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儒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基本

犯罪事实

2001年 5月 - 2004年 9月 17日

福建省儒江劳教所位于福州马尾快安，邮编 350015350015350015350015，电话：3971629-81813971629-81813971629-81813971629-8181，专管

队电 话：0591059105910591－3970666397066639706663970666－8367836783678367。福州儒江劳教所自 1999199919991999年以来追随江泽民政治

流氓集团，对法轮功修炼者采用强制洗脑、恐吓、禁闭、火烧、电击、加期、殴

打、体罚等非人手段折磨法轮功学员，妄图达到强迫他们放弃信仰的目地；还唆

使劳教犯人任意殴打法轮功学员。该所知法犯法，惟恐罪行暴露，当有外界来参

观时，竟将所有法轮功学员藏进储藏间。狱警指使劳教犯人殴打张国庆，造成重

伤，2004200420042004年 1111月 31313131日抢救无效死亡。

主要涉嫌犯罪警察：胡波(福州儒江劳教所“专管队”队长)、五中队队长、九中队

队长(警号：35111号)等；

案例 111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国庆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福州儒江劳教所专管队、二大队二中队

基本犯罪事实：被殴打致死；

详细情况：张国庆，男，籍贯河北省，1945年出生，今年 60岁，原为副营级部队

转业干部，转业到福建漳州水仙花牌冰箱厂工作，后任生产技术科副科长、助理

工程师。2003年 5月 31日，张国庆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绑架并非法劳教两

年。6月份张国庆因抵制专管队恶警的迫害，绝食抗议，被强制送福州建新医院灌

食。8月份转到儒江劳教所二大队二中队。在此期间，干警以加减刑期和劳动量为

诱饵，胁迫和纵容劳教人员林君毅等多人殴打大法弟子。2003年 10月到 2004年
1月，犯人打手们几乎天天殴打张国庆，其他法轮功学员看到后向中队警察和大队

长刘某反映此事，均没有回音。 2004年 1月 19日，张国庆被殴打得内伤严重，送

福州建新医院抢救，医院草草应付，当日返回。于 1月 29日张国庆出现生命危

险，再次送福州建新医院抢救，2004年 1月 31日抢救无效死亡。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3/12/69741p.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3/15/46051p.html (英文版)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7/27/80408p.html

案例 222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兆利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五中队队长、九中队队长(警号：35111号)；

https://www.zhuichaguoji.org/print/415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3/12/69741p.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3/15/46051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7/27/80408p.html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判劳教、被酷刑折磨等；

详细情况：2001年福建宁德浦城县公安绑架法轮功学员张兆利，后被转入福州儒

江劳教所，并被非法判劳教两年。在劳教所里，恶警对其酷刑折磨；2002年 5月
13日，五中队队长用开水从头上倒下来烫他，还动手打他。张兆利绝食抗议迫

害，恶警就强行灌食灌药，致使其疼痛难忍，全身酸软。在九中队，中队队长

（警号：35111号）和某干警（警号：35111号）经常对其拳打脚踢，用电棍电，

有一次还叫犯人打，吊铐几天不许睡觉。张兆利在残酷的迫害中坚强不屈，最终

堂堂正正出劳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29/51245.html#nbrief-05292003-7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28/51184.html#chinanews-05282003-9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25/47080.html

案例 333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福州儒江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强行洗脑、被毒打、被强行灌食等；

详细情况：在福州儒江劳教所里，不法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惨无人道的精神和

肉体上的折磨，采用延长劳动时间、不让睡觉、限制大小便、不让洗漱等手段逼

迫法轮功学员写所谓的保证书和悔过书，还指使在押犯人毒打法轮功学员；刚被

绑架进去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强制送到所谓的“转化专管队”。不法警察对拒绝放弃信

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采取加期、强行送入台屿女子劳教所强制洗脑等手

段加重迫害。一些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非人的迫害，被双手、双脚绑在铁床上铐起

来，用一根橡皮管从鼻孔插入胃里，被强行灌食。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16/50497.html

案例 444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左福生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福州儒江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强迫重体力劳动、被酷刑折磨等；

详细情况：福州儒江劳教所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左福生，并非法判劳教一年。在

被非法关押期间，恶警强迫其参加每天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并被酷刑

折磨，如被强迫双手高举全身贴墙站立、被强迫弯腰半蹲，被关禁闭室、被打等

等，还被两次延期半年，后堂堂正正出来。出来后又受到非法监控、跟踪，2002
年 11月初再次被劫持，现在情况不明，据说再次被非法判劳教两年。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25/47080.html

案例 555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谢克峰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福州儒江劳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29/5124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28/51184.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25/4708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16/5049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25/47080.html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判劳教、被毒打、被体罚等；

详细情况：2000年 12月北京不法警察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谢克峰，2001年初被

送入福州儒江劳教所专管队，被非法判劳教两年。2001年 2月底，专管队里的恶

警强迫谢克峰面壁(额头、鼻子尖、脚尖紧帖墙壁)三天三夜，接着把谢克峰双手铐

起来拉到七楼，指使犯人对其毒打，并且悬赏：谁能打垮谢克峰，减期 40天。谢

克峰被打得口吐鲜血，不省人事。2001年 8月，恶警每天只让他睡 2-3小时，妄

想摧毁他坚修大法的意志，他绝食抗议迫害。谢克峰现仍被 24小时监视，完全失

去了言论和行动的自由。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13/34742.html#nbrief-0813-4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12/3467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17/19798.html#tianzai1117-3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15/12120.html

案例 666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念孝鹏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福州儒江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恶警对法轮功学员念孝鹏施以火烧、电击、剥夺睡眠、毒打等酷

刑；

详细情况：2000年 9月，福州儒江劳教所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念孝鹏(中国留日学

生)。在儒江劳教所“专管队”里，念孝鹏受尽了非人的折磨，恶警曾对其施以火

烧、电击、剥夺睡眠、强迫面壁、毒打等酷刑，现仍被劫持在劳教所里遭受着迫

害。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7/15/33323.html#nbrief-0715-4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7/14/33300.html#chinanews-20020714-3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15/12120.html

案例 777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陈红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福州儒江劳教所“专管队”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强行洗脑等；

详细情况：福州儒江劳教所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陈红阳。儒江劳教所“专管队”强
迫其洗脑，陈红阳绝食抗议迫害，后被送到福州建新医院，因被迫害得生命垂危，

劳教所怕担负法律责任，发出“病危通知书”，才叫家人领回，至今生死不明。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1/25795.html

案例 888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陈衡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胡波(福州儒江劳教所“专管队”队长)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强行洗脑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13/34742.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12/3467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17/1979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15/1212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7/15/3332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7/14/3330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15/1212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1/25795.html


详细情况：福建儒江劳教所“专管队”队长胡波，为了立功、晋级，充当迫害法轮功

学员的急先锋。在 2000～2001年期间，对法轮功学员使用残酷手段恐吓、禁闭、

加期、殴打、体罚妄图达到强迫他们放弃信仰的目的。禁闭期最长达两个月，组织

干警和指使劳教人员、动用刑具（手铐、电棍等）殴打、折磨法轮功学员。胡波

本人亲自用电棍电击 18岁法轮功学员陈衡，并纵容其他劳教人员殴打陈衡，陈衡

被打至昏死而后精神失常。众多法轮功学员被迫每天罚站 16小时，持续达 3个月

之久，连续昼夜罚站不准睡觉，造成许多法轮功学员的双腿甚至全身浮肿，不能行

走和正常排便。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1/2579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11/1091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15/12120.html

案例 999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陈建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福州儒江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迫超负荷劳动、被迫体罚等；

详细情况：福州儒江劳教所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陈建，并非法判劳教一年。在被

非法关押期间，恶警强迫其每天重体力劳动长达十七个小时，以致双腿及全身严

重浮肿。在此情况下，暴徒强迫他绕操场跑步两个小时，此外，又将其双手横

扣，强迫其十字站立连续十几天，一刻都不准睡觉。之后，暴徒又强制其长期罚

站，狱卒还唆使犯人对其二十四小时监管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22/2005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15/12120.html

案例 1010101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思铨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福州儒江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迫体罚、被电击、被毒打等；

详细情况：福州儒江劳教所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张思铨，并非法判劳教一年。在

被非法关押期间，恶警将其双手横扣，使用电刑，拳打脚踢以致其遍体鳞伤，牙

床损坏；之后，又被强迫面壁站立，连续十余天，不允许睡觉，对其进行精神及肉

体上的折磨。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22/2005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15/12120.html

案例 1111111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赖晓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福州儒江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非法判劳教；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1/2579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11/1091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15/1212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22/2005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15/1212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22/2005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15/12120.html


详细情况：福州市仓山区“转化学习班”绑架法轮功学员赖晓辉，后被非法判劳教

一年，现被非法关押在福州儒江劳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11/10910.html

案例 1212121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阙(字不清楚)善忠、周天义、谢会展、童雪升、游灿良、陈进

华、陈洪杨、陈依通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胡波(福州儒江劳教所“专管队”队长)等；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判劳教、被强迫体罚、被 24小时监管、被随意打骂、被打

火机烫等；

详细情况：福州儒江劳教所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阙(字不清楚)善忠、周天义、谢会

展、童雪升、游灿良、陈进华、陈洪杨，陈依通等，并被非法判劳教一年。胡波

等恶警曾强行扒光法轮功学员的衣服查找“经文”，法轮功学员被强迫体罚、不让睡

觉、被 24小时监管、被随意打骂、被打火机烫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11/10910.html

案例 1313131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陈咄华、张国庆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福州儒江劳教所专管队，李 XX（专管队），吴 XX（医务室

副科长）

基本犯罪事实：陈咄华被迫害生命垂危、张国庆被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福建省南平市大法弟子陈咄华，为抗议非法关押，在福建福州儒江劳

教所绝食，出现生命垂危，被送咄劳教所医院。2004年 2月 13日，陈咄华出院后

又被安排在专管队，此专管队是该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最严重的地方。出院后他又

开始绝食，2月 18日晚由专管队李干部带到卫生所灌食，由医务室的吴副科长负

责。到这时，陈咄华已是绝食五天，身体极其虚弱，吴副科长在给陈咄华灌食时，

还故意将灌食用的管子时而插入喉咙，时而拔出，反复折磨陈咄华。灌完食后，

李干部还对吴副科长说：“要不要将此人送到精神病院。”吴说：“这种人不要管

他，让他去死。”在 4月初他本人表示他太阳穴两侧常胀痛，双目无神，记忆力很

差，每天咄食量很少，自感觉常常处于死亡线边。六旬大法弟子张国庆就是在福州

儒江劳教所被殴打致死的（明慧网 2004年 3月 12日曾报道过），陈咄华在帮张国

庆换衣服时，发现他已站不起来，身上有被打的痕迹。2月 1日，张国庆在建新医

院去世。2月 2日恶警做假病历说张国庆是患有骨癌，缺少营养而导致死亡，企图

推卸责任。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19/7504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6/7/48984p.html (英文版)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11/1091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11/1091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19/7504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6/7/48984p.html


案例 1414141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甲、孔水平、陈岳标；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狱警李某、郑某、陈某、林璋（副队长）；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劳教一年半；随意打人，精神折磨、体罚、关禁闭室、劳动

迫害，非法加期；

详细情况：2002年，甲被非法劳教送到福州儒江劳教所，又受尽了种种非人的迫

害。

（1111）随意打人，精神折磨

到了劳教所后，甲被送到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谓专管队。不久，狱警李某叫甲

到办公室谈话，甲说他是被迫害的，李某突然嘴里说着：“我就给你德！”狠命的

一巴掌打在甲的左耳上。另一次讲话，当甲说：“毛主席也讲过善有善报，恶有恶

报。”狱警郑某大声问甲是不是劳教人员，甲说他没有犯法，这是对他的迫害，郑

某走过来一掌甩在甲的左脸上。据说去年四五月该所政委胡波去了北京，学来折

磨人的手段，把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关在号房里，搬来一个一米高的大音箱，大小共

有七八个喇叭，摆在号房门口，对着号房，音量调到最大，那声音大得象雷鸣，

震得人头昏脑胀，直想呕吐。整天播放邪恶的谣言，进行精神摧残。

（2222）声援其他法轮功学员，横遭体罚

2002年 5月底，狱警偷偷地把两个法轮功学员（孔水平、陈岳标）调到二楼卫生

间进行封闭式暴力“转化”，有个吸毒人员跟甲讲：这两个法轮功学员被逼每天从

早上一直站到第二天凌晨 3点多，不让休息，实在撑不住蹲下去，就被受支使来看

管的劳教犯拳打脚踢，惨不忍睹。

到 6月 21日，某功友到一楼食堂吃饭，经过二楼楼梯，听到“砰砰”打人声，跟着

听到同修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每天都听到好多次。甲再不能忍受，就

站出来抗议狱警。晚上，两个恶警来讯问甲，做笔录。一直逼问谁说那两位学员受

虐待的，把桌子拍得山响，叫甲蹲着，还叫来两个劳教人员将甲强行按在地上，

甲坚决不从，一直到 12点。第二天，早饭后，刘、陈两狱警把甲带到办公室里面

的卧室，把两道门都关上，狱警刘某凶相毕露说：“听说你很嚣张，我今天就要挫

挫你”边说边脱下警服，抡起胳膊要打甲，空调间温度很低，甲全身发抖，狱警陈

某得意地说：现在害怕啦。甲说：“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有什么好

怕的。”马上甲不再发抖了，很坦然地与他们论理。狱警胡波突然从门口冲进来，

大拍办公桌，大声叫甲蹲下，加剧对甲的迫害。

（4444）禁闭室里，人间地狱

折腾了一上午，他们四五人把甲拉下楼，要关甲禁闭，甲拼命挣扎，大声呼喊：

“法轮大法好！……。”劳教人员手慌脚乱，拼命捂甲的嘴。甲被关进禁闭室，一

进去什么都看不见，闷得大汗淋漓，从顶到地大概两米高，放着一个马桶，水泥床

刚好一人长，宽刚能平躺，没有窗，铁门只有可进出一小碗的透气孔，空气又闷



又浑浊，蚊子又多，水泥床上一条床单恶臭扑鼻，真是人间地狱。狱警拿着手电从

门孔往里照，得意地问味道怎么样，还讲准备拿电棍到禁闭室来电甲。到第五

天，看守说：副队长林璋要甲写悔过书，认罪认错就可以出去。甲跟他讲，我没有

错，是他们违反法律，体罚虐待我们学员，我只是向他们提建议，他们却反过来

打甲折磨甲。鼓楼区检察院儒江劳教所检察室李主任来劝我吃饭，我答应不再绝

食。胡波带了几个劳教人员来做笔录，我说郑狱警打我，我不服。他叫嚣着：你

可以去告啊！那劳教人员在他的暗示下，笔录又是伪造完成。关了我十二天禁闭

后，管教科把我调离专管队到一中队。

（5555）劳动迫害，非法加期

在一中队，劳教人员被强迫劳动时间很长，白天干活，晚上加班到十二点，甚至通

宵，以劳动代惩罚。 10月中，甲又被调回专管队，队里经常唆使劳教人员打人。

专管队里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一直进行精神和肉体折磨，控制睡眠。2003年，因

甲揭发他们执法犯法，被非法加期 50天。数月以后，甲终于堂堂正正地走出了这

人间地狱。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0/31/5983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0/31/598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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