刘志贤、修悦（大连

人）对她做所谓的“转化工作”，实是强迫她放弃信仰“真善忍”。他们把她带到靠

近里侧的一间屋内。待房门打开时，只见王健华已被折磨得脸已开始变色、变形，

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几天后又被关在女二所所在的四合院的小医务室的套间里。

为严密封锁消息,所里和队里派了沙强（沈阳人）和朱静（盘锦人）轮班 24小时看

守，除了队长任何人都不能进，将近 1个月后，王健华的面容和其它方面基本恢

复正常之后才放她回分队，待王健华的亲属来看望她时，队长王晓峰恐吓王健华

说：“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明不明白？！”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2/4883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2/35115.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18181818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王金萍、王宝琴、景翠玲、孟凡华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二所二大队四分队队长戴玉红

基本犯罪事实：毒打、凌辱受害人

详细情况：队长戴玉红采用各种手段折磨受害人。王金萍脑后有大姆指盖大小的

地方的头发被队长戴玉红揪掉；王宝琴胸口被她用拳头锤了几下子疼得喘气都不敢

喘。浴室、食堂、厨房、水房等背人的地方是她秘密折磨受害人的地方。当她折

磨法轮功学员时，就找 “坐班”的普教在外间站岗，折磨完毕还要竭力掩饰。受害

人被她折磨得脸色涨红，象是刚经历了一场高强度的运动，虚弱得眼睛都无力睁

开，被送进医务室打上了点滴，脸部浮肿变成青紫色。2002年 1月 1日前后的一

天上午，戴玉红把孟凡华叫了出去，过了一阵子，把她领了回来，让她当着全分队

近百人的面承认什么 “错误”，没想到孟凡华张嘴就说：“队长把我领到食堂，把门

关上，揪我头发，打我耳光，还让我……”戴玉红万万没有想到孟凡华把她见不得

人的事全盘托出，一时间又

羞又气。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2/4883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2/35115.html (English version)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2/4883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2/3511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2/4883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2/3511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2/4883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2/35115.html


案例 19191919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女二所长苏静、女一所所长周勤、一所大队长王艳平、二所

一大队长王乃明、一所二大队队长赵国荣,队长黄某某

基本犯罪事实：强制超体力劳动、强行“洗脑”、电棍电击，毒打受害人致眼睛几

乎失明，把受害人的耳朵打成神经性耳聋。指使工头踢打受害人致毁容、昏死过

去、关小号，毒打，体罚等折磨

详细情况：自 1999年 10月受害人在被先后非法关押在女二所和一所期间，分别

被二所所长苏静、一大队长王乃明、三分队队长张秀荣、队长黄某、一所大队长

王艳平、一所二大队队长赵国荣用电棍电击折磨致小便失禁、起大水泡、淌脓水。

在女一所，受害人每天被强迫做长时间的超体力劳动，所长周勤带领 7、8名狱警

强行对受害人“洗脑”，灌输欺世谎言，受害人被狱警揪着头发使劲往地上按、罚

站、关小号，大队长王艳平用手铐将受害人的双手背铐在暖气管上不让睡觉。约

在 99年 11月下旬，狱警纵容指使普教多次殴打受害人致脸部处于毁容状态，最严

重的一次：10多名普教围着圈在地上的受害人朝其头部踢来踢去，鼻子被打得大

量流血，无数耳光打得受害人眼冒金星，耳朵嗡嗡作响流血，昏死过去。双眼视力

由原来的一点五急剧下降为零点一五，耳朵的听力严重下降。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2/4875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3/48759.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4/35251.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20202020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田莉、李晓艳、潘琦、韩艳文、李黎明、宋彩红、李冬青、

阜新宋桂云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大队长张秀菜、周签

基本犯罪事实：剥夺睡觉权利、电击、铐吊受害人、逼致受害人精神失常、迫害

致受害人胳膊断、两腿变残

详细情况：狱警为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真善忍”，使尽各种害人招术，利用犹

大折磨迫害法轮功学员田莉、李晓艳、潘琦，打耳光、往脸上吐痰等。2002年 7
月 31日韩艳文被侮辱性地连拖带抬地强行带走了；李黎明、宋彩红、李冬青多次

被电棍严重电击，关小号，受刑；60多岁的宋桂云在女一所被狱警罚蹲，整天不

让变换姿势达 1个月之久，造成骨质增生。狱警强行把受害人的双腿盘坐绑起不让

动，不让上厕所。有的受害人胳膊断，有的两腿变残。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4/22/4875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3/48759.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4/35251.html (English version)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2/4875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3/48759.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4/35251.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4/22/4875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3/48759.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4/35251.html


案例 21212121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姓杨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劳动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强行“洗脑”灌输谎言、把受害人的后背打烂致生蛆、夏天强制干活

不供食水致昏死

详细情况：2000年下半年，受害人被关押在马三家教养院，每天被强迫坐十几个

小时小凳子干活。经常逼看诬蔑大法的材料，强行“洗脑”，晚上不让睡觉。狱警

用假善做工作，他们说法轮功诬蔑话，混淆是非。狱警把一位姓杨的法轮功学员的

后背打烂，正是夏天炎热，后背生蛆。夏天强迫受害人在地里干活，不给饭吃不

给水喝，最后昏死过去。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4/19/4864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28/35000.html (English version)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4/17/48536.html

案例 22222222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二所二大队四分队队长戴玉红

基本犯罪事实：毒打致受害人几次晕了过去、腮部被打烂、右耳失聪，指使犹大

对受害人灌输谎言强行“洗脑”，指使刑事犯毒打受害人

详细情况：2000年，受害人被非法关押到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二大队四分队，队

长戴玉红指使几个犹大对受害人灌输谎言和“洗脑”，试图使受害人放弃修炼法轮

功，从中午一直围着说到半夜 11点多都不得逞。继而队长戴玉红把受害人骗到没

人的厕所,用力一遍又一遍地打受害人的耳光，把受害人打得眼冒金星，腮帮子被

打烂，右耳朵嗡嗡直响，什么都听不见了（这个状态持续了半年）。队长戴玉红手

拉着受害人的头发，出力用膝关节一次又一次顶受害人的胃部和胸口，用拳头打

受害人的胃部，还叫来管别的室的普教，逼受害人坐在全是冰的地上，她们俩用力

擗受害人的两条腿，疼得受害人几次晕了过去，大腿两侧的肌肉和筋聚成了几个

鸡蛋大的包，疼得直打滚。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17/48536.html

案例 23232323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三大队三分队狱警、三大队队长邱萍、三分队长董淑霞

基本犯罪事实：毒打受害人，强迫受害人长时间罚蹲，电击受害人致大便失禁，

把受害人吊昏

详细情况：马三家劳教所为了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从本溪市调去 4名男犹

大，专门帮助狱警迫害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狱警还教唆犹大对法轮功学员不管

怎么整都行。狱警采取各种酷刑折磨受害人，如:法轮功学员张玉荣被三分队队长

董淑霞毒打后，又被铐上用电棍电了 1天，强迫罚蹲 3天 3宿，不让吃饭；法轮功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4/19/4864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28/35000.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4/17/4853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17/48536.html


学员吴凤，2002年 12月被狱警三大队长邱萍、三分队长董淑霞、犹大彭丽娜用电

棍电了一夜致大便失禁；法轮功学员林萍被迫害致高血压、心脏病等病症复发，狱

警把法轮功学员龙淑芬用手铐吊在暖气管上，脚尖离地一公分,龙淑芬被吊昏过

去。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4/17/4853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7/35358.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24242424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杨红,戚玉玲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女二所、一所、二大队大队长张君（大队长）、李某（指导

员）、姓王的大队长

详细情况：在 1999年 11月 1日受害人被非法关进女二所，狱警纵容指使普教毒

打受害人致鼻青脸肿，头发被成绺地揪掉。姓王的大队长用电棍电受害人的手、

脸电了 10多分钟，并威胁说：“你老实点，这样小小的体罚只是一个开始，共产党

整你们这些人有的是办法。”七天后，受害人被转到一所，强迫做长时间超体力负

荷奴役，狱警纵容普教敲诈勒索受害人的钱物，狱警张君（大队长）、李某（指导

员）还向受害人施以暴刑:在二大队队长办公室（在二楼），脱掉受害人的外衣，

把手、脚紧紧绑住，扔在砖铺的地板上，用高压电棍电受害人脚心、手心及受害

人的私处持续 3个多小时，然后又把受害人用手铐铐在所谓的“心理治疗室”的废暧

气管子上，在这空荡冰冷、玻璃上挂满了厚厚的冰的屋子里，受害人的手、脚被

冻得肿了起来，大腿发胀。杨红和戚玉玲 2名法轮功学员也在这个冷屋中被一直非

法关了一个多月，她们的手、脚都化了脓，不能站立，脸上、身上全是电过的伤

痕。狱警还以减刑利诱普教李庆贤虐待戚玉玲，拳打脚踢,还整夜罚戚玉玲蹲着，

不让去厕所。2000年 6月以后，狱警把受害人关入一个密封、不透气的小屋，不

让睡觉，不让上厕所，令受害人头昏脑胀，还用电棍电、长期的折磨致受害人几

乎发疯，理智不清。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6/2/51450.html

案例 25252525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女一所二中队大队长和四分队姓赵的队长、姓邓的大队长

基本犯罪事实：剥夺受害人写信上访申冤的权利、强行“洗脑”灌输谎言、长时间不

让受害人睡觉，精神折磨、体罚、电击、把衣服剥掉凌辱受害人、逼迫受害人坐

在便池、强迫长时间超体力负荷奴役

详细情况：一九九九年末，受害人被非法判劳教 1年，关押在女二所。狱警不但

不让受害人写信上访申冤，还施以各种刑罚折磨如:坐小燕飞机，电棍电，做硬板

凳，罚蹲等。狱警还指使普教把受害人逼到厕所坐在便池上待了一夜。受害人被转

到女一所后,每天在电棍、打骂声中被迫加工服装十几个小时。狱警还指使号长

（犯人）用绳子，把受害人的两只手脖子绑在床头铁架子上，把两脚脖子绑在脚

底的铁床架上。用毛巾堵嘴，电棍电嘴，大冬天强行把受害人的衣服剥掉，只剩内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4/17/4853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7/35358.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6/2/51450.html


衣裤，强迫受害人站在水泥地上弯着腰撅着，一直折磨了一夜。女一所二中队大

队长和四分队赵队长指使 2个普教监视受害人坐小木板凳，强迫受害人每天早晨起

床就坐硬板凳连续七天，到晚上 11点，才让睡觉，邓大队长和赵队长带着 3、4
个普教拽着受害人胳膊和腿强迫做监操，还要往受害人腿上打针。后来，把受害人

转到女一所一大队强行“洗脑”，每天 2、3个犹大围着受害人灌输谎言，长时间不

让受害人睡觉，晚上坐在硬塑料凳上，轮班向受害人灌输谎言，灌累了就换两个

人，有时 7、8个人围着受害人灌，弄的受害人迷迷糊糊精疲力竭。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6/1/51422.html

案例 26262626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王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三大队三分队长董淑霞

基本犯罪事实：把受害人双腿盘坐绑起、双手倒铐在后背致手腕变黑淌脓水、左

腿、左手失去知觉

详细情况：2001年 11月 2日王芳被绑架到马三家劳教所，到 2003年，狱警一直

不许她家人探望。2002年 12月 18日早上，马三家劳教所三大队三分队队长董淑

霞、犹大王铁红、王凤丽，还有一不知姓名的犹大 4人把王芳带走。3犹大用 3条
布条编成辫的绳子把王芳的腿双盘后绑上（王芳的两腿经罚站、罚蹲后肿胀，被

三个人硬扳上去）。董淑霞将王芳双手在后背倒铐，手腕一块变黑，时常淌脓水，

左腿、左手失去知觉，1个月后生活才恢复自理。每天早上 5点出去至晚 12点之

后才让回寝室，这期间只知道不许下楼，不许和别人说话，不许打饭，不许睡觉，

具体承受什么样迫害不详，待查。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4/17/4853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7/35358.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27272727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董晓艳、方彩霞、魏洪波、王霞、邢飞、吴艳秋、李波、何

辉、扬凤英、周海艳、张静、刘丽娟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队长王乃民、一分队长周谦、二分队长邱萍、四分队长张

秀云、管教

基本犯罪事实：长时间罚蹲致残、秘密用刑、电击、毒打受害人、剥夺睡觉权利

详细情况：2001年 12月受害人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教养女二所二分队。管教对新

劫持的法轮功学员采取“包夹”、隔离，由犹大哄骗写背叛信仰的“三书”，不许亲

友探视，对长时间不妥协的法轮功学员采取谩骂、不让睡觉、罚蹲、掐打、电棍电

等刑罚。与受害人关在同室的董晓艳长时间被强迫罚蹲致一只脚残废。马三家教

养院怕承担责任，才把她放回家。1月 23日大队长王乃民强迫法轮功学员看造谣

的录像被揭穿，管教围殴揭穿其谎言的法轮功学员，2001年 4月 15日开始，被非

法关押在三分队的高广清连续 4天 4夜不让睡觉，为达到内定的“转化率”，强迫受

害人放弃信仰，大队长王乃民，一分队长周谦，二分队长邱萍，四分队长张秀云

把法轮功学员方彩霞、魏洪波、王霞、邢飞、吴艳秋、李波、何辉、扬凤英、周海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6/1/51422.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4/17/4853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7/35358.html


艳、张静、刘丽娟弄到办公室和休息室秘密用刑，电击、毒打。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27/47258.h

案例 28282828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1350名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女二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折磨致受害人昏死过去、受害人被逼成精神病

详细情况：马三家女二所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数 1,350人，共分三个大队，

每大队有 6个分队。狱警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折磨的具体手段如:长时间的体罚，整

天罚蹲，双手铐上悬空吊在暖气管子上，不准睡觉，将受害人双手双脚用绳子捆起

来，用毛巾将嘴堵上吊起；往身上泼冷水，再用数根电棍电击。把学员的腿强行

盘上用绳子绑起来长时间不放，就连 60多岁的老太太也被吊铐起来折磨，折磨致

受害人昏死过去。更恶毒的是，甚至把法轮功创始人的像摆放在地上，强迫法轮

功学员坐在上面以致有的受害人被逼成精神病，狱警还扬言“不‘转化’就把你整死

在马三家。”就是这样受害人每天承受着肉体和精神摧残。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26/4717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8/34260.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29292929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劳动教养院,邪恶管教

基本犯罪事实：强迫受害人超体力负荷劳动致不支晕倒、还又踢又踹。对受害人

强制“洗脑”、电棍电、棒子打、吊铐蹲小号等

详细情况：2000年初受害人的丈夫被强制参加超体力负荷的劳动不支晕倒后，被

男管教上前又踢又踹，受害人被非法关进马三家教养院女所，在那里被强制“洗
脑”，管教指使一名吸毒女劳教对受害人体罚。受害人被强迫罚蹲，一连几天从晚

9点一直蹲到下半夜 2点，在此期间，还利用其它各种手段，对学员进行身心摧

残，如电棍电，棒子打，吊铐蹲小号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20/46824.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30/33959.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30303030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女二所所长苏境

基本犯罪事实：酷刑折磨受害人、污辱人格、强迫受害人做劳工、弄虚作假掩饰

犯罪事实

详细情况：2000年 9月 25日受害人被非法关进马三家教养院,每天被强行“洗脑”
至深夜，受害人不屈从，队长张秀荣(云)指使打手们用各种毒招折磨受害人：把受

害人拽到厕所，强迫蹲马步桩，用脚踹要害部位，长时间将双腿捆起来，拽着头撞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27/47258.h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26/4717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8/342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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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30/33959.html


墙致头肿得一倍大面目皆非，耳朵被掐得流血，用手指甲掐大腿内侧致肉皮都没

有了，面积长宽约 4×4寸，伤口化脓，流脓水，身上到处乌青，警察怕受害人泄

露它们的罪恶行径，把受害人关进“四防”(由普教组成的打手)值班室里，不准睡

觉，只能脸朝墙壁蹲着，不准出来，上厕所没人时才让去。几个打手把受害人按

在地上令受害人无法动弹，把笔塞到手里，硬把着受害人的手在信纸上写下他们

所说的话，所谓的「决裂书」，然后读给受害人听，以此污辱受害人的人格。

2001年 3月左右，外国记者到马三家参观，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被叫上车，押到马

三家少年犯食堂，平日强迫劳动所做的外销手工艺品都藏了起来，记者走后才拿

出来。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15/46508.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5/23/30694.html

案例 31313131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张秀玲、杜洪芹（音）、名字叫文(工程师)、刘玉芝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劳动教养院二大队队长王秀娟、队长王正丽（音）、

队长张卓慧

基本犯罪事实：强行洗脑、不让睡觉、手铐铐吊、长时间罚军蹲、纵容指使背叛

信仰的人毒打受害人

详细情况：2002年 5月受害人被绑架到马三家教养院二大队。二大队队长王秀娟

采取各种招术折磨受害人，如:把受害人的腿强行盘上用绳子绑起来，车轮战术昼

夜不让睡觉，强行“洗脑”。罚军蹲长达 3天 3夜，用手铐铐吊在一个举手够得着

的暖气管子上，挂了 2天，后又倒着把双脚铐上去吊了 3天，狱警用电棍电了 2天
受害人，还纵容指使犹大对受害人拳打脚踢，受害人有的被打得眼睛紫青，站不

住。有的被折磨得十分虚弱，骨瘦如柴。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14/46430.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1/34036.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3232323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吕艳平、高清平、赵素娟、郝佳琳、李玉珍、刘玉霞、冯玉

珠、崔金花、许风兰、李玉霞、无名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劳动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受害人

详细情况：2003年春节前夕，辽宁省阜新市“610办公室”、公安局内保分局、海洲

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狱警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将在建

筑工地做工的 14名法轮功学员抓走，逼迫学员写所谓的“四书”，交高额罚款，在

遭到学员们的严词拒绝后，没有通知家属、没有办理任何手续将其中 11名学员强

行绑架进了马三家教养院。这 11名学员至今消息全无生死不明。
http://www.minghui-b.org/mh/articles/2003/2/8/4420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2/15/32142.html (English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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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3333333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王学力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劳动教养院三大队二分队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关禁闭室、酷刑折磨受害人致全身浮肿、举步维艰

详细情况::::把受害人双手用手铐铐住、两腿用锁链紧铐在铁板凳上，关在十分寒冷

的、只能容一个人禁闭室里，长达 10天、20天、30天、甚至更长时间，以此酷刑

来折磨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禁闭室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不准任何人送衣物，一

天一宿 24小时只准上 2次厕所，致使其它时候只能往衣服里便。三大队二分队的

王学力被关“禁闭”10天，被折磨得全身浮肿、走路十分艰难，至今还未康复。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1/42595.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17/31007.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34343434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1,200名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女二所

基本犯罪事实：强行“洗脑”、剥夺受害人睡觉权利、使用酷刑如：手铐铐吊、高压

电棍电击

详细情况::::2002年 12月 9日起，辽宁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从各地抽调一些警察和

一些犹大对法轮功学员强行“洗脑”，强迫整日看诬蔑大法的录像，不让睡觉，不

妥协就使用酷刑，用绳子绑上，或用手铐铐在暖气管子上，站不起来坐不下，或用

高压电棍电击，再不妥协就准备送到大北监狱。到 2002年 12月止，女二所劫持

法轮功学员 1,200多人，分 3个大队，每个大队有 6个分队，每个分队劫持 70多
人。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42020.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10/30731.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35353535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崔亚宁、刘凤梅，林艳、张会双、李素珍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二所所长苏静、男管教、女一所大队长王艳萍、女一所狱警

顾金义、周迁(谦)、张艳(燕)等
基本犯罪事实：强制“洗脑”、电棍电、铁丝抽、凌辱折磨、扒光衣服反复电击、

打昏死后浇冰水、威胁恐吓、剥夺受害人的起诉权利

详细情况：受害人在 1999年 10月 29日被绑架进教养院，男管教和所长苏静等毒

打受害人，用电棍电受害人的脸。大队长王艳萍说：“进了马三家就是没有法律、

没有人权。”从 2000年 1月开始狱警对受害人强制“洗脑”，电棍电、铁丝抽、酷

刑、体罚，狱警用手按着受害人写“保证书”。受害人看到崔亚宁、刘凤梅，林艳被

3个狱警顾金义、王艳萍、周迁同时电了很长时间。崔亚宁、刘凤梅，林艳被电致

全身起大泡。狱警在电刘凤梅时还用铁丝抽她。狱警张艳、王艳萍等把张会双、李

素珍扒光衣服反复电击，狱警把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关在一间屋里持续 14天，强迫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1/425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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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诽谤法轮功的电视，不看就打、就电，狱警们还唆使刑事犯经常毒打法轮功学

员，陈立艳被打得昏死过去后浇冰水，迫害致使她到现在还看不清东西。 2001年
4月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女一所的全体法轮功学员起诉马三家教养院和江泽民。狱

警们把起诉书全都撕毁了，还以送进沈阳大北监狱为威胁，并恐吓说再起诉江泽

民就打死他们。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5/4167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6/30600.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36363636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劳动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长时间持续锁铐折磨受害人、限制上厕所致受害人拉、尿在裤子里

也不解铐、来例假的血顺着腿、裤子流淌到地上、冷冻折磨

详细情况：警察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全部上铐，铐在走廊的暖气管上、厕所里，

铐的位置让人站不起来、坐不下去。走廊、厕所随处可见被铐在那儿的法轮功学

员，时间持续很长。每天早晚解铐 2次上厕所，但因上铐后的束缚，松铐后几乎没

有人能站起来，受害人都是被拖着走的，除了这 2次上厕所之外，平时拉、尿在

裤子里也不解铐，有的受害人来例假，血顺着腿、裤子流淌到地上。在气温零下

10到 15摄氏度的情况下，有的受害人还被狱警带到室外冻，冬天，不让穿棉衣棉

裤。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3/4088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2/24/30109.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37373737

受害人： 受害人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女一所 3大队 2分队、女一所狱警张艳(燕)、董宾、杨玉、张

君

基本犯罪事实：强迫超负荷奴役劳动、暴力“洗脑”、关小号、体罚、剥夺睡觉权

利、电棍电

详细情况：1999年 11月 1日，受害人被非法关押在女一所，被强迫参加长时间超

负荷奴役劳动致身体浮肿。2000年 3月女一所成立“洗脑”队，受害人被强迫罚坐

板凳，从早上 6点开始到半夜 12点 30分不许动弹。强迫看诽谤法轮功的录像，狱

警还指使犹大打受害人。受害人被调到 3大队 2分队后，在 8月 3日上午，狱警

董宾把受害人带到小号，强迫撅着，疼得受害人大汗淋漓。后半夜他们强迫受害人

蹲了 1天 1夜。8月 4日，受害人回原队被迫参加强制性劳动。12月 8日受害人

被调到 3大队 1分队“洗脑”。被关小号，罚蹲致两腿肿得站不起来。12月 13日在

队长办公室，狱警张艳、董宾、杨玉、张君 4人脱掉受害人的衣服，只剩内衣内

裤，强制受害人坐在地上用 3根电棍电连打带电受害人致内衣上沾满了血迹，之

后，又把受害人关进小号。2001年 1月 1日后狱警们强迫受害人坐板凳、面壁。 3
月 23日，受害人被调到女二所一大队。在严管班，大热天 30多人住在一个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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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出屋、说话、接见、洗澡，受害人被非法关押的期限被加了 2个月，2002年
8月 29日，受害人突然胸部剧痛，吃不下去饭。第 4天，严重脱水全身无力，高

烧 40多度，昏死过去，被送到医院，受害人因为有生命危险被保外就医。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12/4085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2/26/30177.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38383838

受害人： 受害人 A、李冬青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狱警、女二所二大队二分队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酷刑折磨致受害人双腿浮肿无法正常走路、罚“蹲小

号”、给无罪的受害人戴手铐穿监衣、侮辱人格

详细情况：大约在 2002年 10月末，被教养院非法关押的 A拒绝照相，狱警用“蹲
小号”折磨她，其间不准多穿衣服，连饭都不给吃饱（每顿只给半块玉米饼子加上

一点咸菜），在阴冷的“小号”，A被锁在坐在一个约 2米长的木椅上坐着，双手分

开各用一副手铐，每副手铐一端铐在木椅的立柱上，另一端铐在学员的手腕上，

除了吃饭、上厕所，手铐一直戴着，晚上无法睡觉，双腿也无法改变姿势。这样时

间一长，手和脚开始浮肿，一天比一天肿得厉害。在小号里被整整被折磨了 9天
后，好几天学员 A仍不能恢复正常走路。在马三家教养院每天至少 1个法轮功学

员以上像 A一样遭此酷刑。在女二所二大队二分队有 1个法轮功学员因拒穿那里

的统一服装，被强迫连续蹲了 40多天的小号，小腿肿得象大腿一样粗；李冬青

（现已被非法判刑送进沈阳大北监狱）在 2001年 10月至 2002年 5月间，几乎

90%的时间都是在小号度过的，第一次是 22天，以后每次均在 15天以上。辽宁省

鞍山市铁西区永乐派出所绑架 5名法轮功学员，分别非法判 2年到 2年半劳教，现

关押在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另悉，铁西永乐派出所非法清查 5名法轮功学员的出租

房屋。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5/40440.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2/27/30222.html (English version)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21/39835.tml#chinanews-1121-7

案例 39393939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劳动教养院、一大队四分队

基本犯罪事实：酷刑折磨、强迫超负荷奴役劳动、非法宣判、污蔑诽谤、给受害

人戴手铐穿监衣、滥加刑罚

详细情况：教养院综合楼 4楼是小号，共有 9个禁闭房用来关禁坚定的法轮功学

员。被关的法轮功学员每天 24个小时都被锁在铁凳子上，俗称“老虎凳”，胳膊、

腿和脚都被铁条子固定在凳子上动弹不了，手碰不到脸，有的被锁半个月，有的 1
个月甚至更长。早晚 2次上厕所，不许换衣服、刷牙、洗头，只有早晨上厕所洗

把脸。有的来月经染了内裤也不让换卫生纸，不让换袜子。在寒冷的天，上厕所时

脚已冻得不好使，加上体罚已经浮肿了，但走路时也不让被搀着。狱警企图用这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12/4085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2/26/30177.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5/40440.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2/27/30222.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21/39835.tml


些手段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真善忍”。对抵制超负荷奴役劳动的法轮功学员，

教养院实施 1天不干加期 1天而且体罚，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秘密用警车押往大

北监狱进一步迫害。8月 22日，教养院召开大会，将 3名坚定的法轮功学员非法

宣判批捕，关押到沈阳大北监狱。会后，教养院对抵制迫害的近 50名法轮功学员

报复性非法增加刑期。10月 17日，马三家教养院让沈阳文化局的人来放映污蔑法

轮功的电影。狱警还指示犹大毒打法轮功学员，揪头发，拖打等。狱警对拒绝穿

犯人服的一大队四分队的法轮功学员吕传香戴手铐，并扣在暖气管上 33天致胳膊

青一块紫一块的。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15/39580.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1/26/29084.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40404040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宋彩红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劳动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受害人

详细情况：受害人是辽宁省兴城市果树局咨询服务站的职工。1999年 10月 13日
被非法拘留后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教养院非法劳教 3年。2002年 10月 12日非法

关押期满，应该释放回家，但至今未见踪影。2002年 8月份受害人家中接到电话

通知，受害人又被非法送到沈阳看守所。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3/3904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1/9/28567.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41414141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高广清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管教、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教唆犹大不择手段折磨受害人、替罚、强行“洗脑”、污蔑诽谤、掩

盖犯罪

详细情况::::马三家管教教唆犹大无论用任何手段，不惜一切代价，只要能让法轮功

学员妥协就行。犹大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十几个小时的“洗脑”，一会儿换一帮，搞疲

劳战术，法轮功学员早晨 5点以后就被带去“洗脑”，直到晚上 11、12点，如不屈

服一直要被“洗脑”1个多月，甚至 3、4个月。这样的“洗脑”团伙在教养院到处都

是。 2000年 5月高广清被狱警折磨得 10天没睡上 10个小时。不足 40平方米的房

间要放二十几个法轮功学员，狱警强迫他们每天要坐近 14、15个小时的小板凳。

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被狱警指派的犹大日夜看守，寸步不离，言行自由被严密地限

制。有个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想睡在 2个监视他的犹大中间就被关了十几天小号。

狱警强迫法轮功学员每天听大量的污蔑法轮功的话。为免外界知道里面的黑幕，狱

警不许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接触任何人。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0/17/3816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0/25/27993.html (English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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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2424242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逯秀珍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劳动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受害人

详细情况：法轮功学员逯秀珍是辽宁锦州市第五中学的优秀退休教师。在 2001年
11月被非法判刑 2年，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0/11/37873.html

案例 43434343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队长邵 XX、队长戴玉红、队长任红赞、队长路雅芹

基本犯罪事实：强行灌盐水致受害人不醒人事、掩盖迫害事实、毒打折磨受害人

详细情况::::对绝食抗议迫害的受害人，邵队长主张强行给其灌食，每日灌食都是用

管子往受害人鼻子里插，一灌就是 2小盆盐水，最后将受害人灌得不醒人事，只

好送到医院抢救。狱警队长们为了编造假新闻，掩盖事实真相，每次有新闻媒体采

访的时候，就把坚定的法轮功学员给转送到一大队。队长戴玉红还指使犹大毒打

法轮功学员，队长路雅芹指使打手(曾当打手现转为见证人)把法轮功学员拖到洗漱

间，按在瓷砖上 2天 2夜不让动。还有一个法轮功学员被队长任红赞扣在办公桌

的腿上，坐在地上 7天 7夜。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27/3716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0/5/27236.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44444444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女二所二大队、女一所、女二所一大队队长

基本犯罪事实：强迫做奴工、车轮式围攻“洗脑”、电棍毒打、罚站马步、诬陷受

害人得精神病、强行灌食破坏神经系统的药物、非法无限加刑期

详细情况：1999年 10月受害人第一批被非法关押在女二所二大队，后被转入女一

所强迫做繁重的体力劳动（军用棉服的流水作业）。在那里受害人亲眼看到一个

被马三家劳动教养院逼疯了的法轮功学员，在去厕所的走廊里全身被绳子捆着，躺

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由四防人员看管着。2000年 5月，女二所一大队，女二所对

受害人进行多人车轮式围攻“洗脑”和电棍毒打，强迫受害人在黑暗的房子里站马

步，并被非法加刑期 3个月。3个月过去了，受害人又被宣布因不放弃信仰“真善

忍”要被无限加刑期，并在 2001年的新年前夕，被肆意“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强

行开了 480元的药，把受害人家中给钱全掏空。队长还命令四防人员把受害人压倒

在空床板上，一人捏鼻子，一人将药强行灌进去，早晚各灌一次，致使受害人没

食欲，易受惊，动作不太稳，注意力不很集中。在加期 4个月的一天，受害人父母

费尽周折才把自己的女儿保外就医救了出来。后来受害人得知非法关押在女队的

同修，坚定修炼的被送往大北监狱，有的被关了小号，或是加了期。男队也已解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0/11/37873.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27/3716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0/5/27236.html


体，因为马三家把所有的男法轮功学员已转往各地。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9/14/36549.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9/29/27027.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45454545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李黎明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队长)狱警王晓峰、二所三小分队

基本犯罪事实：逼迫受害人干超强度重体力劳动、体罚、精神折磨、毒打、把受

害人 2颗门牙打掉、掩盖暴行

详细情况：逼迫受害人从事制衣强体力劳动，睡觉的时候，管教指使普教把受害

人叫到厕所体罚，逼迫她做喷气式飞机的姿势，动作不合意就遭毒打，还把擦厕

所的脏抹布堵到受害人嘴里堵紧，不让发出声。种种非人折磨致受害人 2颗门牙被

打掉。随后受害人被调回到专门非法关押法轮功女学员的二所三小分队。管教王

晓峰利用犹大对李黎明等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精神折磨，白天干手工活，晚上直

到凌晨 1点才允许睡觉，早 5点必须起床，每天如此。王晓峰由于迫害法轮功学

员手段毒辣，被提升为队长。世界人权组织等有人来马三家调查的时候管教就提前

将李黎明等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藏起来，不准参加任何公开场合的活动。马三家是

不让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和外界接触的，狱警怕自己的残酷暴行被曝光。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9/13/3650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9/26/26889.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46464646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暴力“洗脑”、折磨、毒打受害人、非法加刑期、掩盖暴行

详细情况：狱警指使犹大们给受害人灌输谎言，不许受害人见任何人包括家属。

对受害人暴力“洗脑”，拳打脚踢，罚蹲，稍动一点就用力碾受害人的脚趾，不让

睡觉和上厕所。狱警经常把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弄到仓库、浴池、食堂及专门折磨人

的小屋内毒打，在晚上强迫受害人蹲着将两手举得高高的，或者腿站直屁股抬得

高高的、头和胳膊几乎触地，一动不许动，稍动一点便遭到毒打。狱警们把受害人

的胳膊拧到背后，使劲往上抬，而且将两腿蜷在胸前，脸紧贴地面。并指使犹大

们坐在受害人的背上，用力踢受害人的脸，把烂土豆往受害人口中塞。白天逼迫受

害人从事那些有毒的工作。狱警非法给受害人加刑期，受害人绝食抗议迫害，被

狱警铐到专门折磨法轮功学员的小屋内，冬天让受害人穿着单薄衣服，整整折磨了

2天 2夜后，又将受害人关到小号内，把胳膊腿都固定得一动不能动，只能是一个

坐着的姿势，折磨了 4天 4夜。狱警害怕自己的暴行被曝光而竭尽全力地隐瞒着，

被折磨的法轮功学员通常在伤势稍好转的情况下才又被带回监舍。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9/7/361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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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7474747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王岩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劳动教养院、队长戴玉红

基本犯罪事实：野蛮灌食、敲诈勒索、关小号(禁闭室)、凌辱受害人

详细情况：受害人亲眼见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对以绝食抵制迫害已经 1个半月了

的法轮功学员不但不释放，人已昏迷不醒了还被野蛮灌食，每灌食一次强行收取

80元。狱警还指使犹大强行用绳子将新进来的法轮功学员的腿捆上，法轮功学员

起来制止被犹大们按在地上，用毛巾堵住嘴后,被狱警关进禁闭室，也就是小号。

双手被戴上手铐，整整 1个月，有的给非法加了刑期。王岩等 5人被关进小号，第

4天被放出小号时，身体已冻的没有知觉了。队长戴玉红以减刑期为利诱背叛信仰

的犹大们，指使那些犹大拿着法轮功创始人的像强迫法轮功学员踩，如果不踩犹大

们就做出更恶毒的事。狱警还强迫法轮功学员在头顶上放一碗水，如果碗掉在地

上，就得打一顿。姓戴的队长还把迫害法轮功的各种残暴等手段“传授”给了其他队

长。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6/16/3185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6/23/23403.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48484848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劳动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摧残性体罚、强行灌药致受害人的肋骨被按折、电棍电

详细情况::::在 2000年 1月 19日，受害人被劫持到马三家教养院。狱警对受害人进

行体罚、用电棍电，大热天把法轮功学员圈在闷热的屋里整天坐着不准动，直到夜

里 12点钟才让睡一会儿觉，这样持续了半月。还有一段时间狱警天天强迫吃药，

狱警指使犯人将法轮功学员按倒卡着脖子往嘴里灌，一个 59岁的老太太说，我的

肋骨被按折了，很长时间巨痛。再有隔几天就搜身、翻床铺、行李包搜查有无大

法资料。罚蹲“小号”，有的连大小便也不准出去，就在便盆里，其他人给往外

拿。受害人被关进“小号”时，狱警强迫受害人两腿站直，腰弯至 180度，手伸直不

准着地，动作稍不合格就一脚踢倒受害人，并辱骂“你怎么不忍啦”。就这样我大

约坚持 1个多小时左右难以承受，就蹲下了。狱警说看你年龄大就算“照顾”，逼迫

我好好蹲着，左脚放平，右脚尖触地，两腿分开。这些动作都是狱警体罚人的惯

用伎俩，是摧残人体的。狱警稍不满意又是一脚踢倒受害人。就这样被强迫蹲了 2
个小时左右。2001年 6月 6日，受害人被院外执行回到家里，但受害人的女儿至

今仍然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教养院。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6/10/3150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6/16/23175.html (English version)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6/16/3185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6/23/23403.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6/10/3150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6/16/23175.html


案例 49494949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李艳君、张永丽、葛春玲、邹桂荣、苏菊珍、林平、荆平、

王丽、陈建新、潘奇、尹丽萍、赵淑环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所长苏境、二所一大队队长王乃民、一

大队 4分队队长张秀荣

基本犯罪事实：强行“洗脑”、逼受害人当众读家信、体罚折磨、毒打电击、不许上

厕所、凌辱受害人、掩饰暴行

详细情况：在 2000年 7月 27日，受害人被非法关押在女二所一大队 4分队，狱

警指使一些犹大每天长时间轮番“洗脑”。半个月后,狱警张秀荣罚受害人蹲马步

桩，威逼受害人写所谓的“悔过书”遭受害人拒绝，狱警张秀荣将受害人拉到办公

室，抓住受害人的头发两头拖并打耳光。四防人员杨建红(由刑事犯组成的打手)也
进来帮忙扇耳光。狱警张秀荣对受害人连踢带踹，电棍电击受害人的脸和脖子。受

害人被连打带电得晕头转向，倒地不起。狱警强迫受害人读诽谤法轮功的书，不

读则遭狱警张秀荣踹倒在地，打耳光。狱警还纵容指使犹大逼受害人当众读家信，

念完后不许受害人睡觉，强迫在地中间蹲马步。受害人蹲不住时，他们就一边一

个强行拖住，并用脚踹，扇耳光，再不就是手尖触地头朝下撅着，腿不许弯，3、4
个人一齐按着令受害人感到脚断了似的剧痛。张秀荣和犹大对受害人日夜罚、

打，不许上厕所，叫受害人往裤子里尿。狱警队长王乃民还拿了 2个电棍同时电受

害人。当时受折磨的法轮功学员很多，在所长苏静监视下，犹大们拽着法轮功学

员的头往厕所的瓷砖上撞，瓷砖都被撞掉撞碎，有的脚被电棍电得肿胀，不能走

路，有的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全身都青紫，有的脸被掐、被打成青黑色，有的身

上被掐，被踢的伤口不愈合，溃烂发出臭味。2001年 3月 16日，中央来人参观了

马三家，当天早晨狱警张秀荣把坚定的，挨过毒打、受过酷刑的法轮功学员喊出

去站队，用汽车拉到“少年犯管教所”在那里关押，留在马三家的几乎全是叛徒。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5/23/30696.html

案例 50505050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教养院、锦州凌安派出所狱警张克彬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毒打体罚、电棍电、强迫超负荷奴役劳动

详细情况::::1999年末受害人被绑架到马三家教养院非法劳教了 2年。期间遭到了毒

打、电棍电等酷刑及各种体罚和超负荷奴役劳动。在 2001年 12月 28日晚 8点，

受害人又被锦州凌安派出所绑架和非法刑讯，强行搜身，为夺取受害人身上的电话

本，几个狱警一起将受害人摁倒在地。拳脚齐上，掐脖子，致受害人眼前一片漆

黑，狱警从受害人口中掏出沾满鲜血的电话本，恼怒之下，又是对受害人一顿毒

打。几个狱警抻开受害人的双臂、双脚，将受害人俯卧在水泥地上。一个狱警双

脚离地站在受害人的背上并猛烈的踹受害人的腰、背，致受害人几近窒息。狱警张

克彬又狠狠的给了受害人一顿耳光，受害人整个脸被打得麻麻的，又疼又胀，皮

肤青紫，双目后来淤血近 15天。继而又将受害人的双臂背剑式铐上，扔在水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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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个多小时，因铐的太紧,铐子陷入了皮肉。受害人浑身伤痛，胸、肋碎裂般的

剧痛致使受害人呼吸困难、不能立起身，但又不能低头。受害人向一名称局长的提

出要求验伤，并指出他的手下非法刑讯的事情，那位局长置若罔闻、避实就虚的

说了几句就走了。狱警又给了受害人几记耳光，并说：“我叫你告。”张克彬说：

“你死也别死在这里（锦州凌安派出所），到看守所去死，你可以去撞墙，撞大铁

门……”晚上 12点多钟，狱警把受害人转到第二看守所。受害人继续要求验伤，亦

无人理睬，只是告诉受害人这里是仓库，其它事由办案单位负责。在看守所期间

受害人始终未见到办案人员。受害人也写过申诉，也没得到回复。2002年 1月 30
日晨，狱警以所长找谈话为由将受害人骗出，戴上手铐，强行绑架到马三家教养

院，非法劳教 3年。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5/21/3057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5/31/22572.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51515151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刘桂娟、候春黎、于翠莲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2002年 4月 14日晚刘桂娟被非法抓捕到马三家教养院。候春黎在金州

区三里监狱绝食抗议 2个月后，被转到马三家教养院。在三里监狱将送她去马三

家教养院的前夕，其家属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当家属收到通知时，候春黎已在马三

家被非法劳教。大连开发区于翠莲被狱警绑架至姚家看守所后，狱警不顾她身体

的极大不适，又将于翠莲非法判劳教 3年，关押在马三家劳动教养院。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5/3/29471.html#chinanews0503-5

案例 52525252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二所二大队二分队、分队长陆耀琴、大队长邵丽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酷刑迫害、强行把受害人两腿劈开成一字型致受害人

流血、失禁、不让受害人与刚去世的母亲道别

详细情况：2000年 3月 1日起受害人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劳动教养院二所二大队

二分队被迫害达 22个月。4月 6日受害人被四名“四防”（由普通刑事犯组成，她

们犯有流氓、盗窃吸毒罪，是专听狱警指使的打手队）暴打了一顿，第二天受害人

向狱警陆耀琴申诉，狱警陆耀琴说： “你不‘决裂’法轮功，就是与党和政府对着

干，打你是应该的，这里的工作方式就是这样的。” 4月 7日晚，陆耀琴和姓谢的

男狱警同时长时间给受害人过电棍（马三家电棍都是经过改装高功率的电棍），4
月 11日狱警邵丽、陆耀琴电棍毒打受害人的后背致 3天不能仰卧睡觉。接着是体

罚，不让睡觉，指使犹大逼迫受害人看诽谤性的谎言录像。4月 13日晚在大队长

办公室，陆耀琴授意“四防”把受害人推到背靠墙坐在地上，2人同时用脚勾住受害

人的腿，往墙的方向掰成一字型后，站在受害人的小腿上不许缓冲并反复多次，酷

刑致受害人流血 5个月。4月 14日陆耀琴不让受害人与前来探监丈夫和女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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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还授意打手下把受害人打的满脸流血。7月 13日下午陆耀琴又调来了打手“四
防”把受害人架到二楼走廊的里头，推倒在地上第二次大劈受害人的双腿，劈出了

大便，并用破布堵住受害人的嘴，致受害人几次昏死过去，随后狱警安排打手，拿

出写好的“绝裂书”强迫受害人签字，遭拒绝后“四防”威胁说要“劈死”受害人，受

害人无怨无恨本着善心讲清迫害真相后“四防”才住手。2000年 3月 9日受害人母

亲去世，当受害人的亲属和有关部门到教养院接我回家处理母亲的后事时，教养

院残忍地封锁这一消息。受害人的丈夫也同样遭受到市公安局的关押和拘捕。9岁
的女儿独自一人被迫流落街头。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9/28159.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4/16/21028.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53535353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教养院新收解除大队、六大队、九大队、女二所(专门

供“对外开放”参观的)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强迫受害人为马三家教养院的公司企业做奴役劳动、

弄虚作假掩盖迫害

详细情况::::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规模庞大、配套设施齐全。最多每年可接收关

押 7,000人，最少也在 3,000人以上。马三家教养院不仅有自己的渔场（马三渔

村）、酒厂（大龙酒业有限公司）、服装加工厂，还有马三机械厂。而这些企业的

主要劳动力均为在押的人员，且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工作任务量，完不成将受到不

同程度的处罚，而生活平均水准不足 90元。马三家劳动教养院除了男监舍外，还

有一关押妇女的监所，即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女所。这个女所便专门接收女法轮功

学员。随着迫害的升级，于 1999年 10月末成立了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女二所，专门

负责关押和迫害法轮功女学员。拒绝“洗脑”的法轮功女学员大部份都与普通劳教

人员一同被关押在马三家劳动教养院九大队男监舍旁边的马三家教养院女所，从事

着超强的体力劳动。而接受了“洗脑”的人则集中在女二所对外开放（此“对外开

放”意为女二所已接受“洗脑的”人经常被六大队派出去蛊惑他人，并接待中央和省

市的所谓参观和调研。）马三家教养院新收解除大队自 1999年 11月 19日起至

2000年 8月初总共关押了 34名男法轮功学员。于 2000年 2月 18日，新收解除大

队将 5名男法轮功学员下放到马三家教养院六大队，以迫使其接受“洗脑”。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10/11983.html

案例 54545454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蒋玉青、于素珍、革春玲、张玉芹、田绍艳、侯小惠、吴艳

秋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一大队大队长(姓王)、三室姓黄的管教、二室管教邱萍

基本犯罪事实：严刑拷打受害人致遍体鳞伤、体罚、电棍电打致重伤、电致受害

人身上焦一块糊一块的肉上淌着油、长时间不让受害人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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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情况：2000年 7月马三家劳动教养院非法关押着 500多名法轮功学员，每个

室有 32张单人床睡 64人，很拥挤，而且每天都有新学员被非法抓进来，地上也

睡满了人。在 2000年 8月 2日晚 8点左右，狱警为逼迫蒋玉青放弃信仰“真善

忍”，指使“四防”把她带到密室严刑拷打了 5个多小时致遍体鳞伤，肌肤呈黑紫

色，并且五脏六腑剧痛，大便便血持续 1个多月，三室黄管教为掩盖其暴行不给就

医治疗，只是每天晚上把蒋玉青捆绑在办公室的床上灌药，把蒋玉青折磨的死去

活来。于素珍等法轮功学员被狱警上刑，罚“飞机式蹲“，有的罚“马步蹲”，有的

被倒撅着，以二室管教邱萍为首的狱警对于素珍封闭式的用大刑，管教邱萍和三

室管教黄队长一起用高压电棍把于素珍打昏过去。革春玲、张玉芹、田绍艳、侯小

惠均被管教和四防员用高压电棍电打致重伤，身上被电棍打得焦一块糊一块的肉

上淌着油，吴艳秋受尽了折磨，狱警很长时间不让她睡觉，好几次后半夜 3、4点
钟，她仍然在厕所里受罚，看管她的人员是每 2小时换一班。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9/11950.html

案例 55555555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六大队、女二所一大队

基本犯罪事实：谎言“洗脑”、强行给健康的法轮功学员灌破坏神经系统的药物、酷

刑致受害人脸上、脖子上都是水泡、浑身青紫、腿伤残、弄虚作假掩盖犯罪事实

详细情况：在 2000年 2月 30日，10余名男法轮功学员、10余名女法轮功学员被

非法关进马三家教养院，男的被剃光头，提着裤子，没有腰带。大冬天让那些男

法轮功学员光着脚，穿着拖鞋走。男法轮功学员被分到离女队不远的六大队，一进

去就被搜身、翻包，把钱交出来“集体保管”。狱警强迫法轮功学读诬蔑诽谤法轮

功的书，看谎言录像、听谎言广播，并罚站，罚蹶着（就是头朝下，两手触脚

尖）。不许递眼色，不许打招呼，不许看别人，只能低头干活。在女二所一大队一

室的一名法轮功学员被迫灌破坏神经系统的药物，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被狱

警用刑致脸上、脖子上都是水泡，浑身青紫，腿伤残。2000年 12月 28日，辽宁

省副省长张行湘和辽宁省司法局局长、劳教局局长及中国记者到教养院采访时，

各大队立即把不“转化”的学员藏起来，派 3、4个人看着，怕学员说出被迫害真实

情况，还准备了东西捂嘴。 2001年春节前，中央领导和省领导、记者再次来到马

三家，各大队、分队照样搞假象，按惯例又把不“转化”的学员藏起来派人看管。后

来邀请国外记者来马三家采访时，为了造成马三家没有男劳教犯人的假象，就把

不“转化”的男法轮功学员送到学员户口所在地的教养院。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4/11822.html

案例 56565656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130多名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2001年 8月初，13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集体绝食请愿，进行了 2周以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9/1195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4/11822.html


上的绝食活动，抗议马三家劳教所在他们非法劳教期满后仍然不释放他们，抗议

马三家劳教所残酷的迫害。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8/16/14888.html

案例 57575757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戚玉玲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暴力“洗脑”、唆使“四防”人员对受害人毒打、插鼻管

致嗓子哑了说不出话

详细情况::::1999年 11月受害人被非法关押到马三家教养院。由普教组成的“四防”人
员白天晚上不停地监视着法轮功学员。狱警队长还以如果发现学员炼功学法就给

这些“四防”加期来要挟“四防”为教养院卖力，导致“四防”人员谩骂、毒打和电击法

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经常发生。戚玉玲多次遭到毒打、插鼻管致嗓子都哑了说不

出话，被折磨得皮包骨头。教养院对受害人强行“洗脑”，灌输谎言，企图令受害人

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4/11823.html

案例 58585858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教养院及其打手杨建红、王秦云、李荣、陆文华、孔

玉梅、荣敏、鲁秀英、刘卫、赵秀敏等

基本犯罪事实::::有意培植刑事犯罪人员充当打手迫害受害人、酷刑毒打、使用电棍

（高电压）、铁具、竹棒、木棒、粗针等凶器、剥夺睡觉权利、限制上厕所折磨

受害人

详细情况：马三家教养院专门培养了一批刑事犯罪人员充当他们的帮凶和打手迫

害法轮功学员。普教杨建红打法轮功学员时经常用电棍（高电压）、铁具、竹

棒、木棒等凶器。被她打伤的法轮功学员有数百人之多，此人因迫害法轮功学员

“成绩”突出被提前释放；普教王秦云打法轮功学员是主张昼夜不停的迫害，她通

常使用的凶器是高压电棍等刑具，上刑和体罚也是她的强项；还有沈阳的李荣、朝

阳市的陆文华、凌海市的孔玉梅、荣敏，锦州市的鲁秀英、刘卫、赵秀敏等，她

们为了得到提前释放的奖励，更加残忍的给法轮功学员用酷刑，用各种刑具打，不

许法轮功学员睡觉，一天只让上 1次厕所，有的人还残忍的用粗针扎没“转化”的
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被针扎的浑身是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26/11472.html

案例 59595959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王慧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教养院狱警大队长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体罚、不让睡觉、暴力“洗脑”、以加刑期来要挟刑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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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4/1182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26/11472.html


人毒打受害人致吐血、拉血昏死过去、迫使受害人喝臭水致结果有成百人便水、

便血、掩饰罪恶欺骗前来参观的人

详细情况：狱警大队长用 6根电棍电王慧致说不出话来，暴力威逼王慧写所谓的

“悔过书”。女法轮功学员蒋玉清，被队长以刑加期来要挟刑事犯人打她，蒋玉清

被打得吐血、拉血，身上都散架了，屁股被打得肉都是黑的，她昏死过去很长时

间，然而特务却造谣说她在家就有病。狱警还指使犯人毒打男法轮功学员，连续

打了 18天，皮肉衣服都贴在一起，挑粪干活时就裂开淌血，有的晕倒了。劳教所

天天都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逼着弯腰蹲着体罚，不让睡觉。马三家伙食很差，受

害人都很憔悴、脸蜡黄。有时来人参观，劳教所就给几天好饭缓一缓。狱警队长粉

饰说，你看他们给养得红光满面的。有一次院里停水，狱警队长们都吃以前剩下

来的好水，让法轮功学员去打臭水井里喂猪的水，回来生喝，味道非常臭，又是热

天，不喝不行。结果有成百个学员便水、便血。狱警大队长还加任务干活，加

点、早起晚睡。有一次大队长在 400人会上说：“全国就马三家生活待遇不好，你

们都想做好事，做什么好事呀，那最好的事就是你去死，你知道你死了给国家节

省多少钱和人力、物力吗？这才是真正的好事。”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4/10641.html

案例 60606060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教养院狱警队长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指使“四防”暴打受害人、报复性毒打向前来参观的人揭

露马三家教养院黑幕的受害人、诬陷受害人得精神病、强行灌食破坏神经系统的

药物、非法增加刑期

详细情况::::狱警队长强迫所有人蹲着，谁说声“我错了”就可以站起来，受害人因坚

持信仰被叫到走廊。队长指使“四防”(由犯人组成)对受害人拳打脚踢之后，“四防”
压住受害人的身子，用脚踢受害人的嘴，强迫受害人手钩脚尖蹶着(弯腰头朝下)
。有上级官员来参观时，受害人抓住时机向他们讲清真相，狱警给了受害人几拳

后将受害人领到一个屋中，把受害人外衣脱去用电棍又电脖子，又打后背，3根电

棍轮番几次后，狱警队长还罚受害人到水房擦地砖。强迫受害人干长时间的强体

力劳动，剥夺了睡觉的权利，轮番“洗脑”。狱警队长对坚定信仰的受害人诬陷说

是精神病，受害人被强行带到精神科开了很多药，药物强烈抑制着人的思维，让人

昏昏欲睡，不吃便被几个人强灌，狱警还说：“一直吃到你明白为止。”还给受害

人加刑期。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3/10/8912.html

案例 61616161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姜杰、高砚秋、宋秀婷、许宏君、张玉莲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教养院所长苏晶(境)、副所长邵立(丽)、分队队长戴玉

宏(红)、冯琳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报复性毒打反映被罚情况的受害人致满脸青紫、口鼻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4/10641.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3/10/8912.html


流血、大便失禁、体罚、整夜不准睡觉、凌辱毒打受害人致大腿、小腿、臀部、小

便部呈紫黑色

详细情况：被非法关押在二大队二分队的姜杰经常被狱警冯琳等“四防”人员大的遍

体鳞伤。白天除了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外，晚上还要被毒打、体罚，整夜不准睡

觉等。有一次以冯琳为首的几个犯人将她打了 4、5个小时，揪着头发往墙上撞，

用电棍电头部及全身，最后把打得大便都拉到裤子里了，满脸青紫，鼻子、口流

着血，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姜杰几乎每天都在承受着这种非人的折磨。一次偶然的

机会她遇到了队长苏晶(境)便向其反映了每天被打被罚的情况，反被打的更凶。高

砚秋被分队队长戴玉宏(红)伙同冯琳用电棍毒打后失去记忆、生活不能自理。宋秀

婷经常被副所长邵立邵立、戴玉宏 (红)、冯琳等毒打、辱骂、体罚。还有被非法关

押在二大四分队的许宏君、三分队的张玉莲等几个法轮功学员，每天都被毒打体

罚。有一次在副所长邵立(丽)和 队长指使几个犯人把她们毒打致大腿、小腿、臀

部、小便部呈紫黑色，并且他们采取了残酷的下流的手段：将受害人按在地上，用

绳子捆住其上身，一个人扯一条腿用力向外拉，说要把人拉成两半，然后又卑鄙

下流的打其小便、小腹部位。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3/7/8815.html

案例 62626262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贾乃芝、沈若林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教养院管教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昼夜长期关小号吊铐折磨致受害人出现生命危险

详细情况::::贾乃芝被关小号昼夜吊铐，以致腿肿得有碗口那样粗，因腿肿得不能弯

曲，只能直着腿趴在地上排便。管教不但不让放下来，还把手铐调至最高，就这

样，贾乃芝又被铐在最高档铐了 6昼夜，直到身体出现高烧也没有停止折磨，只

是降低了吊铐的高度。大冷天小号的门窗却大开，还说是为了放味。贾乃芝发烧口

渴要喝水却被拒绝，她说冷要加件衣服也被拒绝。贾乃芝一直被关了 19昼夜的小

号，使得本来身体健康的她严重高烧，心脏出现严重反应，腿肿得不能弯曲，身体

虚弱。因为她不放弃自己的信仰，马三家教养院对她进行进一步的肉体折磨，在

上电刑之前，对她进行身体检查，卫生所的大夫发现她的心脏出现严重问题，暗示

警察让她多喝水、多休息，马三家教养院怕出人命才停止了这次暴行。沈若林被

强迫撅着 19昼夜(指保持头朝下 90度的姿势，一天中除了吃饭、睡觉和大小便的

时间，其它时间一直保持这一姿势，长达每天 17、18个小时)，倒控得两眼充

血，眼球外突，全身浮肿，脚肿得象个大馒头。在她被撅着的痛苦煎熬中，狱警还

嘲笑她说："看，你是什么形像，好人能象这样吗？"狱警看她还没有被“转化”，就

准备对她进行下一个转化程序--上电刑。在上电刑前卫生所检查身体时，也发现心

脏出现严重问题，才取消了电刑折磨。因为她坚决不“转化”，被送到三楼强制劳

动，从早上 7点一直干到晚上 9点，有时加班到深夜。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2/14/803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3/7/88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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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3636363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李淑珍、林素丽、苗丽敏、李小燕、赵雪、刘霞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李淑珍被罚蹲方块致晕倒在地，脸被狱警们打肿，所谓蹲方块，就是人

被限制在大约 30厘米见方的地砖内长时间蹲着，头要抬起，脚不能越线，否则就

被拳打脚踢，揪头发，打嘴巴。一般人蹲上 2、3分钟就会满头大汗，可狱警竟让

法轮功学员一连蹲上 16、17个小时，后被送到三楼强制劳动。林素丽、苗丽敏也

被送到三楼强制劳动。李小燕、赵雪、刘霞等曾被罚蹲墙角、用电棍打。所谓蹲

墙角，就是用几个桌子将学员堵在墙角的狭小空间里，只容一个人蹲在里头，全身

动弹不得。要蹲很长时间，直到身体出现严重反应才会停止。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2/14/8039.html

案例 64646464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三家教养院 18名女法轮功学员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在 2000年 10月强行将 18名女法轮功学员剥光衣服投

入男罪犯牢房、掩盖犯罪

详细情况::::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监狱狱警，将 18名女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投入

男牢房，与男犯人同居一室，其后果令人发指。许多女法轮功学员告诉亲人：“你
们想象不到这里的凶残，邪恶......”马三家教养院惧怕此事泄露，至今未释放一名

法轮功学员。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0/9/3/256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0/17/925.html#chinanews1017-2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0/24/784.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2/5/209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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