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济南市女子劳教

所))))恶人恶行录

1999年 4月 25日-2003年 10月 6日

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以下简称济南女子劳教所)位于济南市浆水泉路 20号，劳

教所所长姜丽杭。自 1999年以来，济南女子劳教所追随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对

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残酷的折磨和“洗脑”。该劳教所的警察们残酷迫害法轮功学

员。截止 2002年 12月底，据不完全统计，济南女子劳教所至少有 2名法轮功学

员被迫害致死(见案例 1-2）。为达到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目的，济南女子劳教

所采取多种惨无人道的精神和肉体摧残，精神摧残包括强迫写放弃修炼的“保
证”，强制灌输诋毁法轮功的宣传。肉体折磨方式主要有高压电棍电击、长时间剥

夺睡眠、灌食、毒打、强迫体罚、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关“禁闭室”等。济南

女子劳教所还自制了一种叫做“束缚带”的酷刑，专门用于摧残法轮功学员(即：捆

绑手、脚，双臂、双腿同时分开，被分别吊在双层上下铺的床头、床脚四个位置

上，由于地面光滑，双腿被有意分的过大，撑不住身体的重量，两腿便不由自主的

向两边分开，且越分越大。为了支撑住身体，双腿又不得不尽量往回收，尽全力

不让它分开。不然的话，因为上肢也被分开吊在上面，如果下肢支撑不住，全身的

重量就会完全由上肢承负，这样，上肢就会被“束缚带”越勒越紧，异常痛苦。同

时在腰部也悬起了另一根束缚带，当双腿向两边分开滑下去时，恶人将腰部带子猛

地拎起，使身体猛然一下呈“反弓头”，似“五马分尸”，痛苦异常。为了防止被害

者出声，又用了一个束缚带，将嘴勒上)。济南女子劳教所原来非法关押有 200余
人，2000年国庆刚过不久，猛增到 700多人，其中，95%以上是法轮功学员。为

了挣外汇，为了多发奖金，劳教所逼迫法轮功学员天天加班加点地干活，甚至干到

通宵。2002年上半年，劳教所盈利 570,000元。劳教所主要给潍坊昌邑利得尔有

限总公司加工、缝制被子。这个厂家与十几个国家有业务联系，做的被子出口日

本、南韩等十多个国家。同时劳教所还与济南“天一印务”厂家有联系，法轮功学

员被强制给贴商标，贴的是“北京降压 0”“双鹤”商标。劳教所还与长青、威海等

4、5个厂家有业务联系。

主要犯罪人员

所长：姜丽杭、刘 X
副所长：王庆和

一大队队长：王淑贞(音)
三大队副大队长：鲍洪兴

三大队一中队教导员：崔巍

四大队队长：杨 X



科长：王 X
警察：许瑞菊、邓文英

案例 111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于莲春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杨 X(济南市女子劳教所四大队队长)、刘 X(所长)
基本犯罪事实：被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2000年 2月初，山东华能德州电厂厂长兼党委书记郭良、副书记高振

之和警察绑架于莲春，并将其非法判劳教 3年，劫持到济南市女子劳教所。在劳

教所里，于莲春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四大队队长杨某亲自动手用电棍电击于莲春，

还唆使犯人、犹大和队长参与迫害；如：辱骂、人身攻击、威吓、殴打、用电棍

电或用其它令人恐怖的手段威逼等。一次吃晚饭时，于莲春被拖抬到车间，大队长

杨某和值班队长一直跟在后面看着这一切，并对于莲春说：“别躺在地上装死。”
然后扭头就回到办公室吃饭去了。那时于莲春仰面躺在地上，苍白的脸上有青紫

色，嘴歪在一边，脸已经变形，上衣被撸到胸部以上，裸露出内衣和胸膛；裤子

也开了，露出小肚子。她的胸前有大片的青黑色，裤子也尿湿了。参与迫害于莲春

的犹大有：英霞、庄丽、苏丽丽、张秀玲、陈丽丽、马胜春、周春英等，他们用

板子、凳子、鞋底、手、脚、拳头拚命地打于莲春的头、脸、胸。后来于莲春被打

得躺在地上，又把她拖起来继续轮换着毒打。 2000年 12月份，于莲春在济南市女

子劳教所四大队被迫害致死。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9/11/57176p.html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yulianchun0807.html

案例 222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徐桂芹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王 X(科长)
基本犯罪事实：被殴打、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被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2001年腊月，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徐桂芹，并被非法送入山东省第一

女子劳教所一大队，被非法判劳教 1年。期间，遭受到野蛮殴打、罚站、不让睡

觉、弯腰成 90度、延长劳动时间等迫害。有一次，警察王科长(男)欺骗说：“有真

修法轮功的，从这边走到那边，就可以享受自由学法炼功的权利。”徐桂芹就走到

那边去，结果被警察王科长打得死去活来，昏迷不醒；其后又遭到多次毒打。在被

释放前 2天，因拒绝表态放弃信仰再遭毒打，并被警察注射了 4瓶破坏中枢神经

的药物。回家后，徐桂芹精神逐步失常，第九天即 2002年农历十一月初七被迫害

致死。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3/5/8/4987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9/11/57176p.html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yulianchun0807.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3/5/8/49878.html


案例 333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姜丽杭(济南市女子劳教所所长)
基本犯罪事实：被强迫长时间超负荷劳动

详细情况：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为了挣外汇、多发奖金，逼迫被非法关押的法

轮功学员天天加班加点地干活。2002年上半年，劳教所盈利 570,000元。法轮功

学员天天晚上加班到 11、12点，回到宿舍还被逼迫写所谓的感想，有的法轮功学

员因长期加班加点身体不支，晕倒在车间是常有的事。劳教所主要给潍坊昌邑利

得尔有限总公司加工、缝制被子。这个厂家与十几个国家有业务联系，做的被子出

口日本、南韩等十多个国家。同时劳教所还与济南“天一印务”厂家有联系，法轮

功学员被强制给贴商标，贴的是“北京降压 0”“双鹤”商标。劳教所还与长青、威海

等 4、5个厂家有业务联系。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17/52410.html

案例 444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甲(名字不详)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强行“洗脑”、被“束缚带”酷刑折磨、被毒打、被关“禁闭室”、被

强行灌食等

详细情况：99年 11月，北京警察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甲；2000年初，甲被非法

送往山东济南女子劳教所。在劳教所里，管教以威胁、欺骗、强行“洗脑”、逼迫

写所谓的“三书”、关“禁闭室”、毒打等手段残害法轮功学员。劳教所自制了一种叫

做“束缚带”的刑具(即：捆绑手、脚、双臂、双腿同时分开，被分别吊在双层上下

铺的床头、床脚四个位置上，由于地面光滑，双腿被有意分的过大，撑不住身体的

重量，两腿便不由自主的向两边分开，且越分越大。为了支撑住身体，双腿又不

得不尽量往回收，尽全力不让它分开。不然的话，因为上肢也被分开吊在上面，如

果下肢支撑不住，全身的重量就会完全由上肢承负，这样，上肢就会被“束缚带”
越勒越紧，异常痛苦。同时在腰部也悬起了另一根束缚带，当双腿向两边分开滑下

去时，警察将腰部带子猛地拎起，使身体猛然一下呈“反弓头”，似“五马分尸”，
痛苦异常。为了防止被害者出声，又用了一个束缚带，将嘴勒上)，专门用于摧残

法轮功学员，有的当场被吊昏过去。2000年 10月刚过，大批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

关押。劳教所出动大批男女干警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和强制“转化”。劳教所原来

关押有 200余人，现猛增到 700多人，而且还在不停地增加，其中，95%以上是

法轮功学员。2000年冬夜，干警指使犯人打手使用“束缚带”折磨法轮功学员甲。

2001年春节刚过，干警对其又一次的不分昼夜地强制“洗脑”。其间，派十余人对

其进行围攻式地说教，不准睡觉，不准洗漱，不准上厕所，使用鞋、凳子等对其毒

打，致使其整个头颅全部肿胀，前额可怕地鼓出，腰部被严重打伤，日常起居无

法自理。7月 4号，法轮功学员甲开始了长达 9个月的绝食抗议迫害；其间，被强

制灌食，曾发生过管子误插入气管。在绝食期间，曾数次被送往济南监管医院进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17/52410.html


行强制输液。由於其被迫害得身体非常虚弱，已完全丧失活动能力，劳教所怕担负

法律责任，打电话让家人将其接回。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0/14/38001.html

案例 555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女一所、许瑞菊(警察)、邓文英(警察)
基本犯罪事实：被强制“洗脑”、被强迫超负荷劳动等

详细情况：济南女一所现仍非法关押 200至 300名法轮功学员，警察对法轮功学

员进行强制“洗脑”，并指使犹大参与迫害。一般采取 2个对 1个、多时 3至 6个
围攻一个法轮功学员，黑白倒班几天几夜不让合眼进行迫害。警察许瑞菊、邓文英

不让法轮功学员互相交谈，并强迫法轮功学员看有关诬陷法轮功的报导，强迫法

轮功学员超负荷的劳动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7/17/54118.html

案例 666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双手反铐、被吊着打、不让睡觉、被强制“洗脑”、被强迫超负荷

劳动等

详细情况：济南市女子劳教所使用各种酷刑威逼法轮功学员“转化”，如：把双手反

铐、吊着打、不让睡觉等，一睡就打，指使犯人轮流值班。在劳教所里，警察对

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洗脑”，每天被强迫超负荷劳动，没有任何人身自由。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30/56524.html

案例 777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小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王淑贞(音)(一大队长)
基本犯罪事实：被关进禁闭室、被非人折磨

详细情况：2002年，一大队长王淑贞(音)将王小琳关进禁闭室，戴上刑具。在禁闭

室，王小琳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几天后，王小琳的双脚脖子上起了很多血泡。至

今，她腿上的伤疤还非常地明显。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17/52410.html

案例 888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丁丽华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0/14/38001.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7/17/5411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7/17/5411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30/56524.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17/52410.html


基本犯罪事实：被绑架、被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2003年 2月 28日，山东省临邑县公安局“610”绑架丁丽华，当天被送

往济南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详情有待进一步调查。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17/52418.html#chinanews0617-15

案例 999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于露萍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济宁看守所、莱芜看守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抓捕、被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在梁山县汽车站，警察非法抓捕于露萍，并被非法关押在济宁看守

所，后被转至莱芜看守所，最后被劫持于济南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现在，于露

萍被迫害得身体极度虚弱，生命垂危，但劳教所仍拒不放人。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13/44490.html#chinanews-02132003-1

案例 1010101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佩梅、高玉莲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非法判刑

详细情况：2002年 10月，济南市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张佩梅、高玉莲，并被非法

判劳教。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4/43977.html

案例 1111111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福香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莱芜看守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抓捕、被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莱芜市莱城区高庄街道办、派出所、村委、莱城公安分局警察对张福

香进行骚扰、盯哨。2002年 5月 20日左右，“610”将张福香劫持到“洗脑班”，张

福香绝食抗议非法关押，闯出了“洗脑班”，被迫流离失所。9月 25日凌晨，又被

莱芜公安 110非法抓捕，被非法关押在莱芜看守所。2002年 10月被非法判劳教，

现被非法关押在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4/43977.html

案例 1212121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白淑花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淄博王村劳教所、莱钢新兴大厦开办的

洗脑班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抓捕、被强制洗脑；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17/5241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13/4449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4/4397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4/43977.html


详细情况：警察非法抓捕白淑花，她先后被非法关押在济南女子劳教所和淄博王

村劳教所，遭受精神摧残、强制“洗脑”。回家后，又被绑架到莱钢新兴大厦开办

的“洗脑班”，现被折磨至精神失常接回家中。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4/43977.html

案例 1313131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爱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抓捕、被非法判刑

详细情况：2001年 12月 23日，警察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刘爱芳，后被非法判劳

教，被非法关押在济南市女子劳教所。在劳教所里，警察曾以不让睡觉等各种手

段对其进行摧残。到目前为止，刘爱芳已绝食抗议迫害 5个月，生命垂危，但警察

仍不放人，还向其家人索要钱财，不让与其家人见面。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9/42491.html#chinanews-20030109-4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8/39277.html

案例 1414141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品杰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抓捕、被非法判刑、被强制“洗脑”、被强迫超负荷劳动

详细情况：1919191999年 7.20以后，当地派出所非法刑事拘留刘品杰，并非法进行抄

家；释放后仍派专人长期监视；2000年秋天，为了摆脱骚扰离家出走；2001年 1
月 1日，在北京被非法拘留，2001年 4月，被非法判劳教 3年，被非法关押在济

南女子劳教所一大队。刘品杰在一年中 2次被非法加刑，被强制每天“洗脑”，同

时每天被强迫超负荷劳动十几个小时，没有通信自由，经常被禁止于家属见面。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4/42186.html

案例 1515151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常新红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抓捕、身体被严重摧残

详细情况：济南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常新红，并迫害致重病，劳教所怕担负法律

责任将其释放，但现在又被非法抓捕。具体详情，有待进一步调查。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29/40183.html#chinanews-20021129-7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4/4397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4/4397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9/424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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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616161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强行“洗脑”、被体罚、被毒打、被强迫长时间超强度体力劳动、

被强行灌食等

详细情况：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简称济南女子劳教所)内大约非法关押着 700余
名法轮功学员。警察指派 3、4个犹大围住一名新被绑架入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进

行强行“洗脑”，逼迫写所谓的“三书”。劳教所警察采用车轮战术、体罚、毒打、强

迫长时间超强度体力劳动、强行灌食、强行灌输污蔑大法的言论等手段迫害法轮

功学员。其中有一个 4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被折磨得腰椎损坏，不能直立行走，疼

得连觉都睡不着，劳教所既不给医治也不让回家治疗。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2/25/2561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19/12271.html#chinanews0619-5

案例 1717171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杨杰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抓捕、被强迫“洗脑”
详细情况：2002年元旦期间，北京警察非法抓捕杨杰；杨杰被送回莱钢集团后，

一直被非法关押在该单位巡警队里；2002年春节前夕，莱钢相关人员强行将其送

到济南女子劳教所，进行强迫“洗脑”。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2/19/25257.html#chinanews0219-15

案例 1818181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满丽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判刑

详细情况：2001年 9月初，济南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满丽，并被非法判劳教

3年。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30/20622.html

案例 1919191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婧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莱芜看守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判刑、被毒打等

详细情况：2001年 3月，北京警察非法抓捕王婧，后被非法关押在莱芜看守所。

警察对其施用各种刑罚、逼供、毒打等流氓手段，年仅 16岁的女孩子被残酷折磨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2/25/2561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19/12271.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2/19/2525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30/20622.html


得体无完肤；4月份被强行送进济南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判劳教 3年。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29/20603.html

案例 2020202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周秀芹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判刑、被非法罚款

详细情况：2000年腊月 28日，济南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周秀芹，并被非法判劳教

3年，被非法罚款 2,300元，被单位非法停发一年工资。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29/20603.html

案例 2121212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陈静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2001年 1月，济南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陈静，并被非法判劳教。具体

详情，有待进一步调查。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29/20603.html

案例 2222222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任凤霞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判刑

详细情况：目前，济南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任凤霞，并被非法判劳教 3年。具体

详情，有待进一步调查。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10/19418.html#chinanews1110-8

案例 2323232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通芹、李凤芹、马玉玲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毒打、被强行“洗脑”等
详细情况：济南女子劳教所(原戒毒所)非法关押着王通芹、李凤芹、马玉玲等。在

劳教所里，警察指使犯人参与迫害，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行“洗脑”、强迫长时间

坐马扎、被体罚、遭毒打、强迫长时间劳动，法轮功学员过着非人的生活，遭受着

肉体与精神上的折磨。其中，王通芹被警察用坚硬的皮鞋后跟击打头部，致使头

破血流。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31/157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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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424242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电棍电、被吊等

详细情况：山东济南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 600多人，小的只有十几岁

还没有毕业的女学生，大的有 60、70岁的老人。在不到 10平方米的房间非法关押

14、15人。警察对法轮功学员采用围攻、威逼、欺骗、暴力等手法进行迫害。有

的法轮功学员被双手吊起，有的被电棍电得肉都烂了，有的被折磨得失去知

觉……。有一个大队在地下室干活，100多人被关进去，每天工作量长达十几个小

时，再加上空气不流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经常晕倒。大多数的活是装铅笔，

有一次刷金粉，因化学成份含毒太高，100多人中毒。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7/18/13597.html#chinanews0718-7

案例 2525252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缪宪民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济南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缪宪民，具体详情有待进一步调查。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7/11/13211.html#chinanews0711-15

案例 2626262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山东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山东女子劳教所 5个中队，非法关押着 600多名来自山东各地的法轮

功学员。因不断有新的法轮功学员被送往这里，已容纳不下，便提前释放了犯有

卖淫、偷窃、诈骗等性质的劳教人员，腾出地方，用来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据可

靠消息：有数 10名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已秘密失踪，不知去向；又据悉，江

氏集团最近又实行了新的政策，对拒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秘密判刑，发往新疆大

西北监狱。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18/11220.html

案例 2727272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于兆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济南市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于兆艳，并被非法判劳教 3年。具体详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7/18/1359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7/11/13211.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18/11220.html


情，有待进一步调查。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4/15/9943.html

案例 2828282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美丽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抄家

详细情况：1999年公安人员非法抓捕刘美丽，被非法关押在南流镇派出所；2000
年 1月，被非法抄家，被非法判劳教 3年，现关押在济南女子劳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3/15/9052.html

案例 2929292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郎秀莲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抄家

详细情况：2000年公安人员非法抓捕郎秀莲，被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判劳教

3年，现关押在济南女子劳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3/15/9052.html

案例 3030303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娄红梅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2000年 10月，警察强行将娄红梅送至济南市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具

体详情，有待进一步调查。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30/7481.html

案例 3131313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伟华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2000年 7月上旬，王伟华去北京上访被非法抓回后，被非法关押在煤

矿派出所。同年 10月，再次被煤矿派出所非法抓捕，并对其进行残酷虐待，被毒

打致全身黑紫，多次昏死，打手用冷水将其泼醒再打。以至被送往当地看守所时，

因伤势过重，看守所拒绝接收。 2000年 10月 28日，王伟华被非法判劳教 3年，

现被非法关押在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2/63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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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232323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素美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2000年 10月 28日，济南市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王素美，并被非法判

劳教 3年。具体详情，有待进一步调查。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2/6349.html

案例 3333333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臻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绑架、被非法判刑

详细情况：2000年 10月 27日晚上，奎文分局潍洲路派出所的王所长和姜所长强

行闯入王臻的家中，将她绑架。后来经查证，王臻已被送往山东济南女子劳教所

非法关押，并被非法判劳教 1年。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2/7/3962.html

案例 3434343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马青、毕自敏、荆桂霞、薛子清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非法判刑

详细情况：2000年 10月 1日，北京警察非法抓捕马青、毕自敏、荆桂霞、薛子

清；后被非法判劳教 3年，现被非法关押在山东济南市女子教养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1/21/747.html#chinanews1121-9

案例 3535353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金香、常晨晨、宗玲、周继红、荆桂霞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非法判刑

详细情况：山东济南市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王金香、常晨晨、宗玲、周继红、荆

桂霞，并被非法判劳教 3年。具体详情，有待进一步调查。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1/21/747.html#chinanews1121-9

案例 3636363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拒绝家属探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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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情况：山东省济南市女子劳教所规定，凡是法轮功学员，一律拒绝家属探

视，说是正在等待上级指示。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0/11/10/255.html

案例 3737373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陈丽丽(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电击

详细情况：济南市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陈丽丽。在劳教所里，4个队长曾同时使用

8条电棍电击法轮功学员。大热天时，将法轮功学员的手脚从体后绑住，把头按在

床上且压上枕头，再盖上被子；年仅 19岁的陈丽丽的两条胳膊、前胸都被电烂

了，在炎热的夏天起满了水泡。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0/8/4/3306.html

案例 3838383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马玉莲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第一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非法判刑

详细情况：2002年年底，泰安市警察非法抓捕马玉莲，被关进肥城“洗脑班”强行

“洗脑”，期间遭到警察的残酷折磨，并对她进行非法抄家。2003年 1月底，警察

又将她非法抓捕，送入济南第一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判劳教 3年。具体详情，有待

进一步调查。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3/4/45783.html#chinanews0304-23

案例 3939393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于兆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第一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非法判刑

详细情况：1999年 7.20以后，警察非法抓捕于兆艳，并在拘留所和看守所被非法

关押几个月，几次被非法抄家。 2000年秋天，洪凝镇政保主任席长思将于兆艳非

法强行带到公安局，后被非法判劳教 3年，被非法关押在济南第一女子劳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5/45812.html

案例 4040404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杨秀梅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济南市女子第一劳教所、日照市公安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判刑、被酷刑折磨

详细情况：1999年 7.20以后，日照市公安局非法抓捕杨秀梅，并施以酷刑、巨额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0/11/10/2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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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2000年秋天，杨秀梅被非法判劳教 3年，被非法关押在济南市女子第一劳

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5/458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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