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迫害法轮功

学员的基本犯罪事实

1999年 4月 25日 - 2004年 11月 6日

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所长高利国（音），副所长胡国荣、周某，政委邓小

雄，纪委书记唐岳红。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原来是湖南省开关总厂，坐落在

三面环山的阴暗角落里，地处长沙市天心区域。原来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共有 11
个分队，在 2000年 7月 28日又增设了一个 7•28大队，此大队专门用来关押湖南

省各地被非法判劳教、判刑的法轮功男学员。在 2003年 7月，“日”字楼(楼的形状

象个日字)修建完毕，各队相继搬迁到“日”字楼后，入教队和七二八大队合并为现

在的七大队。

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使用的“约束衣”酷刑，是中央“610”办公

室及其操纵下的司法部专为迫害法轮功而向全国劳教系统推广使用的。据报道，全

国各地已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约束衣”酷刑活活折磨致死。所谓“约束衣”，是一

种衣形酷刑用具，从前身套进在后背结带，衣袖长出手臂约 25公分，衣袖上有

带，此衣由细帆布制作。警察将“约束衣”强制给法轮功学员穿上，将手臂拉至后

背双臂交叉绑住，然后再将双臂向上过肩拉至胸前，再绑住双腿，腾空吊在铁窗

上。一用此刑者，双臂立即残废，首先是从肩、肘、腕处筋断骨裂，用刑时间长

者，背骨全断裂，被活活痛死。据不完全统计，截止 2003年 6月 6日，至少有 2
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见案例 1、2)，被先后非法关押过的法轮功男学员达上

千人次。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姚遥远、张高海。

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的警察、队长们经常亲自动手参与迫害，还指使犯人打

手参与迫害。采取迫害的方式有：强行“洗脑”、关禁闭、强迫长时间干活、长时

间不让睡觉、穿“约束衣”、超期关押、随意加期、夹控、殴打、注射不明药物、体

罚、烟头烫、强行灌食、绑在死人床上等。虽然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极力

严密地封锁消息，但仍有大量的迫害事实被曝光。

主要犯罪人员：

所长：高利国（音）

副所长：胡国荣、周某

政委：邓小雄

纪委书记：唐岳红(女)
监察科科长：贺凤香(女)
监察室主任：周立(女)
7•28大队分队长：黄新

7•28大队副队长：周敬石



7•28大队副教导员：文某

7•28大队干警：周某、史孟/吏蒙(同音)
七大队大队长：李岳、胡奇峰(28岁)
七大队教导员：毛伟、周石雄、邹某(40岁)
七大队分队长：肖杰、何?
七大队警察：刘雄文(28岁)、何俊(27岁)、徐某(30岁)、任某(40岁)、伍某(20岁)
二大队分队队长：杨晓波

三大队教导员：易华安

警察：赵湘民、何福慧、王勇、江某、熊焕、杨小平

原五大队教导员：谢亚平

原五大队警察：高某

六大队警察：王健

九大队警察：文宏志

11大队教导员：袁某

案例 111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姚遥远(1972年生，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原

在武汉军用器械士官学校工作)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法轮功学员姚遥远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被分

配在武汉军用器械士官学校工作。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于 2000年 8月被非法开

除公职，返回农村家乡。之后多次遭当地官员的劫持迫害。2002年 2月 7日，姚

遥远被绑架到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被非法判劳教 1年；2003年 1月 30日，被释

放回家后，惨遭迫害的姚遥远出现大咯血，被家人送往邵东人民医院抢救。2003
年 5月底，再次出现大咯血，被家人送往邵阳市种心医院抢救，于 2003年 6月 6
日被迫害致死。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2/71494.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28/7105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10/46924p.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222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高海(男，65岁)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2000年 7月、2001年元月，湖南省永州地区法轮功学员张高海两次进

京上访讲真象；回来后，永州地区 “610”不法官员强行将张高海送入长沙市新开铺

劳教所进行迫害；2002年 2月被释放回家；10月 19日，张高海被迫害致死。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2/68824.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2/71494.htm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28/7105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10/46924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2/68824.html


案例 333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潘建军(男，33岁，湖南省沅陵县马底耋乡方子垭村人，大学

文化)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沅陵县看守所、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怀化市第二看守所、

常德市津市监狱、湘南某劳改农场

基本犯罪事实：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2000年潘建军进京上访，被非法拘留。2001年底，他在朋友家讲真

象，被乡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沅陵县看守所，被非法判劳教 3年，送入长沙市新开

铺劳教所；期间由于犹大出卖受牵连，被改判劳教 4年，转到怀化市第二看守所。

2003年 8月有人在怀化第二看守所见到他时，他已瘦得皮包骨头，腰不能撑，身

上有伤。2003年 10月，为抵制迫害，他绝食 20天左右，又被加刑，被判刑

7年，随即被送到常德市津市监狱；到那里时，潘建军处于休克状态。监狱要送其

火化时，其苏醒过来。在常德市津市监狱里，潘建军被关押在 6分队“严管队”里
迫害。2003年 4季度，他被转湘南某劳改农场继续迫害。2004年农历正月十五，

监狱通知他的亲人：潘建军已死亡。详细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2/73649.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5/17/48202p.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29/73430.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5/5/47730p.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444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谭江元(男，汉族，39岁，湖南省祁东县步云桥镇泮芹村农民)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抓捕、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1999年 11月，由于法轮功学员谭江元坚持修炼法轮功，在当地被非法

拘留 15天。1999年 12月 11日，他与几位法轮功学员共同进京上访，在天安门广

场被警察非法抓捕，后被非法关进祁东拘留所，后又转到看守所，被非法判劳教 1
年半，送到衡阳三塘劳教所 4队；后又转到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在入教时的一个

星期中，谭江元只睡了 20来个小时：白天军训，夜晚被值班人员看着，不准睡

觉，一合眼就挨打。谭江元被送到 11大队 4分队，被迫每天高强度体力劳动 18
小时，由 2个押控人员 24小时监控，曾被无故加刑半年，受尽了精神和肉体折

磨，于 2001年 11月份被释放回家，共计被非法关押了 2年零 10天。2002年 7月
至 2004年 4月期间，步云桥派出所警察多次绑架、关押谭江元，并受到非人的迫

害；由于警察肆意绑架法轮功学员，谭江元现已被迫流离失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0/24/87323.html

案例 555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邓小雄(政委)、高利国(所长)、高某(原五大队警察)、吏蒙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2/73649.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5/17/48202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29/73430.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5/5/47730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0/24/87323.html


(7.28大队警察)、文某 (7.28大队副教导员)、谢亚平(原五大队教导员)、周某(7.28
大队警察)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无故加期、剥夺人身自由、强迫长时间干活、强行

“洗脑”
详细情况：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政委邓小雄、所长高利国对法轮功学员非

法判劳教，并无故加期，如 3个月不放弃修炼就加一个月，1年不放弃就加 3个
月。法轮功学员在大会上喊：“法轮大法不是 XX”，就被加期 3个月；劳教期满

后，仍无理强行扣留法轮功学员；被认为“转化不彻底”的人也不放。对家属是法

轮功学员的不准接见；实行 24小时“包夹”控制，完全剥夺法轮功学员的人身自

由；而且每月都实行搜身、搜行李。警察谢亚平为了达到所里所下达的“洗脑”任
务，伙同警察高某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身体上的折磨：强迫法轮功学员长时间的干

活，每天干活时间 17、18个小时；指使吸毒犯对法轮功学员“夹控”，不让休息，

完不成任务要一直干完。为了更严密的控制法轮功学员，就造谣说：“现在某某学

员已患有精神病了”，让“夹控”的犯人连上厕所、睡觉都得看紧。使法轮功学员身

体和精神上受到双重压力，警察吏蒙、队长文某、高某、周某造谣诬蔑大法，对法

轮功学员实行强行“洗脑”和精神控制。经常逼迫法轮功学员写所谓的“悔过书”和
“揭批书”，还经常要写所谓的“思想汇报”。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5/6/29588.html

案例 666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强行“洗脑”、关禁闭、体罚、长时间不让睡觉

详细情况：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有无数个用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禁闭室”，
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体罚、关禁闭。进禁闭室时，衣裤都被强迫全部脱光，关在连

腰都伸不直的黑屋子里，被蚊叮虫咬得体无完肤，每天给丢进几砣饭，只能用手抓

着吃，不写“保证”不让出去，而且出来后还要在全大队劳教人员会议上向大家保

证不再炼了，还要挖思想根源，否则接着关禁闭。每个法轮功学员由 2个犯人 24
小时“夹控”着，不到规定时间不能大小便；不准法轮功学员见面或说话。期满

后，不“转化”不放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行“洗脑”，轮流找法轮功学员“谈话”，
一谈十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不让睡觉，连水都没喝的。表面对你很好，实际

上采取各种手段施加压力，搞得人神智不清。新开铺劳教所关押的被非法判劳教的

法轮功学员中有十多岁的学生、七十多岁的老人，有工人、农民、学生、干部和

高干及高级知识分子、教授，还有部队现役军人。在劳教所里，法轮功学员受尽了

各种折磨，大部分被迫害得身体极度虚弱，有很多已经不能走路了。上年纪的大

部分被迫害得出现了心脏病、高血压、中风或偏瘫的症状；劳教所怕担负责任，这

时才叫当地派出所或家里人来接走。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2/2300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23/18011.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5/6/29588.html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5/6/2958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2/2300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23/18011.html


案例 777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三发、王叶青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李三发、王叶青，在

劳教所残酷迫害。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7/30/54839.html

案例 888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杨林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长沙市岳麓公安分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非法延期

详细情况：2002年元月 17日，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非法关押杨林。王继云(杨林

的妻子)、王继云的母亲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看守中心，王继云的父亲也同时被非

法抓捕，现关押地址不详，抓人者是长沙市岳麓公安分局。到 2003年 7月 16日，

杨林被非法判劳教 1年半的期限已满，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却以杨林没有放弃修

炼法轮大法对其非法延期。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7/20/5429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7/21/5437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8/5/38837.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999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孟欣(男，20多岁)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孟欣。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7/51794.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6/21/37172.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1010101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欧阳佳之子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非法判劳教、抄家;
详细情况：2001年 4月至 2002年 4月，湖南岳阳平江县城关镇派出所及国安大队

对法轮功学员欧阳佳进行多次抄家、绑架、非法关押；2002年 4月，城关镇派出

所及国安大队一伙绑架欧阳佳及其儿子，将欧阳佳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 44天，将

欧阳佳的儿子非法判劳教 1年半，现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7/30/5483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7/20/5429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7/21/5437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8/5/3883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7/51794.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6/21/37172.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15/5041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31/36340.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1111111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解生、李国权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刘解生、李国权。刘解生被

非法判劳教 1年，李国权被非法判劳教年限不详。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7/3442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8/16/25333.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1212121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安宁、张彪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1999年底，法轮功学员张安宁、张彪兄弟俩步行上访后被非法关押 33
天；2001年初再次进京上访，后被非法判劳教 1年，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新开铺

劳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20/26974.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3/30/20417.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1313131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熊盖健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四大队

基本犯罪事实：强迫每天高强度劳动、强行“洗脑”、毒打

详细情况：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四大队的警察曾将法轮功学员熊盖健拖到洗漱间

进行毒打，还用电棍打过他。劳教所强迫法轮功学员每天高强度劳动长达 18小
时，这种无偿劳动每人每月可以给劳教所创值近 1000元；使用车轮战术对法轮功

学员强行“洗脑”，不许炼功、不许睡觉。警察指使犯人分三班轮流对法轮功学员

进行夹控，指使吸毒犯毒打法轮功学员。劳教所里加工生产大量的非法出版物，除

盗版古今中外各种名著外，还盗版大量畅销书，甚至秘密印制黄色书刊。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16/26775.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3/23/20167.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1414141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15/5041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31/363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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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在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被非法判劳教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名单如

下：

雷扬帆(男，30岁，劳教 2年)、黄勇辉(男，40岁)、熊金泽(男，28岁，劳教

3年)、向勇(男，25岁)、彭书松(男，27岁，市板塘铺五菱集团)、刘春奇(男，47
岁，住红旗商贸场)、刘立炎(男，50岁)、周若煜(男，35岁，市职工学校教师)、
曾光中 (男，37岁，市矿冶学院副教授)、陈施翰(男，43岁，市动力配件厂，劳教

1年)、谢重庆(男，47岁，市钢管厂，劳教 3年)、刘定爱(男，60岁)、魏书斌

(男，40岁，市公安局)、黄义举(男，62岁，退休干部，住安化县梅城镇南街，劳

教 1年半，无劳教通知书，口头宣布)、王胆聪(男，51岁，安化县九龙中学英语

教师，劳教 1年，无劳教通知书，口头宣布)、王则愚(男，20岁，湘潭大学在校学

生，劳教 1年半，无劳教通知书，口头宣布)、刘正午 (男，60多，住南县县城，

劳教 1年半，无劳教通知书，口头宣布)、唐学军(男，36岁，劳教 3年)、李静美

(男，63岁，嘉禾县粮食局退休干部，劳教 1年半)、李占鲜(男，50岁，劳教

1年)、李辉(男，28岁，劳教 1年)、黄跃莺(男，35岁，劳教 1年半)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1/27/2449.htm

案例 1515151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曾光中(男，37岁，湖南湘潭工学院图书馆副教授)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2000年 3月下旬，法轮功学员曾光中进京上访，被治安非法拘留

15天；6月下旬其再次进京上访，被强行关押在北京某看守所；7月份被非法判劳

教，关押在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8月 14日，他被强行从长沙押回湘潭工学院，

被强行“批斗”一天后，又被押回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0/12/1066.html

案例 1616161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周玉(男，36岁，湖南湘潭第一职业学校教师)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1999年 10月份，法轮功学员周玉因在外面炼功，被非法拘留 10天；

春节期间，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后被非法关押在湘潭市三角坪看守所 1
个月；出狱后仅 8天，无任何事由被公安非法抓走，被非法判劳教 1年半，现被非

法关押在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0/12/10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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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717171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立炎(男，49岁，湖南湘潭市护潭乡居民)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法轮功学员刘立炎三次进京上访，第三次被押回湘潭后，在戒毒所被

非法关押 15天里，天天遭到犯人的毒打；释放出来后仅 10天，又被公安非法抓

走、并送去劳教，现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0/12/1066.html

案例 1818181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肖司光(男，30岁，嘉禾县石桥中学教师)、李静美(男，

63岁，嘉禾县粮食局退休干部)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的湖南省郴州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

名单：肖司光(男，30岁，嘉禾县石桥中学教师，劳教 1年)、李静美(男，63岁，

嘉禾县粮食局退休干部，劳教 1年半)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2/11/4322.html

案例 1919191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熊金泽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强制给法轮功学员穿“约束衣”
详细情况：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使用的“约束衣”酷刑是中央“610”办
公室及其操纵下的司法部专为迫害法轮功而向全国劳教系统推广使用的。据报

道，全国各地已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约束衣”酷刑活活折磨致死。所谓“约束衣”，
是一种衣形酷刑用具，从前身套进在后背结带，衣袖长出手臂约 25公分，衣袖上

有带。此衣由细帆布制作。警察将“约束衣”强制给法轮功学员穿上，将手臂拉至

后背双臂交叉绑住，然后再将双臂向上过肩拉至胸前，再绑住双腿，腾空吊在铁窗

上。一用此刑者，双臂立即残废，首先是从肩、肘、腕处筋断骨裂，用刑时间长

者，背骨全断裂，被活活痛死。2002年 3月 13日至 20日七天时间内，新开铺劳

教所将熊金泽关进禁闭室(禁闭室是 2米长，1米多宽，2米多高，二重铁门，一

个水泥床铺，一个厕所坑，水龙头，吃、住、拉全在里面)，并强行给其穿上“约
束衣”，戴上厚重的头盔，将其双手交叉紧紧捆绑于胸前，胸部十分压迫憋闷。戴

上头盔后，只能张开口呼吸，感觉胸闷，头沉，浑身无力，无法行动。而且 24小
时由两个吸毒劳教人员监控，不时对他进行人身侮辱与精神折磨。7天之后，熊金

泽只能由人从禁闭室抬出来，警察说从来没有人在这种折磨下熬过 3天。另据劳

教所里狱警说：在 2001年下半年，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迫害死 1名法轮功学员。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11/694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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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9/9/5705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9/21/40530.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2020202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匡代杰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袁某(11大队教导员)
基本犯罪事实：将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送入精神病院迫害

详细情况：2002年 11月，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对坚定修炼的匡代杰污为“精神

病”。该劳教所 11大队教导员袁某及警察强行将匡代杰送往长沙一脑科医院迫

害。医院的大夫与狱警串通一气，做伪证说匡代杰炼法轮功导致了“精神病”。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2/2587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3/11/19696.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2121212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卢海(湖南临湘五尖山人，湘潭大学电子工程与自动化系毕

业，获工学学士学位)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卢海曾受聘岳纸集团，试用期间因进京上访被解除合同。2001年元

月，他因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曾在北京天安门派出所、北京宣武区看守所、江

西瑞昌看守所、岳阳市第一看守所等多处遭受迫害。此间卢海被折磨得惨不忍睹，

岳阳看守所怕其死于狱中，担负责任，于 2001年 7月将他赶出狱中，在回家 10多
天之后，又被洪家洲派出所警察李玉霞绑架。经临湘派出所、岳阳土桥派出所、然

后将他非法送往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理由是他不肯在所谓的“保证书”上签名。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4/40410.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2/11/29614.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2222222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24小时监视、关禁闭、不准睡觉、被迫戴头盔、毒

打等

详细情况：新开铺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采取的迫害手段：每间房安排 2名左右吸

毒犯人“夹控”，24小时监视，不准讲话，不准炼功等，对抵制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关禁闭，期间不准睡觉、被迫戴头盔，警察指使吸毒犯打法轮功学员，不准穿衣服

等，强迫看诽谤大法的录像。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的部分湖南省法

轮功学员名单如下：

丁琳(劳教 2年)、严其国(劳教 2年)、聂庆丰(劳教 2年)、刘源波(劳教 1年半)、胡

念红(劳教 2年)、张谦(劳教 1年半)、刘解生(劳教 1年半)、施大兴(劳教 1年)、李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9/9/5705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9/21/405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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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2/11/29614.html


庆君(劳教 1年)、艾云(劳教 1年)、廖高平(劳教 1年)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21/50791.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29/36279.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2323232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振武(男，63岁，家住湖南省益阳地区南县南洲镇宝塔湖村

四组)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1999年 12月，刘振武进京证实大法，被南县公安接回送拘留所非法拘

留 15天；2000年 4月，刘振武又被公安局非法关押 15天；释放回家第三天，又

与 20余名法轮功学员一起被公安局绑架，刘振武又被非法拘留 30天，其余法轮功

学员被非法拘留 15天。此后过了 3个月，公安局来电话要其去派出所一趟，诱捕

刘振武，此次无任何手续，非法判其劳教 18个月。2003年 3月，因其向世人讲真

象，被不明真象的人举报，3月 28日凌晨，公安局对其抄家、并再次绑架刘振

武，开始关押 6个月后，改为监视居住 7个月，期满后并不放人；至 2004年 1月
15日，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通知刘振武判劳教 2年，现被非法关押在

湖南省长沙新开铺劳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0/5/85823.html

案例 2424242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江新江、胡和平、于福宝、聂飞跃、冯德荣、周文宣、邓正

伟、徐诈友、卢海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肖杰(七大队一分队/二分队队长)、何?(七大队三分队长)、周

石雄(七大队教导员)
基本犯罪事实：超期关押、随意加期、“夹控”、不让睡觉、殴打、注射不明药物、

体罚等

详细情况：新开铺劳教所是湖南省唯一一家非法关押法轮功男学员的劳教所，自

1999年 7.20以来，在这里被先后非法关押过的法轮功学员达上千人次。2000年至

2001年高峰期，这里曾非法关押 500多人，并专门成立了 7.28大队。所谓的 7.28
大队是个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大队，大部分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此队，其余的

被分散在生产队和入教队。在 2003年 7月“日”字楼（楼的形状象个日字）修建完

毕，各队相继搬迁到“日”字楼后，入教队和 7.28大队合并为现在的七大队。现在

七大队关押约 60多名法轮功学员，另外各生产队关押约 10多名法轮功学员。七

大队的迫害方式：

1.歧视政策：法轮功学员被剥夺了一切权利，连上厕所的权利都没有，七大队警察

不许新劳教人员和法轮功学员接触、交谈，由“夹控”监视；还挑拨其他劳教人员与

法轮功学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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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剥夺言论与通信权：不允许法轮功学员互相讲话，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亲人有炼

功的一律不许会见。法轮功学员的来往信件都要被强行拆开检查，还经常把法轮功

学员亲戚、朋友写给他们的信扣下不给他们看或者销毁，法轮功学员每次会见一

次还得搜一次身。

3.超期关押、随意加期：法轮功学员江新江因说一句大法好，被加教 20天，并顺

延 8天；法轮功学员胡和平因看法轮功资料，被加教 20天，并顺延 8天；法轮功

学员于福宝被超期关押 5个月。

4.警察指使“夹控”迫害法轮功学员：“夹控”人员的人数与法轮功学员的人数基本上

持平，加上值班组的人，一般情况下还要超过法轮功学员的人数。对于新入所的

法轮功学员一般是采用“三夹一”，既由 3个夹控看守一个法轮功学员，并将法轮功

学员单独隔离在七大队的无人区（西区），在警察的指使下，夹控人员轮番逼迫

法轮功学员写“三书”，通宵达旦不让睡觉。“夹控”人员还经常殴打、体罚法轮功学

员，如罚站，罚跑、强迫做各种痛苦动作等。

聂飞跃曾因不写“三书”被“夹控”人员绑在床上，并用抹布堵住其嘴巴，晚上则通宵

不让睡觉、罚站、殴打，长期折磨导致精神失常。冯德荣因不写“三书”，遭到十

几个“夹控”人员的殴打，当冯德荣被迫害至精神出现不正常时，不仅没有得到治

疗，也没有通知他家属，还将其绑在床上长达十几天。刘治平被关在西区折磨了

几个星期，被迫做“金鸡独立”，通宵不让睡觉，导致其两脚肿胀，又被“夹控”犯注

射不明药物，白天还强迫其军训。胡和平因不写“三书”，警察何某指示夹控用鞋

底抽打胡和平，还连续 7天 7夜不让其睡觉，强迫其面墙站立。被非法关押在该劳

教所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周文宣、邓正伟、徐诈友、卢海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0/5/85836p.html

案例 2525252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胡丑改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抓捕、勒索、非法判劳教、面临非法审判

详细情况：从 1999年 7.20后，胡丑改被多次非法抓捕，遭不法官员及警察勒索过

万元以上。2004年 3月 12日，胡丑改等因去王安坪镇发真象资料，遭不明真相的

人告密，被镇政府不法人员非法抓捕、殴打后，又遭辰溪县公安局国安大队警察及

县“610”一女官员的违法刑讯逼供，遭受长时间的吊、折伤手腕、用铁钳夹手指、

脚踢等手段迫害。2004年 5月份，胡丑改被辰溪县公安局非法判劳教 1年半，被

关押在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在劳教所里，胡丑改曾遭犯人暴力殴打；在被押回

辰溪看守所后，又遭到犯人勒索钱物、殴打。近日，从家属及法律界人士处得知，

辰溪检察院已向辰溪法院递交起诉书，胡丑改面临非法审判，法院准备 9月 8日
开庭。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9/3/832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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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0/5/85836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9/3/8322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9/3/83227.html


案例 2626262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廖开运(音)、戴国和、魏贵枚(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被非法关押在新开铺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有：廖开运(音)、戴国和、魏

贵枚(音)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7/27/80433.html

案例 2727272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辉、黄武松、王魁梅、周文轩、廖开运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江××(警察)
基本犯罪事实：关禁闭、毒打、穿“约束衣”
详细情况：新开铺劳教所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机构是“7.28”大队(因 1999年 7月
28日为迫害法轮功而命名)。 2002年全国公安系统在长沙秘密开会，参会者亲临

新开铺劳教所，授意劳教所警察打压法轮功学员，执行江泽民“打死白打，打死算

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恐怖灭绝政策。李辉、黄武松、王魁梅曾多次被

警察江××毒打，关“禁闭”（小号）。法轮功学员绝食抵制迫害警察江××指使犯人

用铁夹将他们的嘴撬开并乱捅，致使口腔严重受伤，整个头部都肿了起来。在小号

里对法轮功学员施以酷刑，并封锁消息；周文轩说句“法轮大法好！”被 2次关小

号；廖开运被用酷刑“约束衣”。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7/20/7982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1/68932.html

案例 2828282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汤学林(68岁，郴州市苏仙区木业公司退休工人)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在新开铺劳教所迫害，以致造成偏瘫。《郴州日报》颠

倒黑白，说其炼法轮功不肯就医

详细情况：2002年 5月 3日，衡阳铁路公安分局警察和有关部门人员撬开汤学林

的家门、抄家，并将他抓到郴州市梯子岭看守所非法关押。在关押期间剥夺其一

切自由、不准炼功、强制干活，一天从早到晚没有休息，这样被折磨了 70多天。

由于他坚持自己的正当权利，被非法判劳教 1年半，7月 15日，强行将他送到湖

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当时劳教所对他进行体检，血压和心脏都有问题，劳教

所不接受，可是郴州苏仙区警察通过走后门的方法强行将他送进了劳教所。在劳

教所里，汤学林被 2名犯人每天 24小时看管，不准学法、不准炼功、不准与人谈

话、强制其“转化”，天天干累活，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11月 4日，汤学林被迫

害得出现了手脚无力、流眼泪的症状，劳教所当时给看了病，但效果不行；11月 8
日，他的右手右脚不能行动，出现身体偏瘫，人也昏迷不醒，劳教所当时给他打

了吊针、输氧气，并急送长沙医院救治，因其病情严重，医院不肯收。劳教所怕出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7/27/8043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7/20/7982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1/68932.html


事不想承担责任，才打电话要他的孩子去接，并用专车将其送到郴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救治；在医院治疗半个月，花费 1万多元，偏瘫症状毫无好转，只能成天躺在

病床上，生活不能自理；2002年 11月 22日，汤学林强烈要求出院，回到了家

中。回家后，通过学法修炼，医院开的药未吃一粒，身体却在逐渐康复，现已能自

己上下楼了，料理自己的一些生活。一位年近 70的老人通过修炼法轮功，身心健

康，却被送到劳教所身心倍受摧残，以致造成偏瘫。可是，《郴州日报》颠倒黑

白，竟说他炼法轮功不肯就医。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17/6270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7/15/7946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1/4/43785.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2929292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新开铺劳教所制定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规定

详细情况：从 1999年 7月 20日到 2000年 7月 28日，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

所设立了一个 7.28大队，是湖南省“610”和劳教所专门用来迫害湖南省法轮功男学

员的场所。劳教所规定，法轮功学员炼功一次加教 3个月，一年不“转化”加教 3
个月，完不成任务按每天任务加教，不准与任何人谈话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6/26/77904.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21/70507.html

案例 3030303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宁铁桥(35岁，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简家垅乡)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抓捕、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2000年 10月 1日，宁铁桥进京上访，在天安门被非法抓捕，后在邵东

拘留所被非法关押 15天；释放后在沈阳谋生。邵东简家垅派出所警察在沈阳将他

非法抓捕，并非法关押在邵阳市看守所。2002年 2月 7日，将他送到长沙市新开

铺劳教所，并非法判劳教 1年。在劳教所里，他被迫害患病，日夜难以入眠；

2003年 1月 31日获得释放。2004年 3月 10号前后，宁铁桥等 3位法轮功学员去

辰溪县王安坪镇发真象资料，遭到警察非法抓捕。辰溪县公安局国安大队及“610”
不法人员于 3月 14日把 3位法轮功学员从拘留所劫持到国安大队办公室里折磨，

宁铁桥被折磨了 3个多小时；宁铁桥已被非法关押于湖南怀化辰溪看守所近 3个
月。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6/26/77994.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17/6270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7/15/794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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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131313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谢务堂(64岁，家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豆鼓园 29号)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抄家

详细情况：1999年 7月 20日，谢务堂到省政府信访办去反映真实情况，在大门外

被非法抓捕，被非法拘留 22天；之后，谢务堂曾多次被抓捕、罚款。2001年春节

后，谢务堂被非法抓捕，第二天将其送入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在劳教所

里，其被强迫劳动、强制“洗脑”、由 2个犯人 24小时监控、被关入铁笼子。2001
年 9月 28日下午，谢务堂被迫害得突然高血压中风，一边手脚瘫痪了，劳教所这

才通知他的儿子把他接回家。谢务堂回家后仍坚持修炼，几天后便能生活自理。

2001年 11月之后，谢务堂曾多次遭到抄家和非法关押，现其流离失所在外。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6/18/77337.html

案例 3232323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胡和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迫害致腹胀如鼓

详细情况：近日，胡和平在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被迫害致腹胀如鼓，非常难受。

(估计是被注射了药物所致）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30/7601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6/10/49064p.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3333333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彭俊南(男，61岁，衡阳县西渡镇蒸阳中学特级教师，全国优

秀科技辅导员，省优秀教师)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周警察(7.28大队警察)、史孟(7.28大队警察)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2000年 6月 12日，彭俊南进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高呼“法轮大法

好”，6月 16日被衡阳县公安局、派出所非法拘留，7天以后被送到衡阳县看守所

非法关押 3个多月。2000年 9月 29日，彭俊南被送到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被非

法判劳教 1年半。在劳教所里，每天由 2个犯人 24小时监控，被强迫长时间劳

动，每天早上从 6点一直干到晚上 11点(装订书本)，强迫看污蔑大法的资料、录

像、电视新闻等。2001年 4、 5月间，彭俊南被迫害致长期失眠，一次连续 10多
天昼夜失眠；5月 15日早上出操时，他晕倒在地，经抢救苏醒。2001年 9月
12日，其被释放回家。 2002年 9月 29日，他再次被非法抓捕，被非法关押在衡

阳县看守所。之后，他第二次又被非法判劳教 1年，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经体

检不合格（高血压），被劳教所拒收，返回后仍关押在看守所 2个月。3月 20日
他出操时晕倒，警察怕担负责任，才将其释放。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27/756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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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434343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匡森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杨晓波(二大队分队队长)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匡森因 3次进京上访，被非法判劳教 1年半（超期关押半年），关押

在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于 2002年 8月 18日从劳教所走出。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27/75704.html

案例 3535353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戴魁松(男，65岁，衡阳县岣嵝乡福星村人)、戴国和(男，39
岁)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毛伟(教导员)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抓捕、非法判劳教、毒打、关禁闭、烟头烫、强行灌食、绑

在死人床上等

详细情况：戴魁松、戴国和父子俩都是法轮功学员，被派出所多次抓捕，被关进

拘留所、看守所、被劳教，受尽了折磨，还被高额罚款。2002年农历 10月初 10
日，岣嵝乡派出所、集兵派出所到戴魁松家进行抄家，并把其绑架到县看守所，非

法关押了 90天，后被非法判劳教 1年，送入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因检查身体时

有高血压，劳教所拒收，于是当天又将他送回衡阳县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 90天。

2001年 9月 20日，戴国和在衡阳县岣嵝乡高丰村讲真象被人举报。岣嵝乡派出所

所长彭增明等人将他非法抓捕，将他送县看守所非法关押 52天，然后又非法判劳

教 1年。11月 12日，将他送往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在劳教所里，由 4个犯人夹

控，戴国和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被强行灌食；灌完食后，被用钳子把舌头夹住，用

开口器把口扩张得很大，使人很痛苦。还曾将他手脚绑在死人床上 1个星期不让

动，小便都由人接，从鼻孔插管子灌食。曾被用烟头烫、毒打、被关在隔离室 3个
多月、被关禁闭 36天、被非法加教共 4个月。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19/74978.html

案例 3636363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宋海波(男，30多岁，湖南辰溪三中体育教师)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1999年 12月 8日，宋海波进京上访，11日在天安门广场被便衣警察

非法抓捕、并遭殴打。2000年 3月 26日，宋海波在辰溪县公园炼功，被警察非法

抓进拘留所，非法关押 3个月。2000年 7月，宋海波再次进京上访，被“610”和不

法官员非法判劳教 1年。2001年 11月下旬，宋海波因张贴真象资料，被 “610”和
不法官员再次非法判劳教 3年，现被关押在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9/742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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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737373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杨世琦(男，30多岁，湖南辰溪县三中教师)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1999年 12月，杨世琦进京上访，遭到警察毒打；2001年 1月 24日，

农历大年初一，辰溪县一警察突然对杨世琦进行抄家，一肖姓警察殴打他，并被

非法关押半个多月。2001年 4月中旬，“610”和不法官员以他散发法轮功传单为

由，将他劫持到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并非法判劳教 1年半。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9/7421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10/69628.html

案例 3838383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杨秀铭(湖南省新晃县民政局职工)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加期、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1999年 11月 1日，原政法委书记姚本友责令县政保股警察吴祖坤带人

对杨秀铭进行抄家，并将他非法抓到拘留所拘留 15天，索要生活费 150元。同年

12月 5日，杨秀铭与 19名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被警察吴祖坤、杨建军抓回县看

守所非法关押 1个月，被搜去现金 1000元。2000年 2月 4日，公安 110将杨秀铭

绑架到公安局，非法判劳教 1年，送到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在这期间，因他坚持

信仰，不放弃修炼，被非法加期 1年，直到 2001年 1月 21日才放回。2003年 8
月 4日，玉屏县国保大队、新晃县国保大队、“610”、110警察将杨秀铭非法抓捕

到贵州省玉屏县看守所关押，并被抄家。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4/73830.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6/2/48784p.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3939393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雷扬帆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1999年 7月，雷扬帆进京上访，被非法拘留 7天；2000年 4月，雷扬

帆因参加长沙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被非法判劳教 2年(后被加期)，被非法关押在

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29/7344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5/18/48236p.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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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040404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周文宣(男，30岁，永州市冷水滩区人)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周文宣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被非法判劳教 1年。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23/7299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5/5/47729p.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4141414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高小刚(湖南师大医学院附属湘东医院职工)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高小刚现被送往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非法劳教，详情有待进一步调

查。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17/72556.html

案例 4242424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严其国(男，50多岁，中医师，在常德津市襄阳街开了一个诊

所)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1999年 7月 20日以后，严其国多次进京上访，后被非法关押。2001
年被绑架至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入教队(七大队)；期间，几个吸毒劳教人员昼夜对

他“夹控”；其手抄经文被“夹控”发现而举报，后将他送到称为“魔鬼大队”的九大

队，并被非法延期。2003年 3月，在到期时再被延期 19天后，被释放回家。2003
年 6月 12日，被津市公安局绑架、拘留严其国，后再次被送到长沙市新开铺劳教

所，被非法判劳教 1年。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15/72324.html

案例 4343434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周景成(男，41岁，湖南省长沙市宁乡人)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毒打、强制洗脑

详细情况：1999年 7月，周景成被宁乡国安强行拘留 10多天，被敲诈 5000元才

放人。当年 12月，周景成进京上访，后被关押在宁乡看守所一个月，被勒索

15000元。2000年，警察 3次去他家骚扰，非法关押周景成 4次，并于 2000年 12
月非法判其劳教 2年，关押在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直到 2002年 5月 28日释

放。2002年 6月，周景成又被非法关押；10月 28日，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未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23/729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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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任何法律程序，再次非法判周景成劳教 2年至今；期间，还向他的家人非法勒

索 5000元。在劳教所里，周景成被强制“洗脑”，遭到吸毒人员的毒打，及各种精

神摧残。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14/72272.html

案例 4444444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尹福良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茶陵县公安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湖南省茶陵县法轮功学员尹福良曾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2
年多，在被劳教期间一直坚修大法，出来后仍坚持讲真象。最近因讲真象，尹福

良被茶陵县公安局非法拘留，并被抄家，至今已经被非法关押 50余天。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10/7207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21/47251p.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4545454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庆军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2002年 2月 7日，李庆军被强行送入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被非法判

劳教 1年。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28/71057.html

案例 4646464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高利国(警察)、杨晓波(警察)、熊焕(警察)、杨小平(警察)；
基本犯罪事实：“洗脑”、关禁闭、打骂等

详细情况：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一般采用以下四种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

1.用特务冒充法轮功学员装病等，从而动摇、引诱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

2.用“转化”的人去给法轮功学员“洗脑”。
3.强迫加重劳动任务，完不成就不准睡觉等。

4.对很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欺骗与关禁闭，指使吸毒人员进行打骂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16/70110.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3/31/46592p.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4747474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润天(男，30岁，岳阳林纸集团化木车间洗筛工段职工)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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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犯罪事实：绑架、非法关押、罚款

详细情况：自 1999年 11月以来，李润天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多次遭到绑

架、非法关押、罚款。最近一次被绑架后，因家人无力缴纳岳阳市“610”人员无理

要求的 11000元赎金，李润天被非法判劳教，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新开铺劳教

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15/69916.html

案例 4848484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梁玉坤(男，40多岁，茶陵县湘东铁矿职工)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2003年 11月中旬，梁玉坤在发真象资料时被非法抓捕，并被抄家；

2003年 12月底，梁玉坤被非法判劳教 1年，现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新开铺劳教

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14/69959.html

案例 4949494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宋海波(男，30多岁)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1999年 12月 8日，宋海波进京上访，11日在天安门广场被便衣非法

抓捕、殴打。2000年 3月 26日，宋海波在辰溪县公园炼功，被警察抓进拘留所非

法关押了 3个月。同年 7月，宋海波再次进京上访，被“610”和不法官员非法判劳

教 1年。2001年 11月下旬，宋海波因张贴真相资料，遭到警察毒打，后被“610”
和不法官员再次非法判劳教 3年，现被关押在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10/69628.html

案例 5050505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尹福良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2004年上半年，茶陵县“610”非法抓捕尹福良，在向尹福良的家属勒索

20000元“保证金”未果的情况下，将尹福良第二次非法判劳教，送往新开铺劳教所

迫害，留下 7旬老母在家中无人照顾。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0/20/870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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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151515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选寿(男，66岁，退休前在厂里是优秀党员，地区先进标兵)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罚款、株连亲属

详细情况：1999年 7.20，张选寿进京上访，遭警察抓捕，关押于祁东县看守所遭

受迫害，并罚款 2500元。 2000年他再度上访，又被关进县看守所，罚款

4000元，并送入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被非法判劳教 1年半。2002年 5月，在当

地再度遭受祁东县 “610”办和警察的追捕，而流离失所在外。祁东不法警察和

“610”办，先逼迫其三儿媳下岗，说要她找到父亲就可以上岗。后又抓他的大儿子

和儿媳妇及女婿关押，逼他们交出父亲下落。他大儿子的一个朋友得悉后，打电

话告诉张选寿，被“610”监听，将他大儿子的朋友也关进监狱，没收手机和项链、

并罚款 2000元。此后，张选寿再遭绑架，现已被非法关押 1年多，并非法判刑 3
年，张选寿在狱中受尽毒打折磨，现在身体极不佳，两眼视物不清、耳朵也已聋

了，狱警不准就医。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2/1/66370.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2/11/44998p.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5252525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周文宣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非法判劳教、毒打

详细情况：周文宣在亲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被强行抓走，被非法判劳教 1年半；

期间遭警察毒打，受重伤，头部缝了 13针。周文宣为抗议迫害，已绝食 1个多

月，身体非常虚弱，现又被送入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继续关押迫害。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3/6172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2/21/43338.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5353535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朱本村(52岁，家住湖南省岳阳县饶村乡)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2000年农历 11月 22日，朱本村决定进京上访，同去的有 9人；刚到

岳阳火车站，车站警察发现这么多人同去北京，便被非法抓捕，送市收容所，第

二天由县公安局领回，被关押在拘留所 3天，又送看守所；10天后，国安大队向

其家人勒索现金 2000元才放人。回家不到 20天，村书记朱荣和派出所将其绑架

至拘留所。2001年农历正月初八，朱本村被送至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被非法判

劳教 1年半。在劳教所期间，不准其与人说话，不准写信说在劳教所的遭遇，强

迫坐小凳子。劳教期满回家后，又于 2002年 3月的一天，再次被关进拘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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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天。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3/69052.html

案例 5454545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谭志阳(男，31岁，湖南省湘乡市畜牧水产局水产技术干部，

助理工程师，毕业于常德高专[现为湖南常德师院东院])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邓××(政委)、高利亮(副所长)、黄新(728大队分队长)、周敬石

(728大队副队长)、毛伟 (入教队副教导员)
基本犯罪事实：多次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自 1999年 7月起四年多的时间里，谭志阳因坚持信仰，向人民讲真

相，被非法关押 7、8次之多；其中 2次是湘乡市红仑拘留所，1次湘乡市红仑看

守所，1次湘潭县七里铺看守所，1次湘乡市警犬所(警犬护卫反盗中心)，2次湘

潭市收容所，1次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2001年 3月的一天，湘潭县警察绑

架谭志阳；在湘潭县公安局里，其受尽了折磨；第二天，被送到湘潭县七里铺看

守所非法关押 2个多月，后把他送到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进行“洗脑”迫害，时间是

2年。新开铺劳教所是湖南省非法关押、劳教、强制“洗脑”全省及外地法轮功学员

的场所。为强制改变法轮功学员的信仰，建立了一整套迫害、强制“洗脑”的手段，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制造高压环境，摧残法轮功学员意志：如控制法轮功学员人身自由，不准学法、

炼功，互相不准说话，不准向其他人员讲法轮功真相，否则将延长关押期限，甚

至关禁闭，由 2、3个犯人 24小时监控；劳教所故意把伙食搞得比普通劳教人员的

差，上半年天天吃苞菜，下半年天天吃东瓜，菜里很少放油，即使多放一点油，

也是那种变质、劣质油。

2.强制"洗脑"：强制背犯人要学习的队规，强迫观看污蔑大法录像、书籍等。

3.利益诱惑：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严加管制，酷刑相待；而被诱骗的人则放宽管

理，并用种种形式诱惑法轮功学员“转化”。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2/17/67676.html

案例 5555555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元波(男)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李岳(七队大队长)、毛伟(七队教导员)
基本犯罪事实：多次非法关押、非法判劳教、抄家

详细情况：自 1999年 7月起四年多里，湖南辰溪县法轮功学员刘元波被非法抓捕

3次。第一次是在 1999年 7.20之后不久，他因在公园炼功被拘留 10天，并被抄

家。第二次是 2001年 2月，他因张贴真相资料被警察从家中绑架，并被抄家，后

被关进拘留所；他绝食要求退还被非法抄走的大法书籍，又被转到看守所非法关押

了 2个月，后被非法判劳教 1年半，2001年 4月底，被送往长沙市新开铺劳教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3/690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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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劳教所里，他曾因抵制迫害而被非法加教 3个月，并被关禁闭。2003年 3
月底，刘元波在外地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后被关押在当地拘留所；在拘留所他

绝食抗议迫害，遭到野蛮灌食。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2/11/67169.html

案例 5656565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治平、冯德容、孟鑫、金继球、邓立、钟文、肖蓓、张

飞、伊家强、邓志伟、刘某、孟某、肖某、米时兵、刘河清、张华祥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邹某(40岁，七大队教导员)、胡奇峰(28岁，七大队队长)、刘

雄文(28岁，七大队警察)、何俊(27岁，七大队警察)、徐某(30岁，七大队警察)、
任某(40岁，七大队警察)、伍某，(20岁，七大队警察)
基本犯罪事实：关禁闭、强制每天站军姿 20个小时、强制“洗脑”、每天睡眠仅 2
个小时、毒打等

详细情况：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七大队共有警察 13人，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

有 60人。2003年 4月至 6月，三个月时间，在警察邹某、胡奇峰的安排下七大队

18号房设立了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的“严管房”。18号房一天 24小时实行全封闭

式管理，警察指使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2003年 5、6月，法轮功学员刘治平、冯

德容、孟鑫、金继球、邓立、钟文、肖蓓、张飞、伊家强等被关押在 18号房。警

察胡奇峰指使犯人参与迫害，手段有：强制法轮功学员每天站军姿 20个小时，剥

夺法轮功学员正常上厕所、洗漱的时间及休息时间，每天睡眠仅为 2个小时；强占

法轮功学员的食品，关禁闭，毒打等。其中，法轮功学员邓志伟曾被关禁闭

4次，其禁闭时间分别为 4天、5天、8天、12天。2003年 2月 15日上午九点

钟，干警邹某、胡奇峰指使吸毒人员徐弘涛、张海江在当天气温零下 5℃的情况下

强制给邓志伟进行冷水淋浴，并用刷子刷其胸部、背部时间长达一个小时。2003
年 5月 15日，在干警邹某的指使下，在七大队 18号房，吸毒人员徐弘涛、李昌华

等将法轮功学员冯德容用胶带将双手、双脚绑在床上，并用胶布将口封住，时间长

达二十天；干警胡奇峰多次指使吸毒人员徐弘涛用皮带、拳脚殴打冯德容。20天
后，冯德容面部浮肿，胸部、背部均已严重受伤，脚不能走路。2003年 5月
20日，干警邹某、胡奇峰强迫法轮功学员刘某、孟某、肖某每天在七大队 18号房

强制站军姿 20小时，一直至 6月 5日。在此期间多次指使吸毒人员张海江等殴打

法轮功学员。2003年 4月 13日，法轮功学员米时兵被强制站军姿，面壁时间为 5
天。2003年 7月 28日晚 2点钟，干警何俊(同音)指使吸毒人员夏灿明、黄东洋、

李昌华半夜殴打法轮功学员刘河清，将其打晕过去。第二天 6点多刘河清才醒过

来，一直胸痛，呼吸困难，一个月后才逐渐恢复。2003年 9月 25日到 10月
5日，干警刘雄文强制法轮功学员张华祥日夜不息 24小时，强制其连续不断的观

看诽谤大法的电视 240个小时对其洗脑，并派吸毒人员张佑良等四人日夜监视，

致使张华祥十天没有休息，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14/625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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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14/62526.html


案例 5757575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吴银魁(50多岁)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自 1999年起几年内，吴银魁被非法勒索现金数次、绑架 5次。1999年
12月，吴银魁被绑架到湖南平江县余坪乡政府，政府官员对其毒打后，将他吊在

6尺高的横杆上，脚跟离地，从上午 9点吊到下午 5点，整整吊了 8个小时，放下

已是不省人事。2001年元月 3日，余坪乡派出所警察开车闯进吴银魁家，将吴银

魁家中仅剩的 600余斤稻谷、缝纫机等物品洗劫一空；几天后，吴银魁家的房屋被

警察带人拆毁。2001年 3月 28日一早，警察闯入吴银魁家中，将吴银魁强行送入

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被非法判劳教。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7/6018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1/26/42616.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5858585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和清(男，32岁，住湖南省湘潭县易俗河镇开发区砚井居委

会，在湘潭县曲轴厂工作)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多次非法关押、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自 1999年 7.20以来，刘和清先后 4次被非法关进县拘留所，2次被关

进县看守所，2次在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被非法判劳教。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0/13/86528.html

案例 5959595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匡宗尧(湖南省祁东县步云桥镇新和一组村民)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衡阳市头圹劳教所、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非法判劳教、非法加期等

详细情况：1999年 11月 4日，湖南省祁东县步云桥镇派出所所长邹爱民带领警

察，没经任何手续，强行将匡宗尧非法关押在祁东县拘留所；3天后，以“围攻派

出所”为由，将他转送看守所刑事拘留，40多天后由家人取保候审，交现金

650元。回家仅 8天，政保股警察李伟又将他非法关进看守所，被非法判劳教 1年
半，送至衡阳市头圹劳教所；7个月后，又被转送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在新开铺

劳教所里，狱警曾强迫匡宗尧面向墙壁站立、被监控、被逼迫写“三书”、被加教 2
个月，于 2002年 5月 29日释放回家。2002年 11月 3日下午，步云桥派出所所长

邹爱民带领外地警察将邹爱民再次绑架，非法送看守所。在县看守所被非法关押

期间，匡宗尧受尽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0/21/8701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7/6018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1/26/4261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0/13/8652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0/21/870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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