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万家医

院恶人基本犯罪事实

1999年 4月 25日-2003年 7月 7日

哈尔滨万家劳教所自 1999年以来追随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

了强制“洗脑”和残酷的折磨，在中国镇压法轮功的 4年中万家劳教所至少有 13名
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见案列 2-14）。由於万家劳教所以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丑

闻昭著，并一向对其暴行严厉封锁消息。尽管如此也已有警察残酷迫害法轮功学

员的大量的事实在全世界暴光，见案例（1-105）。

为了达到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目的，哈尔滨万家劳教所采用多种惨无人道的肉

体和精神摧残。肉体折磨方式主要有多种刑法，将法轮功女学员投入男监，有的扒

光衣服毒打、电击、上绳，皮鞭沾凉水抽；乳头插上针用电击；坐铁椅子浇上凉水

用电棍击电；坐铁椅子不许睡觉窗子冻，蹲小号用电棍电，（全封闭似的不见阳

光，夏天气温高达 40度，冬天寒冷，几乎人人长疥。），蹲飞机式和飞机式绑

吊，上绳高吊人体离地毒打，用不消毒的刀子和刮勺在长脓包疥的地方刮来刮去，

手铐子嵌入肉里，用木棒击打，不让穿棉衣冬天在外边冻,白天全体坐小凳上不准

动，对绝食抗议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野蛮灌食……精神摧残主要强制“洗脑”，利用犹

大集中围攻，“包夹”，不让睡觉,逼看诽谤法轮功电视，逼迫写“三书”(“保证书”、
“决裂书”、“悔过书”)等。

万家劳教所强制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超负荷劳动。常常被迫劳动 16、17个小

时，手上长了脓包的、流脓淌血的、有病的学员也必须同样完成生产任务。万家

劳教所不仅侵害了我们的健康，同时也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万家劳教所生产

的拖鞋是出口日本的，缝制的毛衣是婴儿穿的，穿制的车把套是司机方向盘用的。

主要犯罪警察：卢振山(所长)、史英白(副所长)、牛伦(管理科科长)、赵 XX(管理

科科长)、梁 XX(管理科科长)、阎 x(管理科警察)、张波(七大队队长)、武金英(七
大队原队长)、刘影(七大队警察)、孟祥苓(七大队警察)、杨国红(七大队警察)、周

丽范(七大队警察)、赵彦美(七大队警察)、常玉梅(七大队警察)、常淑梅(七大队队

长)、齐凤林(七大队队长)、李民(九队警察)、翟 x(12大队队长)、林 x(12大队队

长)、郭 x(12大队队长)、赵余庆(科长)、吴洪勋(科长)、姚福昌(科长)、全明浩(科
长)、王 x(队长)、武培花(队长)、霍书平 (队长)、林顺英(队长)、魏雪颖(“610办公

室”主要负责人)、张继红、孙炎彬、隋雪梅、周牟奇、吴宝云、王中华、李常杰、

关杰、吴宝云、王恩光、贾翠岩、李继红、刘春刚、周军、贾春岩、张爱辉、孟

祥芝、王敏、张丽、刘白兵、张小初、孙庆、侯大梅、吴波、李凤荣、张殿云、李

红、张 X、李秀花、高志强、徐习国、李光耀、于方立、马小千、张红、费红、

田小云、吴金秀、王平、杨艳、肖林、杨丽斌、王亚丽、王小丽、崔红梅、王俊



平、韩玉善、李常荣、钱磊、毛 x、韩 x、郝 x(万家医院院长)、宋绍会(万家医院

副院长)、江潮(医生)、畅凡(医生)、孙 x(医生)

案例 1111

受害人：哈尔滨万家劳教所被非法关押的全体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卢振山(所长)、史英白(副所长)、吴洪勋(科长)、赵余庆(科
长)、姚福昌(科长)、张波(队长)、王中华(警察)、李常杰(警察)、关杰(警察)、吴宝

云(警察)、王恩光(警察)、贾翠岩(警察)、郝 x(万家医院院长)、宋绍会(医生)、李

继红 (警察)、刘春刚(警察)、李民(警察)、林顺英(队长)、武金英(七大队队长)、刘

伦(警察)、周军(警察)、常玉梅(七大队警察)、翟 x(十二大队队长)、林 x(十二大队

队长)、郭 x(十二大队队长)、贾春岩(管教)、张爱辉(管教)、孟祥芝(管教)、牛伦

(管理科科长)、白雪莲(犯人打手)、胡薇 (犯人打手)、王翠(犯人打手)、邵晶(犯人

打手)、胡美玲(犯人打手)、李宪梅(犹大)、刘宏宇(犹大)、陈洁(犹大)、赵冬燕(犹
大)、蔡志夫(犹大)、许凤平(犹大)、李业纷(犹大)、万家劳教所警察

基本犯罪事实：强制“洗脑”、酷刑折磨、迫害致死等

详细情况：自 1999年以来，哈尔滨万家劳教所先后非法关押了 1000多名法轮功

学员。在这 4年中，万家劳教所至少迫害致死 13名法轮功学员，他们是：高凤、

孟宪芝、赵雅云、张玉兰、李秀琴、佟文成、于天勇、于振翼、白秀华、付桂兰、

王淑芳、于冠云、秦淑艳等。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真、善、忍，万家劳

教所采用多种惨无人道的手段摧残法轮功学员。精神摧残、肉体折磨方式主要有：

强制“洗脑”，集中围攻，逼迫写所谓的“三书”(“保证书”、“决裂书”、“悔过书”)，
将女法轮功学员投入男监，扒光衣服毒打、电击、上绳，皮鞭沾凉水抽，乳头插上

针用电击，坐铁椅子浇上凉水用电棍击电，坐铁椅子，不许睡觉，蹲小号用电棍

电（小号：全封闭似的不见阳光，夏天气温高达 40度，冬天寒冷，几乎被关押的

人人身上长疥。)，蹲飞机式和飞机式绑吊，上绳高吊人体离地毒打，用不消毒的

刀子和刮勺在长脓包疥的地方刮来刮去，手铐子嵌入肉里，用木棒击打，不让穿棉

衣冬天在外边冻,强迫坐小凳上不准动，对绝食抗议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野蛮灌

食，被喂蚊子(7月下旬蚊子非常多，警察打开窗户让蚊子咬法轮功学员)，被强迫

长时间的超负荷劳动等。为了向上级邀功领赏，在万家劳教所所长卢振山采取欺

上瞒下的手段，逼迫被非法关押在万家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写“三书”，并上报谎称

法轮功学员在此所说、所写全部是“自愿”行为。副所长史英白多次亲自动手迫

害、摧残法轮功学员(2001年 3月 2日正月初八)，并指使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肉

体和精神摧残，用尽了各种刑罚，是指使警察犯罪的罪魁祸首。该警察曾扬言：

“我对付你们已经使绝了招”。史英白对多起万家劳教所发生的毒打惨案──例如

2001年 6月 20日 3名法轮功学员在万家劳教所被迫害致死案件、2000年 5月发生

的将女法轮功学员投入男队进行摧残事件等，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 10月以来，至少有 200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受到野蛮的酷刑

折磨，他们是：温桂芝、张亚芬、尹守荣、崔秀琴、郭瑞平、曲风英、王瑞贤、

宁淑贤，谢金贤、毕清华、侯锦华、安丽华、陈继环、马丽达、范桂芝、张可梅、



程杰、张慧清、马继英、单玉芹、孙风兰、魏亚云、丁淑平、马丽平、范春艳、

李艳梅、吴玉贤、吴风英、张亚茹、李学君、于国荣、钟晓艳、杨丽霞、司玉梅、

孔祥平、于淑香、唐淑英、李群、姜丽华、崔秀菊、王玉花、孙锐、蒋美云、李

桂娟、吴秀珍、曹玉娥、李兰、金桂荣、刘晓荣、刘秀帽、王美娟、遇峰、潭桂

芝、曾淑玲、赵玉婷、冯艳秋、杨国华、王俊梅、鲍立云、孔慧敏、何苗、潘文

力、孟俊梅、李文俊、周华、因红、关桂莲、刘秀清、陈贤君、刘玉梅、张博婧、

高杰、张桂珍、刘小荣、杜秀波、王玉霞、王秀梅、丁秀玲、武炳春、孙桂云、丁

学平、许凤娟、温玉玲、徐东月、高杰、徐长青、田英、于凤华、梅广丽、王东

丽、高金玲、卞维香、申淑芳、吴淑莲、于迦莲、王淑荣、刘秀兰、高风琴、赵秀

云、桃红梅、张素琴、程文婷、曲学英、尚玉秋、丁杰、王丽岩、范淑德、驰耀

玲、驰淑霞、何丽荣、罗彩森、孙淑华、王云萍、丛丽华、孙丽芝、吕慧文、孙淑

云、刘桂香、宋瑞香、牟书琴、郝沛杰、吕适平、刘延珂、王丽、丘丽英、戴蕊、

孙祥艳、卢显华、杜秀琴、赵玉婷、迟丽影、李敏、齐景芳、李红梅、张军、白淑

荣、关丽华、陈显军、蒋柏云、李会娟、崔淑香、于明兰、朱纯荣、孙志芬、李淑

芬、李英敏、胡秀珍、周风英、杨丽梅、黄晶、孙金奎、孙爱华、许玲丽、赵喜

华、王风英、石影、赵秀杰、邵华凤、程桂琴、黄雁影、刘国英、张岩、张柏艳、

罗红艳、仲美华、徐凤平、礼玉华、潘宣华、徐丽华、马新英、姚凤杰、张志芳、

赵凤云、于桂芝、宁波、陈亚丽、白丽霞、曹迎春、刘冬云、吴激扬、高淑彦、张

宏、孙杰、杜静、李玉霞、杨秀丽、王芳、左秀云、迟玉梅、谭桂珍、王桂琴、韩

少琴、杜晶、郭宏宇、林秀茹、邵影、姜玉辉、李菊玲、严春玲、许丽华、赵雅

云、张玉华、郝云珠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6/22/3219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0/18/38207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28/4014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7/4788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8/4788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3/4891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12/4822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3/4760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0/5/19/364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29/5308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28/53033.html

案例 222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秦淑艳，女，59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动力区王兆新村人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警察

基本犯罪事实：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2002年 4月末，警察非法逮捕秦淑艳，并被非法判劳教，被强制关押

在万家劳教所。在劳教所被非法关押期间，秦淑艳的身心遭到严重的摧残，身体

极度虚弱，劳教所怕担负法律责任，将她“保外就医”；在保外就医期间一直受到监

控，3个月后，秦淑艳被迫害致死。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4/4895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6/22/3219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0/18/38207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28/4014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7/4788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8/4788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3/4891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12/4822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3/4760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0/5/19/364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29/5308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28/5303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4/48959.html


案例 333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于冠云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哈尔滨万家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1999年年底，警察非法关押于冠云 15天。2000年 7月，警察再次绑

架并非法关押于冠云长达 50多天，家中被非法多次查抄。2002年 7月，哈尔滨火

车站治安大队绑架于冠云，并被非法判劳教 3年，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长林子劳教

所。2003年 1月 12日，于冠云被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哈尔滨万家医院迫害致

死。死因详情正在调查中。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yuguanyun0129200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5/44018.html

案例 444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淑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被阿城“610办公室”、阿城拘留所、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野蛮灌食、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2001年 4月北京警从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王淑芳，并被非法关押长达

49天。期间她绝食抗议迫害，被强行野蛮灌食，造成食道和胃出血后，警察怕担

负法律责任，将其释放。2001年 6月，阿城“610”非法抓捕王淑芳，并被非法关押

在阿城拘留所 6个月。之后，被阿城“610”非法判劳教 1年，转往万家劳教所。在

万家劳教所期间，警察使用酷刑折磨，野蛮灌食摧残，造成其胃、食道出血，腹腔

肿胀大量积水，生命危在旦夕，万家劳教所怕负担法律责任，通知阿城“610”取
人。阿城“610”开单子通知家人去万家劳教所取人。由于街道、工厂不给盖章（层

层盖章签字同意才放人），说劳教期快满了，等到期时再办手续去取人。2002年
6月份王淑芳才从万家劳教所被接回。当时腹腔大量积水不消，连拉带吐血，接回

时，神志恍惚不清，下肢瘫痪惨。2002年 12月 18日王淑芳被万家劳教所迫害致

死。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7/42362.html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wangshufang0107200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5/44018.html

案例 555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付桂兰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自 1999年 7月 20日以后，警察多次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付桂兰。

2001年 4月，南岗公安非法判付桂兰劳教 2年；在被非法关押期间，付桂兰绝食

抗议迫害，生命垂危，警察怕担负法律责任，施以保外就医。2002年端午节，警

察再次绑架付桂兰并送万家劳教所，因抗议迫害，继续绝食，2002年 12月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yuguanyun0129200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5/4401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7/42362.html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wangshufang0107200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5/44018.html


29日，万家劳教将付桂兰迫害致死。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2/43874.html

案例 666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白秀华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刘家俊(交界镇派出所属下的山河派出所的副所长)、万家劳教

所

基本犯罪事实：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2002年 7月 8日，阿城市第二拘留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白秀华，在

此之前，白秀华曾先后 3次被非法拘捕。白秀华当天即开始绝食抗议非法关押，

后被送万家劳教所。据悉，白秀华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遭受酷刑虐待，被折磨得腰部

严重损伤，大小便不能自理。警察直到看她已经不行了，怕担负法律责任，才通

知其单位接人，但单位拒接。8月 28日白秀华被迫害致死。阿城市第一拘留所证

实白秀华是被送到哈尔滨的劳教所，并称 “这是第二看守所的事”。交界镇派出所

属下的山河派出所的副所长刘家俊是抓捕白秀华的主要犯罪人员。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9/11/36403.html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baixiuhua09072002.html

案例 777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于振翼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哈尔滨南岗分局拘留所、哈尔滨第三监狱、万家劳教所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非法判刑、酷刑折磨、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1999年 9月 19日哈尔滨南岗分局非法抓捕于振翼(曾用名于迨)，在被

非法关押 2年后，于 2001年 9月被非法判刑 4年，但因体检不合格，于振翼一直

被非法关押在南岗分局拘留所。2002年 4月初，于振翼被送往哈尔滨第三监狱，

期间被迫害得病情加重，4月 25日白天，他被送入哈尔滨万家劳教所医院，当时

于振翼仍神智清醒，当天半夜，万家医院又将他转往医大二院，此时于振翼已被迫

害得四肢抽搐，神智不清，经医大二院检查，发现于振翼的大脑经受过猛烈击

打，胸部有淤血，身体多处内伤，一个前牙被折断。5月 29日医院拒绝继续治

疗，于振翼被转回家中，6月 14日于振翼被迫害致死。于振翼的亲友透露，于振

翼在恢复清醒时，曾口述在万家医院半天时间内，被 4、5个人酷刑折磨。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26/35614.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9/4/36052.html

案例 888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于天勇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哈尔滨第三监狱、万家医院

基本犯罪事实：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2001年 1月 1日太平分局在太平区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于天勇，被非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2/43874.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9/11/36403.html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baixiuhua09072002.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26/35614.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9/4/36052.html


法判 10年有期徒刑，被关在哈尔滨第三监狱。在此期间于天勇被迫害得病重，警

察怕担负法律责任，允许保外就医。后来警察又将其抓回，转到万家医院，2003
年 1月于天勇被迫害致死。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2/43876.html

案例 999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佟文成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万家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强行灌食、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2000年 10月 27日北京警察非法抓捕佟文成，后被转到双城市第一看

守所被非法关押 2个多月，受到各种折磨，期间曾 3次晕倒。然后又被转到哈尔

滨平房看守所，被非法关押 22天。2001年 1月 22日，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非法

判佟文成 2年，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遭受到惨不忍睹的迫害，被强行“洗脑”、不

让睡觉；在这期间，他绝食抗议迫害，遭到强迫灌食。在劳教所恶劣的环境下，他

满身长脓包疥疮，生活不能自理，胸膜粘连，被送进万家医院；在医院里，警察

强迫其蹲在地上，往身上浇水……。非法劳教期满时，正赶上开“十六大”，又被超

期关押 18天，回家后的佟文成因身体被残害过重，2003年 6月 14日被迫害致

死。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29/53101.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7/3/53355.html

案例 1010101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秀琴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鸡西市第二看守所、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1999年 10月 2日鸡西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李秀琴。12月 26日被非

法判劳教 2年，送往哈尔滨万家劳教所。在被非法关押近 2年的时间里，遭受到

警察灭绝人性的迫害。2001年 6月 20日李秀琴被迫害致死。劳教所在没有通知家

里的情况下将其火化，家属只领回了骨灰盒。劳教所扬言：“上级有话，不查身源

直接火化。”“300多人死 15、16个还多呀！”等等，还造谣说她是自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7/2/12766.html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lixiuqin0802.html

案例 1111111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玉兰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密山第一看守所、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1999年 10月北京警察非法抓捕法张玉兰，并转至密山第一看守所被非

法关押长达 1个多月后，转送至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被非法判劳教 2年。在被

非法关押期间，遭受到警察灭绝人性的迫害。2001年 6月 20日万家劳教所将张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2/4387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29/53101.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7/3/5335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7/2/12766.html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lixiuqin0802.html


兰迫害致死。死时脖子上有深深的勒痕。劳教所对外诬蔑“他们集体上吊自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26/1248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7/2/12766.html

案例 1212121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赵雅云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双城市第二看守所、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2000年 7月双城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法赵雅云长达 1个多月，后被

转至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2001年 6月 20日万家劳教所将赵雅云迫害致死。6月
21日家属见到赵雅云遗体时看到的是：头发零乱不堪，双眼窝青紫，眼微睁，人

中有小手指甲大小的掐痕，牙关紧闭，脸上尚有被打过的五指印，整个脸浮肿，

颈上有一轻一重两道勒痕，肩胛青，胳臂有伤，后腰大面积淤紫。家属见到赵雅云

的遗体是牙关紧闭，尽管官方说她 “上吊而死”时舌头在外。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7/2/1276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7/3/1280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7/3/12774.html

案例 1313131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孟宪芝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武金英(大队长)、李秀花(警察)、王敏(警察)、李红(警察)、张

红(警察)及犯人打手

基本犯罪事实：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2001年 7月太平分局警察非法抓捕法孟宪芝，8月 16日万家劳教所非

法判孟宪芝劳教，被非法关押在第七大队。在万家劳教所里，警察李秀花、王

敏、李红、张红及犯人打手残酷迫害她，如用脚猛踢、打嘴巴子、用木棒打、被抓

着头往床上撞……。2002年 1月 24日，警察王敏、李秀花、李红疯狂地用皮鞋踹

孟宪芝的腰、腿、胯等部位。1月 30日上午，警察张红对全班 20名法轮功学员大

打出手，拳打脚踢，扇耳光等。孟宪芝被列为”重点”，几乎每次被殴打都落不下

她。由於生活环境、饮食极其恶劣，许多人身上长疥，脓包严重后，就被强行送往

医院进行所谓的“治疗”。医院条件更加恶劣，2人一床，每天热水半瓶都分不到，

根本没有热水洗疥。被用不消毒的钢勺刮脓包疥，剜得身上血肉模糊，有的疼得昏

死过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孟宪芝也长了疥。3月 4日下午大约 2时 30分，

孟宪芝在七大队二楼厕所洗疥，进去才不到 5分钟便昏厥过去，当时两眼发直，大

小便失禁。后经万家医院狱医测量血压高压达 260以上，低压达 180。万家医院诊

断为脑出血，后被送到哈市医大二院，次日孟宪芝被迫害致死。事发时，大队长武

金英随车前往，次日下午返回七队。并欺骗说在给孟宪芝办所外就医。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mengxianzhi03282002.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2/2589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28/2740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26/1248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7/2/1276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7/2/1276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7/3/1280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7/3/12774.html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mengxianzhi03282002.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2/2589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28/27400.html


案例 1414141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高凤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2000年 2月初、10月 26日、2001年元旦前夕警察曾 3次非法抓捕高

凤，高凤以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后获释。2001年 5月 12日，再次被警察非法抓捕，

5月 19日，高凤被迫害致死。她被迫害致死后，警察通知其家属说其被捕后，绝

食 2天后被送至万家劳教所，呆了一夜，后因心力衰竭，被送往县医院，在县医

院去世。警察不准家属见尸体，19日下午被强行火化。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24/11416.html

案例 1515151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玉兰、李秀琴、赵雅云、朱春荣，张春荣，潘宣华，张玉

华，孙杰，郝云珠，杨秀丽，高淑彦，王芳，陈亚莉，左秀云，韩少琴，徐丽

华、邵影、许丽华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史英白(所长)、武金英(七大队长)、张波(十二大队长)、李民

(九队警察)、马小千(管教)等
基本犯罪事实：2001年 6月 20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万家 6.20惨案”，有 3名法轮

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2001年 6月 18日，万家劳教所七大队、十二大队对非法监禁 20个
月，仍拒绝放弃真、善、忍信仰的 20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加期 1年。警察将法轮功

学员杨秀丽、左秀云、高淑彦、王方、陈雅莉送入小号折磨；九队警察李民把十几

位法轮功女学员飞机式悬吊，用黑色尼龙警绳从肋下捆绑双手，脚尖离地并逐渐

加高，吃饭时也不放，并疯狂叫嚣“非得制服你们为止”。警察李民还用摸乳房、数

肋骨、胸部抓痒等流氓手段当众侮辱法轮功学员。被吊在小号的 15名法轮功学员

是：朱春荣，张春荣，赵亚云，李秀琴，潘宣华，张玉华，孙杰，郝云珠，杨秀

丽，高淑彦，王芳，陈亚莉，左秀云，韩少琴，徐丽华。警察李民用电棍电击多

人，导致被电击者浑身青紫。参与小号迫害的警察有：武金英、史英白、马小千

等。2001年 6月 20日，法轮功学员张玉兰、李秀琴、赵雅云被迫害致死；在此次

“万家 6.20惨案”中，法轮功学员高淑彦、邵影、许丽华、王方、孙杰、张玉华、

杨秀丽、郝云珠 8人被送万家劳教医院抢救，最慢的 5天后才逐渐清醒。死里逃

生的受害者都有不同程度的身体受损、肢体僵硬和记忆丧失。另 4名法轮功学员左

秀云、韩少琴、陈雅莉等被送入小号。自此事件发生之日起，万家劳教所惊恐万

分，生怕走漏消息，败露罪行，对劳教所实行严密封锁。管教人员的手机、传呼全

部收缴上交。万家劳教所对外声称，15人是集体自杀，但无法解释在 24小时的监

控下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此事件引起国内外的轰动。该事件主要责任人包括所长史

英白、七大队长武金英和十二大队长张波。通过逐渐揭露出来的真相人们已经知

道：万家劳教所效仿邪恶的马三家劳教所，警察们把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女学员投到

男犯队里，并以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和卑鄙手段对待法轮功女学员，昼夜轮番实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24/11416.html


行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其恶行令人发指。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9/10/1633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7/2/1276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7/3/1280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6/22/32197.html#wanjia-20020622-1

案例 1616161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苗春艳、杨淑华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魏雪颖(万家劳教所“610”办公室主要负责人)、肖林(警察)、杨

丽斌(警察)、王亚丽(警察)、王小丽(警察)、崔红梅(警察)等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毒打、电棍电、绑吊等

详细情况：万家劳教所为加大对法轮功学员的恐怖迫害，按着“上边”秘令，以“整
顿”为名，男管教进入非法关押法轮功女学员的监室，折磨凌辱法轮功女学员，人

性全无，令人发指。万家劳教所成立以魏雪颖为头目的“610办公室”，并组织了男

女打手。男打手以警察肖林为首，女打手有杨丽斌、王亚丽、王小丽、崔红梅等

警察。他们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法轮功女学员进行疯狂的迫害，安排 5名
犯人打手看管一名法轮功学员，并施以拳脚、电棍电、绑吊等刑具进行惨无人道

的折磨。警从还对法轮功学员苗春艳、杨淑华非法加刑期。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2/2/20763.html

案例 1717171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侯家荣、吴少力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警察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2002年 8月警察非法抄家、抓捕侯家荣、吴少力夫妇，并被非法关押

在万家劳教所迫害至今。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27/51081.html#nbrief0527-6

案例 1818181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芳(化名)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武金英(七大队队长)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电棍电击、被强迫体罚、被毒打等

详细情况：1999年 9月市政保科非法逮捕刘芳(化名)，并非法关押在第二看守所 2
个月；99年冬，市公安局、政保科强行将刘芳关押到哈尔滨万家劳教所，并非法

判劳教。在万家劳教所期间，警察七大队队长武金英曾用电棍电击、体罚、毒打等

手段残酷折磨刘芳及其他法轮功学员，武金英还指使刑事犯对法轮功学员拳打脚

踢，有的法轮功学员的头皮都被拽掉了。后刘芳绝食抗议迫害，劳教所怕担负法律

责任，将刘芳送到万家医院，在医院里被野蛮折磨十多天后，万家劳教所又将刘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9/10/163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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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秘密转往黑龙江省佳木斯劳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23/50885.html

案例 1919191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卢振山(所长)、赵余庆(科长)、姚福昌(科长)、吴洪勋(科长)、
周牟奇(警察)、吴宝云(警察)、张波(队长)、白雪莲(犯人打手)等
基本犯罪事实：被逼迫写“三书”、“揭批”，被逼迫看诬陷大法的诽谤片、被威胁恐

吓、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被强行坐铁椅、被毒打、被体罚、被电棍电击、被

上大挂、被无理加期、被迫害致死等

详细情况：2002年 7月 25日，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在七队三楼成立集训队，用于

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之后不久，法轮功学员白秀华被活活折磨致死；8月中旬有

20余名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折磨，期间被抬出七大队送往医院就有数名，其中有

的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万家劳教所所长卢振山曾承认说“这一切都是我叫他们

干的”。有的警察从还声称：“共产党不让你们说真话，就让你们颠倒黑白。”万家

劳教所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有：逼迫写“三书”、逼迫写“揭批”、逼迫看诬

陷大法的诽谤片、威胁、恐吓、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强行坐铁椅、毒打、体

罚、电棍电击、上大挂(上大挂：两手反铐背后，然后用绳子吊到铁网窗棂上，脚

尖勉强着地；两手分铐在有一定距离的两张上下铺的床上，然后用力将两床向两方

挣开，犹如五马分尸一般。)、无理加期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20/50736.html

案例 2020202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高鹏云、殷红、黄艳影、司旷远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哈尔滨市公安局一处：任 xx(处长)、原伟杰(科长)、范加元(警
察)、王锋(警察）、马柏松 (警察)、哈尔滨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绑架、被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2002年 2月 6日晚约 5点哈尔滨市公安局一处的警察处长任某、科长

原伟杰、范加元、王锋等绑架高鹏云、殷红、黄艳影、司旷远，并被非法关押在

道里区红砖街一处居民楼里，4名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绑架。之后，警察把他们押

送到哈尔滨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殷红、黄艳影、司旷远被非法判劳教。其中，

殷红和黄艳影现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万家劳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19/50671.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7/39234.html

案例 2121212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白秀华、张克梅、马力达、程玉芹、宋瑞香、张军、李洪

梅、李兰、周华、曹玉娥、孙淑云、刘桂香、孙爱华、王凤英、朱纯荣、黄静、

赵喜华、白淑荣、罗红艳、高淑芹、殷红、何苗、高淑霞、潘宣华、蒋本云、刘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23/5088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20/5073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19/50671.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7/39234.html


茂、丁学平、黄艳影、杜秀芹、邵化凤、遇风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张继红(警察)、孙炎彬(警察)、隋雪梅(警察)、阎 x(管理科警

察)等
基本犯罪事实：白秀华被迫害致死；强制“洗脑”、毒打、体罚、用电棍电击、强迫

坐铁椅、强行灌食、关小号等

详细情况：2002年 8月 28日警察对白秀华强行灌食，导致被迫害致死；2002年 8
月，警察将程玉芹吊在小号内毒打，导致胸疼，胳膊抬不起来；警察将宋瑞香、

罗红艳、遇风吊在小号里用电棍电，宋瑞香被折磨得无法走路；罗红艳、遇风被电

击得身上起大水泡、溃烂、脓肿。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4/48991.html

案例 22222222

受害人：万家劳教所全体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赵余庆(科长)、吴洪勋(科长)、姚福昌(科长)、万家劳教所管

教、白雪莲(犯人打手)等
基本犯罪事实：警察利用职务之便，刑讯逼供、酷刑、体罚法轮功学员

详细情况：为了向上级邀功领赏，万家劳教所采取欺上瞒下手段，逼迫被非法关

押的法轮功学员写所谓的“三书”(“保证书”、“决裂书”、“悔过书”)，并上报谎称法

轮功学员在此所说、所写全部是“自愿”行为。万家劳教所警察用尽了各种刑罚对全

体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肆意打骂、体罚、虐待、

伤害、污辱，极尽所能，将万家劳教所变成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纳粹集中营。2002
年 8月 27日开始，万家劳教所的男警察进入女监，给法轮功学员上各种刑具。负

责上刑具的是管理科，管理科三个科长吴洪勋、赵余庆、姚福昌指使刑事犯毒打、

迫害法轮功学员，采取的手段有：强制“洗脑”、上大挂、吊起来之后用 10多个电

棍同时电击身体、长时间坐铁椅子、长期蹲小号、泼凉水、踢、打、长时间下蹲、

双手倒背脚尖离地吊起、剥夺睡眠、超期关押等。由于长期被迫体罚，导致一些

法轮功学员从臀部上开始长疥，最后至全身溃烂，不能自理，痛苦不堪。劳教所对

被非法劳教到期的法轮功学员不予释放。被超期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有：程文婷、

于国荣、孙锐、张淑琴、周华、吕士萍、孙丽芝、王淑荣、王玉花、曹玉娥、曹连

娣、吕会文、孔祥平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3/4891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5/42871.html#chinanews0116-3

案例 2323232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孙淑云、高淑艳、陈亚丽、孔繁丽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非法判刑、强行“洗脑”等
详细情况：万家劳教所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2000年 5月、12月哈市第二看守所

2次非法关押孙淑云；2001年 1月 26日，万家劳教所非法关押孙淑云，并被非法

判刑 3年。2000年 2月，万家劳教所非法关押高淑艳(万家惨案受迫害者之一)，之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4/48991.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3/4891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5/42871.html


后，被送至哈市戒毒所被非法判劳教 3年。2000年 2月，万家劳教所非法关押陈

亚丽(万家惨案受迫害者之一)，2002年农历腊月二十，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陈亚丽

至今。2002年 6月，万家劳教所非法关押孔繁丽，并被非法判刑 1年。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17/48552.html

案例 2424242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冬梅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哈尔滨市第二拘留所、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1999年至 2002年，哈尔滨市第二拘留所先后 3次非法关押张冬梅。

2003年 2月 27日，万家劳教所非法关押张冬梅，并被非法判劳教 3年。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11/48176.html#chinanews-20030411-6

案例 2525252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徐华、孙秀芬、孙丽芝、齐景芳、田英、杨玉芹、梅广丽、

李艳丽、王家玲、冯波、尹守荣、刘芝、刘国英、曲学英、张延华、陆凤霞、吴

丹丹、孙桂珍、王艳文、张玉珍、孙淑娥、张洪芝、王树珍、姚凤杰、张某、冯秋

艳、李学君、刘黎雁、王淑荣、周华、高凤芹、吴亚芹、霍云霞、秦爱敏、白英

杰、王凤杰、范春艳、周疏影、陈秋环、王殿华、于文凤、陈淑芹、鲍丽云、孔凡

芬、武炳春、李晓霞、丁秀荣、付秀艳、盛春荣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1999年 10月底，北京警察绑架徐华，之后被非法拘留在哈市第二看守

所 2个月。2001年 10月 1日，哈市第二看守所再次非法拘留徐华；自 2002年 1
月 8日，万家劳教所非法关押徐华至今。2001年 10月 1日哈市第二看守所非法拘

留孙秀芬，自 2002年 1月 8日，万家劳教所非法关押孙秀芬至今。2001年 1月 14
日，万家劳教所七大队非法关押孙丽芝，被非法判劳教 2年。2002年 4月 13日，

万家劳教所 12大队非法关押齐景芳，被非法判劳教 2年。2002年 4月 22日，万

家劳教所非法关押田英、杨玉芹、梅广丽，被非法判劳教 2年。2002年 3月
5日，万家劳教所非法关押李艳丽和王家玲，被非法判劳教 2年。2002年 11月 7
日半夜 12点，哈平路派出所绑架冯波，现被劫持在万家劳教所。2002年 4月 11
日，万家劳教所非法关押尹守荣、刘芝、刘国英、曲学英至今。2002年 11月
6日，万家劳教所非法关押张延华至今。2002年 12月 8日，万家劳教所非法关押

陆凤霞至今。2002年 4月 24日，万家劳教所非法关押吴丹丹至今。2002年 7月，

警察绑架孙桂珍、王艳文，现被非法关押在万家劳教所；2001年 12月，恶察绑架

张玉珍，现被非法关押在万家劳教所；2002年 9月，警察绑架孙淑娥、张洪芝、

王树珍，现被非法关押在万家劳教所；2002年 3月，警察绑架姚凤杰、张某，现

被非法关押在万家劳教所；2002年 6月，警察绑架冯秋艳、李学君，现被非法关

押在万家劳教所；2002年 4月，警察绑架刘黎雁，现被非法关押在万家劳教所；

2001年 11月，警察绑架王淑荣，现被非法关押在万家劳教所。2000年末，万家劳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17/48552.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11/48176.html


教所非法关押周华，被非法判劳教 2年。高凤芹、吴亚芹现被非法关押在万家劳

教所七大队，身心受到严重迫害，高凤芹被折磨得遍体鳞伤。2002年 8月，万家

劳教所非法关押霍云霞、秦爱敏、白英杰、王凤杰，被非法判劳教 3年。白英杰

现被非法关押在万家医院。2001年 4月 26日，万家劳教所非法关押范春艳，被非

法判劳教 3年。自 1999年 7.20以来，范春艳 6次被非法关押，现在每天遭受着酷

刑折磨。2002年 9月 29日，万家劳教所非法关押周疏影。在中共“十六大”之前被

抓进万家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有(哈尔滨市平房区)：陈秋环、王殿华、于文凤、陈

淑芹、鲍丽云、孔凡芬、武炳春、李晓霞、丁秀荣、付秀艳、盛春荣。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23/4698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21/4487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12/44442.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30/4363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7/43436.html

案例 2626262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吴淑杰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齐市第二看守所、河北三河市站前派出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残酷迫害

详细情况：1999年 10月 15日，河北三河市站前派出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吴淑

杰，非法判劳教一年，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并非法超期关押七个

月。在此期间受到了万家劳教所一伙歹徒惨无人道的种种迫害，家中所有财产被建

华刑警队洗劫一空。2001年 9月 22曰，齐市第二看守所再次非法关押吴淑杰 20
多天，现被迫流离失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15/46514.html

案例 2727272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叶娟丽、周广慧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绑架、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万家劳教所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叶娟丽和周广慧。2000年叶娟丽搬迁

至哈尔滨市后，被绑架至万家劳教所非法判劳教一年，现被迫流离失所。2002年
9月，哈尔滨市直属公安局（对外不挂牌）恶警非法逮捕法轮功学员周广慧，转至

万家劳教所非法判劳教三年。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6/45914.html#chinanews-20030306-9

案例 2828282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十根电棍电、被浇水开窗冻、被性侵犯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23/4698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21/4487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12/444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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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7/4343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15/46514.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6/45914.html


详细情况：万家劳教所为了达到自欺欺人的所谓“转化率”，不择一切手段迫害被非

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采用的刑罚是踢、打、站、蹲、电、吊、用加长电棍电、

同时用十根电棍电、指使刑事犯打法轮功学员、强迫坐铁椅子、往身上浇水，把外

衣脱掉，开窗户冻，被逼迫写所谓的 “三书”等。有的流氓警察把法轮功学员吊起

来后，摸其乳房，进行性侵犯。披着人民警察的外衣，干着禽兽不如的勾当。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28/45446.html

案例 2929292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兰、周华、吕造平、孙丽芝、孙锐、王淑花、王淑荣、刘

淑清、吕慧文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张小初(警察)、孙庆(警察)、赵余庆(警察)、姚 xx(警察)、贾翠

岩(警察)、吴宝云(警察)、周木琪(警察)、张莉(警察)
基本犯罪事实：上大挂吊起来、用电棍电、毒打等

详细情况：万家劳教所犯罪警察张小初、孙庆、赵余庆、姚 xx、贾翠岩、吴宝

云、周木琪、张莉残酷迫害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李兰、周华、吕造平、孙丽

芝、孙锐、王淑花、王淑荣、刘淑清、吕慧文等。所采取的手段有：上大挂吊起

来，用电棍电，把电棍插入嘴里，毒打，把两只胳膊使劲往两头拽，铐在两个分

开很大距离的床上，这种酷刑有让人四分五裂的感觉，非常痛苦。恶警张小初曾把

法轮功学员铐在铁椅子上，扒下棉衣，打开窗户叫嚣：冻死你，爱哪告哪告，有

国家撑腰。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18/44774.html

案例 3030303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使用残酷手段进一步摧残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

详细情况：万家劳教所为了强迫坚持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最

近成立了严管班，使用更残酷的手段进一步摧残 27名拒绝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

员。劳教所以强制的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如强迫坐铁椅子、不让睡觉、上大挂、

关小号、上电棍、加期关押等。为了在精神上折磨法轮功学员，恶警把法轮功学

员家人所送的东西放在看得到，拿不到的地方，并以此来要挟。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15/44617.html#chinanews-02152003-5

案例 3131313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志伟、丛丽华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12大队

基本犯罪事实：被迫看诋毁诽谤法轮功的录像、被灌辣椒水、强制坐“老虎凳”、被

隔离、不允许睡觉、使用具有腐蚀性化学药品消毒给法轮功学员灌食等

详细情况：2002年 2月 27日,恶警绑架法轮功学员刘志伟、丛丽华,现被非法关押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28/454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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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家劳教所 12大队，被非法判劳教 2年。在万家劳教所，恶警对他们进行肆意

的迫害，被迫看诋毁诽谤法轮功的录像、被灌辣椒水、强制坐老虎凳、被隔离、不

允许睡觉、使用具有腐蚀性化学药品消毒给法轮功学员灌食等，用尽各种手段迫

使法轮功学员屈服。至今，刘志伟、丛丽华仍在万家劳教所遭受非人的迫害和折

磨。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12/44438.html

案例 3232323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淑清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鸭子圈看守所、哈尔滨市南岗分局

基本犯罪事实：绑架、非法关押、残酷折磨

详细情况：2002年 11月 2日，哈尔滨市南岗分局 7名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刘淑

清，被非法关押在鸭子圈看守所，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遭恶警残酷折磨，腿被打

坏了，警察以动手术为借口，向家属勒索钱财。12月份，被非法送往万家劳教

所，非法判劳教 2年。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7/42981.html#chinanews-01172003-3

案例 3333333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程文婷、王淑荣、李兰、刘淑清、罗红艳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关小号、坐铁刑椅、吊大挂、毒打、电棍电、强行“洗脑”等
详细情况：2001年阴历年三十，万家劳教所强迫 60多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在七队二楼教育组看中央台演出，法轮功学员坚决抵制迫害，并高喊：“法轮大法

好！”、“还我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我们无罪”，警察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

手。恶警对拒绝放弃信仰 “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采取关小号、坐铁刑椅、吊

大挂、毒打、电棍电、强行“洗脑”等手段残酷迫害。李兰被强制坐铁椅子长达

2天；程文婷被警察两手扣在两个床上，然后把两腿分开形成大字，用电棍电，眼

睛周围被打得紫青色；罗红艳被五名男警察吊起；刘淑清被扣到铁刑椅上用电棍浇

上水电……。6月 20日，警察逼迫法轮功学员写所谓的“保证书”，并面目狰狞地

叫喊：“不写保证的就让你受痛苦与熬煎！”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2110.html

案例 3434343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朱纯荣、申某、郝佩杰、戴锐、陈贤君、姜丽华、何苗、崔

淑香、刘淑清、程文庭、张淑琴、于国荣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强行洗脑、酷刑、体罚等

详细情况：自 2002年 8月末以来，哈尔滨万家劳教所采用非人的极其残忍的高压

手段强迫法轮功学员写所谓的“三书”。每天被强迫听、读、写污蔑大法的材料，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12/4443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7/42981.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2110.html


若不顺从就被强迫体罚、酷刑。劳教所里被非法关押的 300多名法轮功学员除极少

部分人外，几乎都经历了被绑吊的摧残。法轮功学员朱纯荣、申某、郝佩杰、戴

锐、陈贤君、姜丽华、何苗、崔淑香、刘淑清、程文庭、张淑琴、于国荣等遭受了

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其中，郝佩杰被绑吊后，5、6个刑事犯毒打她，被打得

眼底充血，很长时间行走困难，腿被电棍电起了大泡并化脓；陈贤君被逼迫坐两天

两夜铁刑椅；何苗被强制坐铁刑椅，被电棍电脸和脖子；崔淑香被毒打后又被电

棍电脸；刘淑清被强制坐铁刑椅，被浇水后用电棍电；程文庭、张淑琴、于国荣被

非法超期关押。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4201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23/41559.html

案例 3535353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玉芝(已于 2002年 11月 11日被迎救到加拿大)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卢振山(所长)、史英白、宋绍慧(万家医院院长)、畅凡(医
生)、江潮(医生)、张梦华(医生)、于方丽(管教)、胡波(管教)、韩喜善(管教)、林英

子(管教)、王晓红(刑事犯人)、张小雨(刑事犯人)・¸×ïµ¥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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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犯罪事实：管教对法轮功学员肆意打骂、体罚、虐待、伤害、污辱、野蛮灌

食、不让睡觉、电击等，天天把“整死你们”放在嘴上，还公开叫嚣：“劳教所有的

是小棺材！”。
详细情况：2001年 11月 6日，黑龙江省“610”、市公安局将王玉芝秘密转押到哈

尔滨万家劳教所的医院，非法关押 5个多月；在这之前，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非

法关押王玉芝长达 4个多月。当时她被迫害得腿不能站立，心脏跳动达 150多下，

受尽了折磨，被迫害得整日躺在潮湿的房间里，双眼流血流脓，奄奄一息，恶警

怕担负法律责任，2002年 4月 11日被释放。王玉芝刚被转到万家劳教所时，管教

于方丽就强制体罚她并告之： “自今天来到这里，就不准你活著见任何人，如果你

在这里被打死了，就算你自杀，我们可以自行火化，家属连尸体也不许见。”王玉

芝每天遭到严厉的监控，管教利用犯人肆意打骂法轮功学员。一次她抵制警察的

迫害，被管教于方丽、胡波、韩喜善 3人连拖带打击头部，致使嘴鼻流血，倒在潮

湿的地上；王玉芝起来制止管教做恶，要求立即无罪释放，管教利用犯毒的刑事

犯人王晓红、张小雨对其实施酷刑，拿着笤帚、拖布等刑具往死里打，被打得浑身

是伤。2002年元旦，王玉芝再一次绝食绝水抗议迫害，要求无罪释放；所长史英

白、宋绍慧(万家医院院长)指使医生畅凡、江潮、张梦华、管教于方丽、胡波、王

俊平、韩喜善、林英子对其进行野蛮灌食，被强行掐着脖子，插入鼻腔灌食。王

玉芝被折磨 100多天，鼻子被冲击堵塞，已经无法灌进去，几次使她窒息，最后被

迫害得双眼流血流脓，几乎双目失明，身心遭受极度摧残，警察怕担负法律责

任，才将她释放。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9/30/17278.html#chinanews0930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1/30/24079.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3/11/264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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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25/4000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26/39743.html
http://dajiyuan.com/gb/3/4/4/n295848.htm

案例 3636363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杜凤华、杜景兰、王艳文、候家荣、吴亚琴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绑架、酷刑

详细情况：2002年 9月，万家劳教所绑架哈尔滨市道外区杜凤华、杜景兰、王艳

文、候家荣、吴亚琴等。在万家劳教所里，他们遭受到非人的折磨。警察采取极

其残忍的刑法摧残法轮功学员，如扒光衣服，皮鞭沾凉水抽；扒光衣服，乳头插上

针用电击；往阴道插入电棍；飞机式……。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17/39662.html#chinanews-20021117-4

案例 3737373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于秀莲、李静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第七大队警察、赵庆余(管理科科长)、姚××(管教)
基本犯罪事实：被电棍电、遭殴打、被迫坐铁椅等

详细情况：哈尔滨万家劳教所第七大队警察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还指使刑事犯

人参与迫害。如果拒绝放弃信仰，警察马上施以酷刑。管理科科长赵庆余、姚管

教每天都将法轮功学员的手反绑，吊在走廊上，脚尖点地，一吊就是一天。到了晚

上用电棍电，专找穴位电。一边电着一边喊： “转不‘转化’，不‘转化’，就打死

你，你死了也白死，谁也不知道。”有的法轮功学员被打得眼眶青黑、眼球充血；

有的被打得几天直不起腰；有的被锁在铁椅子里十几天，不让睡觉，一闭眼睛就

用电棍电，身上被电得青一块紫一块，水泡一片片的。于秀莲被迫连坐 7天铁椅

子，腿和脚部肿得不能穿鞋；李静被在铁椅子上锁了 10天，脸被电得到处是伤，

脖子四周都被电破了。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2/38991.html

案例 3838383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张波(12大队原队长，现任 7大队任队长)、武金英(7大队原

队长)、郭 x(现任 12大队队长)、卢振山(所长)、史英白(副所长）等

基本犯罪事实：在精神上、肉体上残害法轮功学员

详细情况：[编者按：大法法理严禁自杀，修炼者无论在任何屈辱、苦难的情况下

都应该坚持珍惜自己的生命，因为大法弟子的生命不是孤立的，修成与否关系到

许多生命的未来。本文报导的事件中的法轮功学员没有严格按照大法对修炼人的要

求去做，但是这一切都是万家劳教所警察的野蛮迫害造成的。警察对法轮功学员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25/400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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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酷刑折磨使她们处于生不如死的境地，这些警察逼死人命的犯罪行为必将受到法

律的制裁和天理的严惩。]

万家劳教所内的警察为了提高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谓“转化率”并从中捞取个人利

益，不断地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其手段极其残忍和险恶。自去年“万家惨案”发
生并被国际媒体曝光后，万家劳教所并没有收敛自己的犯罪行为，而是不断的加重

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在司法系统内部和各劳教所及监狱抽调管教人员，派往万

家劳教所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自 2002年 9月份以来，万家劳教所的野蛮摧残已

经造成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跳楼和被迫割腕等惨案的发生。万家劳教所近期为了

封锁消息，已经禁止法轮功学员亲属探视。据说，有 6名法轮功学员在极端的严重

迫害中被逼割腕，另外有人被逼跳楼，确切的消息有待进一步查证。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0/8/3768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0/10/3778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0/7/37625.html

案例 3939393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警察

基本犯罪事实：饥饿、苦役、精神摧残、限制活动、限制亲人探访等手段迫害法

轮功学员

详细情况：震惊中外的“万家惨案”被曝光后，为避免再次被曝光，万家劳教所警察

迫害手法更为隐蔽、阴毒，常以所谓 “合法”的外表掩盖实质上的迫害。对被非法

关押在劳教所里的法轮功学员采取饥饿、苦役、精神摧残、限制活动、限制亲人探

访等手段进行迫害。如与刑事犯勾结，每餐决不会让法轮功学员吃饱，表面上让

你吃，实际上让你经常处在饥饿状态；再如：表面上让你制作衣服，实际上你饥饿

得越厉害，越让你从早上 6点干到晚上 12点以后，进行变相的迫害，无论你手

烂、身麻、四肢僵直，决不会让你休息、治疗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0/6/37592.html

案例 4040404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吴雅杰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张波(大队长)、白雪莲(刑事犯)等
基本犯罪事实：殴打、坐“老虎凳”、用电棍电、吊起来、强行灌食等

详细情况：万家劳教所指使刑事犯迫害法轮功学员，吴雅杰由于绝食抗议迫害，

警察强行把她绑在床上，一阵毒打后，再给她注射一种不知名的药物，注射后吴

雅杰便昏昏欲睡，神志不清，之后再灌入一点玉米糊以维持生命，目前吴雅杰终日

吐血仍被迫害着。万家劳教所大队长张波竟叫嚣：“这样做对你们有好处。”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9/25/370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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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141414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迟桂霞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在肉体上、精神上摧残法轮功学员

详细情况：万家劳教所对新被绑架进来的法轮功学员采取一律隔离“包夹”，对拒绝

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警察就强制其坐铁椅，24小时不让上床睡觉，不给被

褥，24小时坐板凳等长时间耗体能的折磨。迟桂霞被强迫坐了 1个多月的铁椅

子，臀部都坐烂了。警察还每天利用“包夹”，在精神上施以巨大压力、摧残。目

前 12队非法关押着 14名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万家劳教所严密封锁一切消息，不允

许家属探视、送衣服或食品，个别被允许探视者，也被强迫要求家属给法轮功学

员施加压力，劝其放弃修炼。很多法轮功学员因长期得不到睡眠，加上极其恶劣的

饮食，以及遭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已变得极度瘦弱憔悴，以致家属探望时

都不敢相认。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9/21/36882.html

案例 4242424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丽梅、徐梦兰、高国凤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韩 x(万家医院护士长)、郝 x(万家医院院长)、于芳丽(管教)等
基本犯罪事实：注射精神药物、野蛮灌食

详细情况：在万家医院里，不法医务人员、护士、管教和刑事犯对被关押的法轮

功学员注射精神药物并野蛮灌食。刘丽梅、徐梦兰、高国凤绝食绝水抗议迫害。

万家医院就强迫给她们打“睡觉”针，加重迫害，强行灌食和输液。2002年 6月 6
日上午 8点 30分，韩护士长和几个人 (管教、护士和刑事犯)一起分别强行按住刘

丽梅、高国凤和徐梦兰，被强制打睡觉药，刘丽梅打完针就昏死过去；高国凤 26
日被迫打完睡觉针后，也被强行灌食和输液，醒来时觉得天旋地转；徐梦兰被迫

打完睡觉针后，头晕，浑身乏力，也被强行灌食和输液。6月 30日早 6点左右，

管教于芳丽揪住徐梦兰的头往墙上撞，把两个胳膊使劲往后背，连掐带打的，致

使徐的右眼看不清东西；强行灌食中，灌得她鼻口出血。韩护士长还说：“不死就

给你灌”。7月 1日刘丽梅被迫打针后，导致大便失禁，7月 11日已奄奄一息，恶

人怕担负法律责任，让刘丽梅的家人接走。(注：打针打的是一种破坏中枢神经的

药物。）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9/8/36261.html

案例 4343434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尚玉秋、王厉焱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卢振山(所长)、史英白(副所长)、张波(七队队长)、齐凤林(七
队队长)、常淑梅(七队队长)、刘影(七队女干警)、孟祥苓(七队女干警)、杨国红(七
队女干警)、周丽范(七队女干警)、赵彦美(七队女干警)、刘伦(管理科干警)、赵

XX(管理科科长)、梁 XX(管理科科长)、贾春岩(机关女干警)、侯大梅(机关女干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9/21/368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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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周木岐(机关女干警)、吴波(机关女干警)、李凤荣(机关女干警)、张殿云(机关

女干警)等
基本犯罪事实：关‘小号’、绑吊、强迫奴役劳动、强迫走队列、酷刑折磨等

详细情况：万家劳教所在七大队三楼成立了所谓的“集训队”(“集训队”是变相的“小
号”，24小时监控，更加限制自由，以更残忍的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由管理

科男干警科长赵 XX及机关女管教看管，动用手铐、铁椅子等刑具强迫刚被绑架来

的法轮功学员违心表态放弃信仰。管理科警察用绑吊的手段折磨在医院绝食抗议

迫害长达数月之久的尚玉秋、王厉焱。狱卒一方面酷刑折磨新被绑架来的法轮功学

员，一方面对拒绝放弃信仰的老学员进行新一轮的“所规队纪”的迫害。现七队的 6
个班每班驻进了一名男干警，强迫法轮功学员进行奴役劳动，强迫走队列。警察张

波更是公然威胁：“不干活就送‘小号’，我急眼了什么都能干出来！”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14/3482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8/34482.html

案例 4444444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石淑艳、崔凤兰、朱纯荣、孟宪芝、王淑芳、陶红梅、刘淑

梅、张桂霞、王淑荣、赵秀云、曲学英、刘秀兰、姜丽华、杨丽霞、田雅珍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李红(干警)、张 X(干警)、李秀花(干警)、王敏(干警)、武金英

(队长)、白雪莲(犯人打手)、任红(犯人打手)、付丽娜(犯人打手)、崔玉清(犯人打

手)等
基本犯罪事实：迫害手段有：罚站、封嘴、挨饿、受冻、强迫曝晒、飞机式绑

吊、关小号、坐铁椅子、带手铐、电棍击、棍棒、拳脚相加等

详细情况：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七大队的警察使用非人手段折磨、迫害被非法关

押的法轮功学员，并指使犯人参与迫害。仅 2002年以来，法轮功学员被打事件屡

屡发生。2002年 1月 27日晚，警察李红、张 X、李秀花把石淑艳打得脸色发青，

嘴唇发紫，流鼻血不止。28日早，警察王敏用塑料方凳狠命地打崔凤兰、朱纯荣

的面部，致使崔凤兰的嘴唇被打豁，无法进食进水，朱纯荣的牙齿被打松动，张嘴

困难，脸上的淤血半月后才消失。孟宪芝被恶警打得浑身伤痛、头部晕眩。3月至

5月期间，警察指使犯人打手白雪莲、任红、付丽娜、崔玉清等毒打、折磨王淑

芳、陶红梅、刘淑梅、张桂霞、王淑荣、赵秀云、曲学英、刘秀兰、姜丽华、杨

丽霞、田雅珍等。这几个犯人打手经常说：“打死你们白打。”“打死一个少一

个。”“打死你们给我们减期。”“打你们就是个玩。”“这是政府给我们的权力。”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4/34288.html

案例 4545454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军、徐东月、白淑荣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指使犯人毒打、折磨法轮功学员

详细情况：万家劳教所利用犯人去管制、迫害法轮功学员。2002年 6月 18日，2
名管教毒打张军；2002年 6月 20日，依兰县的预审员全利民、张易毒打徐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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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被打得眼睛当场红肿、充血，半脸部变形，但在场的几名万家劳教所管教均无任

何反应；2002年 5月 9日白淑荣被绑架到万家劳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7/27/33925.html#chinanews0727-2

案例 4646464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潘宣华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哈尔滨看守所、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精神及肉体上的折磨

详细情况：自 1999年 7月 20日以后，哈尔滨看守所非法关押潘宣华，后被非法

判劳教，送至哈尔滨万家劳教所，受尽非人折磨。她是万家“6.20”惨案幸存者。

2002年初，万家劳教所再次非法关押潘宣华，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七队“集训

队”(三楼)，人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精神恍惚，生活不能自理。她的家人多次

要求保外就医，均被无理拒绝。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4/51615.html#chinanews-06042003-1

案例 4747474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邵影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哈尔滨第二看守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精神及肉体上的折磨

详细情况：自 1999年，万家劳教所非法关押邵影，她历经了万家劳教所 2年的残

酷迫害和折磨，是万家“6.20”惨案的幸存者，2年后被释放，一直流离失所，警察

一直非法通缉追找她的下落。2003年农历正月初三，警察再次绑架邵影，开始被

非法关押在哈尔滨第二看守所 (鸭子圈)，并遭受到残酷的严刑逼供，被折磨得遍体

鳞伤，皮肤几乎没有好的地方，之后下落不明。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11/52060.html

案例 4848484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佑铭、范淑英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精神及肉体上的折磨

详细情况：2003年 5月 7日尚志公安局绑架刘佑铭，在看守所被非法拘留 15天；

2003年 5月 29日万家劳教所非法判刘佑铭劳教 3年。2003年 4月 26日尚志公安

局绑架范淑英，后被送到看守所，她以绝食抗议迫害，奄奄一息，因为此案在海外

媒体暴光，警察怕担负法律责任，后逼家属交 2000元保金，于 5月 8日送回家

中。2003年 5月 29日尚志公安局再次非法抓捕范淑英，非法判劳教 3年，现被非

法关押在万家劳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7/518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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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949494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秀茹、高淑霞、刘淑华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黑龙江省巴彦县公安局、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2000年 8月初，黑龙江省巴彦县公安局编造黑材料，将非法关押在狱

中的 20、30名法轮功学员上报劳动教养。其中，张秀茹、高淑霞、刘淑华，被送

到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2/1/2914.html

案例 5050505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何苗(音)、尚玉秋(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虐待等

详细情况：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残酷迫害何苗、尚玉秋。何苗绝食抗议迫害已经

长达 5个多月，现在体重只有 50余斤。尚玉秋(音)绝食抗议迫害约 120多天，体

重只有 60多斤。由于长期身处恶劣的环境，她们的身上长了疥疮。管教人员指使

犯人打手参与迫害，揭、刮她们身上的疥疮伤疤。现在她们被迫害得生命处于极

度危险状态。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15/28521.html#chinanews0415-1

案例 5151515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左振歧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依兰第二看守所、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2000年 6月 20日依兰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左振歧长达 68天，管教人

员指使犯人对其拳打脚踢。2001年 1月 4日北京警察非法抓捕左振歧，后未经任

何法律程序，被非法送万家劳教所非法劳教 1年。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12/26514.html

案例 5252525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张波(队长)、吴洪勋(科长)、高志强(干警)、徐习国(干警)、李

光耀(干警)、周军(干警)、徐凤平(犹大)、李宪梅(犹大)
基本犯罪事实：用电棍电、体罚、毒打、关小号、坐铁椅子、上大挂等

详细情况：2002年 8月 27日，万家劳教所(关押女法轮功学员的地方)突然进驻一

帮男警察，分别进入各班，任务是所谓的“整顿”。新来的男警察有高志强、徐习

国、李光耀、周军等及犹大徐凤平、李宪梅用粗暴野蛮的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如

果法轮功学员抵制迫害，就被几个管教连拉带拖弄到一个空房子里，把胳膊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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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边连打带踢，按倒在地。其中一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高志强等人拖出去用电棍进

行残酷的迫害，电击其脸、脖子，身上都是伤，还被强迫坐铁椅子；还有几个法

轮功学员被带进小号，把手在背后用手铐吊起来，手铐勒到骨头，手肿起很高。警

察管教用酷刑折磨强迫法轮功学员写所谓的“三书”，强迫看诽谤大法的录象。如

果法轮功学员抵制迫害，警察就强迫他们坐铁椅子、体罚、上大挂。队长张波指使

刑事犯把法轮功学员吊起来，脑袋用袋子套上打。科长吴洪勋指着一名被强迫体

罚的法轮功学员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位法轮功学员学历很高），你们这几百

个法轮功，整死一个跟整死个蚂蚁一样，给你留口气儿。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15/52286.html

案例 5353535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甲、吕志凡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长林子劳教所、万家劳教所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体罚、关小号、上大挂、用电棍电、毒打等

详细情况：2000年 6月，警察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甲，并被送县劳教所非法关押

了一段时间。2001年 10月份，甲夫妇和其儿子被巡警送到看守所，被非法关押长

达 2个多月，受尽了折磨。警察指使犯人打甲，并敲诈家属 1.7万元钱，才释放其

父子俩。2002年 1月 12日甲再次被非法抓到看守所，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受尽了

折磨，曾被打断一根肋骨；后又被送到万家劳教所“集训队”半个多月，警察强迫体

罚、冻、折磨法轮功学员；之后又被送到长林子劳教所，警察把甲关小号，用手

铐子吊起来，吊了 56个小时。警察对拒绝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采取上大挂、用

电棍电、毒打等手段进行摧残。吕志凡被折磨得送进了万家劳教所医院，1个半月

后又被送回长林子劳教所，不知在万家医院受到怎样的残害，人被迫害得腰也弯

了，精神失常了。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1/48780.html

案例 5454545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雷川清、曲艳、杨端芹、刘翠花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万家医院、宋院长(万家医院)、于方立(管教)、
王晓红(刑事犯)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殴打、强行灌食等

详细情况：万家劳教所绑架雷川清、杨端芹，并被非法判劳教 1年。在被非法关

押期间，警察指使刑事犯酷刑折磨雷川清、杨端芹。一次，雷川清抵制迫害，拒

绝被强迫报数，两个男管教对其拳打脚踢，专往胸部软肋打，打 30多拳，胸部两

侧被打得又红又肿两臂不能抬。2001年 12月万家劳教所非法关押曲艳，曲艳抵制

迫害，拒绝被强迫报数，武队长一脚将其踢倒在地。杨端芹和刘翠花在劳教所里绝

食抵制迫害，万家医院宋院长及几名男大夫对其强迫灌食、殴打，两位被打得脸

上、身上、腿上都是伤，刘翠花被打得不能走路。万家医院的院长、大夫、管教都

是打人凶手，尤其是管教于方立，医院的管教都由其指挥和安排，并指使刑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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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红参与迫害折磨法轮功学员。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29/29262.html

案例 5555555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杜静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黑龙江省依兰县公安局、第二看守所、万家劳教所等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2003年 5月 2日晚 11点，黑龙江省依兰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郑军及刑

警队队长刘丹阳带领县委、县政法委、“610”及片警非法抓捕杜静，被非法关押在

第二看守所长达 1个多月，后被转送到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被非法判劳教 3年。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29/53110.html#chinanews-06292003-5

案例 5656565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何苗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宋绍慧(院长)、霍书平(警察)、武金英(队长)、江潮(狱医)等
基本犯罪事实：被野蛮灌食、遭殴打、被强迫坐铁刑椅、被电棍电击等

详细情况：2001年 10月 21日，何苗与十二大队三个班的法轮功学员集体绝食抗

议非法关押，警察霍书平、武队长将其拖到队长室按到椅子上，拽头发，拳打脚

踢。狱医江潮劈头盖脸地一顿暴打，何苗被打得眼冒金星，后被强行灌食。遭毒打

后，她几乎一天卧床不起，脸又热又肿，晚上大夫来量血压后被送到劳教医院，

再次遭到毒打。自 2002年 8月以来，万家劳教所采用极其残忍的高压手段强迫法

轮功学员写所谓的“三书”。法轮功学员每天都面对着残酷的精神折磨及肉体迫

害，何苗曾被强迫坐铁刑椅，被警察用电棍电脸、脖子，她是在万家劳教所受酷刑

最多之一。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12/6/20966.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2/28/25755.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10/18/38207.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12/23/4155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7/22711.html#chinanews0107-3

案例 5757575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兰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张波(队长)、李民(干警)、贾翠岩(干警)、周 X(干警)、林刚

(刑事犯)等
基本犯罪事实：残酷折磨

详细情况：万家劳教所警察张波队长管辖的 12大队的法轮功女学员处在水深火热

之中。现有 5、6人仍关在 9队小号里，晚上不给被褥，被强制坐铁椅子长达 15
小时之久，双手被反绑。男干警李民和男刑事犯林刚，对法轮功女学员动手动脚。

女干警贾翠岩是小号中最邪恶的，残酷地迫害法轮功学员。警察周 X打骂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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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兰以绝食抗议迫害。一管教要把李兰绝食原因记在值班日记上，别的管教不让

记，说：“政委说了，不要什么都往值班日记上记。”看来恶人也怕恶行暴光，怕

将来受到法律制裁。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18/19876.html#chinanews1118-1

案例 5858585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费红(警察)等
基本犯罪事实：毒打、冻、送小号、不让睡觉、被吊绳、超期关押等

详细情况：2002年 1月 30日晚，万家劳教所 50多名男干警对法轮功学员们拳打

脚踢，拿电棍打，抓头发，强迫光着脚站在走廊，有的被推到外面零下 30度的雪

地里穿着线衣冻着。5月 1日，又施行强行“洗脑”，有的被强行用宽胶布贴嘴，有

的被送进小号，不让睡觉……；为此，全体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迫

害。5月 22日，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超期关押，被警察强制拖出院中，有些法轮

功学员出来阻止暴行，被强制送进男队，被吊绳，从早 5点多吊到晚 10点多，有

的被强迫坐刑椅长达 20多天。主要责任人是警察费红。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25/27231.html#chinanews0325-9

案例 5959595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范春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关 x(警察)、周 x(警察)等
基本犯罪事实：被拳打脚踢、被电棍电等

详细情况：2001年 4月万家劳教所绑架法范春艳，并被非法判劳教 3年。在劳教

所里，警察关 x、周 x等对其拳打脚踢、用电棍电。还拿塑料口袋套住范春艳的头

3次，腿被打得全黑了。警察关 x曾把范春艳扣在暖气管上，被强迫撅着，每 5分
钟被电一次。警察还扬言：“法轮功的打死了也没事，让你快去圆满。”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11/26440.html

案例 6060606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孙桂芳、姜荣珍、张军、仲晓燕、孟宪芝、朱纯荣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武队长、齐队长、王敏(管教)、李红(管教)、李秀花(管教)、
张红(管教)、田小云(管教)、付丽娜(刑事犯)等
基本犯罪事实：无理殴打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详细情况：2002年 1月 28日晨，刑事犯付丽娜殴打姜荣珍，付丽娜用手卡住姜荣

珍的鼻子和脖子，使其难以喘息。警察武队长、齐队长还纵容刑事犯殴打张军。1
月 28日晚，12队管教王敏、田小云殴打孙桂芳，脸被打得红肿，肩膀、肋骨等多

处受伤。管教王敏、李红、李秀花、张红等多次打骂仲晓燕、孟宪芝、朱纯荣。1
月 29日早，管教王敏将板凳打向朱纯荣，致使其半个脸被打得麻木失去知觉，几

颗牙齿当时松动，嘴唇与牙龈被牙齿硌破，鲜血直流，下颌青紫肿起，无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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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这些干警扬言：“我们开会了，今后不听话就是个打，还有警棍、手铐、绳等

刑具。”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2/25895.html

案例 6161616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何苗、刘尚坤、丁艳红、尚玉秋、王玉芝、赵希茹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石英白(所长)、于芳丽(管教)、吴金秀(管教)、王平(管教)、胡

波(管教)、万家医院

基本犯罪事实：毒打、被强行灌食等

详细情况：2002年元旦，万家医院管教毒打 18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1月
1日开始，法轮功学员以绝食抗议迫害。管教以惩罚的手段强制对不需割疥的拉去

刮，狱医把法轮功学员何苗手上脓包一个个刮开流出血……；管教于芳丽、吴金

秀、王平、胡波等都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犯罪活动。当时，何苗、丁艳红、

尚玉秋已绝食 87天，王玉芝 15天，每天被强行灌食与点滴。1月 17日晚，二病

房的法轮功学员临睡前，管教王平、胡波就踢门闯进来，把被迫害至心脏异常的

赵希茹惊得心痛难忍，管教胡波气势汹汹地说，“咋的你呀？还吓住了？装啥呀？

你好好坐着。”胡波把在盖赵希茹腿上的被子拿下来一看是散盘，就说：“你说你

这是干啥呢？”“拿下来不许这么坐！”随之打赵希茹两耳光，赵希茹说：“你还打大

法弟子？你不怕曝光吗？”胡波说： “曝光？我就不怕曝光，曝光说明我工作了！”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30/24079.html

案例 6262626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门秀梅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毒打、酷刑折磨等

详细情况：2001年 1月 3日晚 7点左右，哈尔滨万家劳教所非法抓捕门秀梅，并

被非法判劳教 1年。在万家劳教所里，门秀梅受尽了酷刑折磨，曾被警察踢断一

根肋骨，疼痛难忍；胸部打得不敢大喘气。夏天屋里闷热潮气大，恶劣的环境使得

门秀梅全身长满疥疮，疼痛难忍。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8/22713.html

案例 6363636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黄明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强制超负荷长时间劳动、被打、被罚、被勒索钱财

详细情况：1999年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黄明，后被送至万家劳教所，被

非法判劳教。在万家劳教所里，每天被强制超负荷长时间劳动，干包拖鞋的活(出
口日本)，使用的是有剧毒的胶，用后手、脸痒。警察经常打、罚黄明，管教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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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参与迫害，警察还以交保险金才允许家人接见为借口，勒索钱财。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2/10/21166.html

案例 6464646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商玉秋、韩少琴、何苗、刘桂香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万家劳教医院

基本犯罪事实：被暴力灌食、毒打

详细情况：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非法关押商玉秋，并被非法判劳教 2年。2001年
10月 20日，商玉秋开始绝食抗议非法关押，11月 29日被送至万家劳教医院。在

长达 40多天的绝食期间，狱医多次对其施行暴力灌食。韩少琴、何苗、刘桂香绝

食抗议迫害，在被强制灌食期间，被打得鼻青脸肿；韩少琴被打得起不了床，靠

别人喂饭进食。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2/27/22129.html#chinanews1227-11

案例 6565656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绑吊、被电棍电、遭毒打、被轮奸、被非法超期关押

详细情况：万家劳教所不法管教用尽种种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警察强迫法轮功

学员写所谓的“决裂书”，当遭到拒绝时，就用手铐把人吊起来，一吊就是几天几

夜，有的被吊得昏了过去，警察就用冷水泼，然后用电棍电；几个警察曾强行把一

位法轮功女学员抬进男监，遭到 3个男犯人轮奸；劳教所还采取超期关押继续迫

害法轮功学员。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7/16/13512.html

案例 6666666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建威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长林子劳教所等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打骂等

详细情况：2000年 6月北京警察非法抓捕刘建威，后被口宜武区看守所非法关押

10天左右，又在双城被非法关押半个月；2000年 12月双城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刘

建威 10天左右，后被非法关押在平房看守所 25天。期间犯人对他经常打骂、迫

害，后被送到万家劳教所，被非法判劳教 1年，后又被转到长林子劳教所四大

队，受尽了折磨，最后绝食抗议非人的迫害 12天后被释放。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7/227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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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767676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赵凤霞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张波(警察)、杨艳(警察)、王敏(警察)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打骂、被强迫坐板凳、被强制劳动等

详细情况：2000年 2月 9日北京警察非法抓捕赵凤霞，后被非法关押在双城市第

二看守所长达 45天，又被水泉乡敬老院非法拘留 3个月。2000年 11月 6日北京

警察再次非法抓捕赵凤霞，派出所警察张连玉、王伟东将其送到双城“610办公

室”，被非法判处 15天拘留，结果被非法拘禁 45天，后被送到万家劳教所非法判

劳教 1年。在劳教所期间，每天被逼迫坐板凳，和犯人一样除草干活。赵凤霞被迫

害得全身长满了疮疥，生活不能自理，劳教所怕担负法律责任，11月 13日赵凤霞

被无条件释放。警察张波、杨艳、王敏直接参与迫害，毒打、折磨被非法关押的法

轮功学员。警察王敏曾把 40多名法轮功学员“飞机”式的绑起来，吊的很高脚不沾

地。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7/22718.html

案例 6868686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桂荣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勒索钱财、被关“小号”等
详细情况：1999年 7月 22日当地公安机关非法关押张桂荣 48小时，被勒索 200
元。2000年 2月被警察非法关押长达 91天，被勒索 4000元。2000年 12月 20日
再次被非法拘留 56天后，被非法判劳教 1年，2001年 2月 14日被转到万家劳教

所。22日警察将其关“小号”近 20天，双手被反绑，只能脚尖点地，每天被强迫罚

站 16个多小时，60多个小时不许睡觉，双手被铐在牢门上 3天 2夜。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14/19636.html

案例 6969696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付革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勒索钱财、被关“小号”等
详细情况：2000年 4月和 2000年 9月，阿城市公安局警察张忠凡曾两次以所谓的

“保证金”勒索法轮功学员付革 3000元，同年 9月阿城市继电器厂公安处金忠学强

行勒索付革 4000元。自 2000年 2月 3日，当地派出所长期非法关押付革。2000
年 6月看守所再次非法关押其 45天。2001年 1月 19日警察强行将付革送至哈尔

滨市万家劳教所，期间受到非人待遇，多次被关小号，被绑、吊、铐、不许睡觉，

被迫长时间罚站，寒冬腊月不让穿鞋站在水泥地上罚站，夏日被拉到外面暴晒。

由于长期被关押在阴暗潮湿的地方，致使其全身长满了疥，痛苦无比。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14/196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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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7070707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朱玉梅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勒索钱财、被强行“洗脑”等
详细情况：自 2000年 12月至今，阿城市教委、市六中学校王学和闫久义勒索朱

玉梅的工资近万元。1999年 7月 22日胜利派出所非法关押朱玉梅 3天，并被勒索

200元。2000年 12月 21日北京警察非法关押朱玉梅 6天后，被押回当地非法关押

3个月后，被送到哈市万家劳教所，并被非法判劳教。期间，被强行“洗脑”，精神

上受到严重摧残。由于长期被关押在阴暗潮湿的地方，致使其全身长满了疥并溃

烂，痛苦无比。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14/19636.html

案例 7171717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尚玉秋、郝秀芝、郭明霞、丁燕红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宋绍慧(万家医院院长)、畅凡(男医生)、孙 x(男
医生)、于方丽(警察)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强行灌食、被毒打等

详细情况：2001年 11月 19日，被非法关押在 7大队、12大队法轮功学员全体绝

食抗议迫害。其中一些被强行送进万家医院继续折磨。11月 20日,万家医院的男

医生孙 X抓住尚玉秋的头发往墙上撞，被撞得头昏脑涨、头上的包有鸡蛋大；还

有一次，男医生畅凡、孙 x强行把尚玉秋拽到走廊殴打，她被打得鼻嘴出血，当

时她已绝食 40多天。郝秀芝被强行插管灌食导致鼻口出血，管教、护士还抓她的

头发、拧脸、拧身上，被打得全身青紫。10月 24日，万家医院宋院长曾动手打郭

明霞两个嘴巴，并被强行打针。11月 7日郭明霞抵制被强行灌食，医生们抓掉她

许多头发。经过 50多天被强行灌食的折磨，她已吐血 10多天。可医生们仍抓住

她的头发强行灌食。警察于方丽指着她骂：“你死了吧，快死。外面有口小棺材等

着你。死了活该，自找的！”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2/31/22330.html

案例 7272727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吴激扬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哈市第二看守所、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勒索钱财、被关小号、被强迫坐铁椅子等

详细情况：1999年 10月 27日北京警察非法抓捕、体罚、虐待吴激扬，28日在丰

台垒球场 4、5个警察对其暴踢，29日怀柔看守所对他以“飞机式”、“骑马式”进行

折磨。11月 16日香坊分局警察王殿滨勒索吴激扬 1100元，勒索其家人 1000元。

12月 9日，哈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吴激扬，后被非法关进万家劳教所。2000年
4月 26日，在万家劳教所期间，被强迫蹲小号 38天，被强迫坐铁椅子 10天
9夜，不给吃饱饭。2001年 1月 31日至 2月 5日被强迫在小号罚站 16小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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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被褥，被强迫坐铁椅子，被吊监栏，被强行灌食。3月 9日至 4月 9日警察将其

双手绑监栏上等。2001年 9月万家劳教医院宋绍慧勒索吴激扬 1100元。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2/3/20834.html

案例 7373737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赵海荣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等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非法判劳教等

详细情况：2000年农历正月初七北京警察非法抓捕赵海荣，并被送至双城驻京

办，后被送回双城被非法关押长达 41天；后又被转至公社敬老院非法关押 50多
天，并被单城镇政府安庆久、村干部郑艳国等人勒索 2000元。2000年 12月 20日
北京警察再次非法抓捕赵海荣，后被送至崇山派出所、角门看守所等地，1月 5日
被转送至双城看守所，1月 21日，被送进万家看守所被非法判劳教。在万家劳教

所里，警察将其关入小号，被捆绑，被强迫整天面壁，每天只给两次玉米面粥，

被迫害得身上长出许多小红点、脓疮，奇痒无比，整夜不能入眠，痛苦不堪，生活

不能自理。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2/1/20686.html

案例 7474747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梦醒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等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非法判劳教等

详细情况：2000年 4月 3日北京警察非法抓捕梦醒，并被送至双城驻京办。驻京

办警察姜延辉、王胜利强行搜走梦醒身上的 29.5元，被铐 3天 3夜，后被单位接

回非法拘留 40多天，被双城工委唐志忠、郭仁民勒索 1000元。2000年 8月
7日，公安局刑侦三中队赵晓良、李东亚、李文奇、东风派出所慕业新闯进她家进

行非法搜查，并将她骗到公安局；第二天，非法将其送进看守所非法关押长达 4个
多月。2000年 12月 22日在哈市火车上被非法抓捕并被非法关押，后转至哈市收

容遣送站等地；2001年 1月 21日被送入万家劳教所被非法判劳教。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2/1/20686.html

案例 7575757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代宏超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等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勒索、被毒打等

详细情况：2000年双城看守所非法拘留代宏超 2次，2000年 8月，双城看守所警

察张国富勒索宏超 1300元，2001年 1月 21日被万家劳教所非法判劳教 1年。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24/202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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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7676767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桂华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等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勒索、被毒打等

详细情况：1999年 8月至 2000年 6月期间，警察将王桂华强行送入“洗脑

班”3次。2000年春节、12月，双城看守所非法关押王桂华 2次，后被送往万家劳

教所非法判劳教 1年，被团结乡隋广德、吴泽林勒索 1500元。2001年 1月 21日
村政府非法没收其 20.5亩承包田，剥夺其生存权。在被非法关押在万家劳教所期

间，管教及犯人打手对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有的被打得几天起不来

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被打得死去活来。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24/20298.html

案例 7777777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赵熙如、何苗、吕会文、孙丽芝、孙艳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胡波(管教)、王俊平(管教)、韩玉善(管教)等
基本犯罪事实：毒打等

详细情况：万家劳教所管教人员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天天把“整死你们”放在嘴

上，还公开叫嚣：“我们不怕死人，老三班死了 3个咋的了，不是白死了吗？劳教

所有的是小棺材！”2002年 1月 14日赵熙如被迫害得送到万家劳教所医院，被确

诊为“心脏病”，十分严重。1月 17日，赵熙如身体非常虚弱，已经 7天吃不下

饭，喝口水都吐，几乎站不起来了，处于卧床状态。晚 8点多钟，赵熙如被迫害得

心脏病发作，脸色发白，在床上坐着，却遭到管教胡波、王俊平、韩玉善的毒

打。当时在场的其他法轮功学员起来制止恶行，管教们就逮住谁打谁，把当时已绝

食抗议迫害 89天的何苗打得跌跟头，53岁的康翠贤被打倒，摔在碗架柜上。管教

韩玉善从床上死死抓住赵熙如的头发继续毒打。被警察毒打的有赵熙如、何苗、吕

会文、孙丽芝、孙艳芳。于是，1月 19日晚上，在万家劳教所发生了暴力逼命事

件。此事惊动了省公安厅、省劳教局，但却没听说逞凶打人的警察受到任何处分。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2/28/25755.html

案例 7878787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高淑彦、左秀云、许丽华、赵雅云、王芳、陈亚丽、杨秀

丽、朱纯荣、潘宣华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史白英(所长)、卢振山(所长)、全明浩(警察)、李民(警察)、刘

伦(管理科警察)、吴宝云 (警察)、王恩光(警察)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殴打、被电棍电击、被关小号、非法加期等

详细情况：2001年 6月 18日，在万家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加减期”大会上，所

长史白英、卢振山吼叫：“不‘转化’也得‘转化’，强行‘转化’！”7名法轮功女学员站

起来讲真相：“法轮大法是正法！”警察冲过来对她们拳打脚踢、电棍电击。高淑彦

被打倒在地，狱医强行给她打针(不知名药物)。左秀云被按倒在地，警察用脚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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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胸口，打得她几乎休克！许丽华被警察头朝下从二楼拖到楼下殴打，打得她鼻脸

肿胀、嘴流血。警察电击赵雅云的头部、脸部、胸口等处。王芳被戴手铐，陈亚

丽被电棍击伤。会后，将 16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加期并与另 8名学员一同关七队禁

闭室(小号)折磨。晚饭时，法轮功学员们要求将 2名被绑吊的学员放下来吃饭，警

察不准。警察全明浩还叫来 5、6名男警，将 13名法轮功学员飞机师式绑吊，不许

穿鞋，谁说话就遭毒打。6月 19日下午，所里官员来小号检查，全明浩让小号里

的人都站起来。杨秀丽有伤起身慢，全明浩就将她拽出，光着脚反绑在监门上。晚

上 9点多钟，警察不准杨秀丽上厕所。对她辱骂、恐吓、用绳子捆她的腿、用胶

带封她的嘴。杨憋不住，就地解小手，警察把她按在地上，边骂边用她的身体擦

尿，用拖布往她脸上擦。警察李民两脚夹住她的身体，抓住她的头发往暖气片上

撞，说：“我帮你死！”撞完了，又将她绑吊。用电棍不停电击她的身体。抓起她的

头发吼叫：“你看着我！我就是专门收拾你们大法弟子的！”然后，把气味难闻的

胶带塞进杨秀丽的嘴里又缠几圈把她的嘴封上。晚上 10点，所长史白英说：“要严

管！”管理科的刘伦吼叫：“谁不老实就收拾谁！让男刑事犯收拾你们！”警察吴宝

云轮起拖鞋打朱纯荣的脸几十下！打得鼻口流血，脸变形。又用胶带把朱纯荣的嘴

缠了数圈。潘宣华被非法劳教 1年多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关在小号，戴手铐、坐铁

椅、睡光板地等；警察李民多次掐她的脖子使劲下按，警察全明浩说：“你只要答

应不在所内炼功，我就放你下来！”潘宣华没答应，李民就煽她耳光，煽出血后，

用纸擦干，再将纸塞到她嘴里，不准吐。警察吴宝云还说：将她“交给王恩光，他

行！交给别人弄夹生了！”(注：警察王王恩光对法轮功学员非常凶狠)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23/20215.html

案例 7979797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七大队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欺骗造假等

详细情况：2001年 12月 16日晚 6时多，管教人员突然将被非法关押在七大队的

法轮功学员带到二楼教育组，队长讲了关于解教要怎么办手续和一些安抚人心的

话(多数是劳教期要满的法轮功学员)。看到队长一反常态有些不解，因平时超过解

教日期去找他时，他的态度很不好，今天为什么这么和气呢？当他讲完话时，

说：“我们今天就在这活动，先看电视吧。”这就更让人觉得奇怪了，因为已经有几

个月没有组织这样看电视了，而且寝室就有电视，为什么让在这里看呢？又在耍

什么阴谋呢？这时又来了近 20个刑事犯，坐在法轮功学员身后(平时，法轮功学员

与刑事犯是分开活动的)。队长说： “这是应付所里检查，一会所里要来人看我们

是不是在搞活动，所里要求我们每周六、日都要活动，我们一直没搞，我把真实情

况告诉你们，一会儿所里来人，我做事是实实在在的。”这时电视里播放所谓杀妻

杀父事件，这时法轮功学员提出不看诬陷的节目，遭到队长的严厉制止，电视已播

到“焦点访谈”，所教育科一位男干警手拿摄像机推门进来，镜头直对电视录起

来，又对准学员录，这不是安排好的吗？这不是造假吗？解说词又是什么呢？法轮

功学员当时就抵制，起身往外走，但被刑事犯抓住，不许走。这种公开造假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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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与电视的栽赃陷害有什么两样呢？这次不知又要做什么文章，为了防止他们

造假特揭露此事。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2/30/22268.html

案例 8080808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林秀如、李兰、胡爱云、周雷、吕适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贾春岩(警察)、周木奇(警察)、吴波(警察)、李常荣(警察)、李

民(警察)等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关小号、被毒打、被侮辱等

详细情况：万家劳教所 12队小号一直非法关押着法轮功学员。阴冷、潮湿的小号

(宽 1.3、长 2.2米)通常是严厉惩 罚刑事犯的"狱中之狱"，按规定关小号时间不得超

过 15天(根据常人承受力的极限而定，其实小号本身就是极不人道的，违反国际准

则的)。林秀如被关 10个多月、李兰被关 7个多月，胡爱云、周雷、吕适平被关 2
个多月。在这里不允许洗澡、洗衣服、不许说话、不许见家人，有时被迫睡在冰冷

的地板上，经常吃不饱饭，甚至家人送来的食品也被管教拒收，还经常遭警察打

骂；这里剥夺了人生存的最基本权利。从 2001年 10月 20日开始，法轮功学员绝

食抗议非人的迫害，警察把她们拖到铁椅子上毒打，参与迫害的警察有贾春岩、

周木奇(警号 2341189)、吴波、李常荣、李民等。11月 4日早晨，李民把周雷踢到

墙上，头部鲜血直流，后被缝了 2针；李兰、吕适平被强迫灌食；11月 5日几个

男警察踢她们的胸口，周雷被打得右肩和胳膊疼痛不止。11月 14日凌晨，周木奇

按着林秀如的头往铁椅子上撞，并用绳子捆住她的手。11月 16日警察把李兰、吕

适平的嘴用胶带封起来毒打。女警察周某及李民把李兰打得满嘴是血。11月 17日
早晨，吕适平的耳朵被打出血，胡爱云被打封了眼；警察竟把一条脏裤头塞进了

林秀如的嘴里，贾警察捏住她的鼻子使她背过气去。李兰、胡爱云嘴里也被塞进了

臭袜子！周还疯狂地叫嚣："就是要把你们都整疯了，满大街跑！"当法轮功学员

质问警察："我们犯了什么法？"他们公然说："你们就是违反了我们 4个人的法！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2/31/22331.html

案例 8181818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淑琴、姜丽华、杨丽霞、孙义芝、芳芳、马冰娟、姜连

英、吕慧文、马新英、马金英、王淑荣、木彦坤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关小号绑吊等

详细情况：万家劳教所警察最近将拒绝放弃信仰、不签所谓的“保证书”的法轮功学

员张淑琴、姜丽华、杨丽霞、孙义芝、芳芳、马冰娟、姜连英、吕慧文、马新

英、马金英、王淑荣、木彦坤等陆续关到小号绑吊迫害。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21/20069.html#chinanews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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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8282828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林咏梅、张桂荣、朱纯荣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武金英(管教)等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关小号等

详细情况：2001年 6月 26日早晨，林咏梅找管教武金英询问关于“老三班”迫害致

死了 3位法轮功学员的事，武金英没有给其明确答复，并将其送入七大队“小
号”。小号阴暗潮湿，她身上长出了很多脓包，至今未好。因为当天(6月 26日)万
家劳教所把“老三班”的 12名法轮功学员关进了小号，当时她们被迫害得身体还没

有恢复正常，有的神志不清、失去记忆、呼吸困难，有的走路不稳。7月 4日，林

咏梅开始绝食要求制止小号迫害，要求接见，要求写申诉材料。当时共有 4人绝

食。为此，万家劳教所更进一步迫害法轮功学员，将正常的放风给取消了，不给笔

纸写申诉材料。至今七大队“小号”关押的还有法轮功学员张桂荣、朱纯荣等；到

目前为止，她们已被关押在“小号”长达 4、5个月了。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20/19981.html

案例 8383838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赵艳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殴打等

详细情况：1999年 8月双城看守所非法关押赵艳芳长达 5个多月，后被送入万家

劳教所非法关押 6个多月。在万家劳教所里，被强迫超体力劳动、被殴打；赵艳

芳绝食抗议要求无条件释放，8天后才被放回。后再次被双城看守所非法抓捕，非

法关押至今。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20/19920.html

案例 8484848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徐淑娟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勒索等

详细情况：2000年 2月双城驻京办非法关押徐淑娟，并非法将其身上所带的 200
多元钱勒索一空，后被双城市看守所非法关押 48天，勒索 450元，被原跃进乡政

法书记赵玉昌勒索 500元，被跃进乡政府勒索 700元。之后，双城市看守所再次非

法关押徐淑娟 20多天，最后被送入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至今。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20/19920.html

案例 8585858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马玉敏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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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毒打、被关小号等

详细情况：2000年 4月 13日乡政府赵玉昌勒索马玉敏 1900元，2000年 11月 14
日被乡政府勒索 750元。至今被非法关押在万家劳教所。在劳教所里，警察将其

绑起来，被强迫蹲着，被吊绳毒打，关入小号，不让睡觉，每天只给两勺粥。被强

迫坐铁椅子，被关在铁笼子里 2个多月，对其从精神上、肉体上进行折磨。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20/19920.html

案例 8686868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姚彩薇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双城看守所、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毒打等

详细情况：2000年 1月 20日、7月 1日，双城看守所先后两次非法关押姚彩薇 4
个月和 3个月。2001年 2月 23日晚 9点 30分以后，公安刑侦大队 6人私闯民宅

将她家 3人强行抓到公安局，5个人打她 1人，第二天将她送到双城第二看守所非

法关押 2个半月后，转至哈尔滨万家劳教所非法关押 4个半月，现流离失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13/19534.html

案例 8787878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臧殿苹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孟祥芝(警察)、赵艳美(管教)、钱磊(警察)、双城第二看守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体罚等

详细情况：1999年 9月 12日，北京警察非法抓捕臧殿苹，并被带回双城，被非法

关押在双城第二看守所。2000年 1月，被送至万家劳教所非法判劳教 1年。在劳

教所里，管教孟祥芝对她强迫体罚，晚上站着不许睡觉。管教赵艳美、钱磊经常毒

打法轮功学员。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13/19534.html

案例 8888888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景丽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双城看守所、哈尔滨故乡看守所、万家劳教所、钱磊(犯人打

手)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体罚、被毒打等

详细情况：自 1999年 7月 25日，双城看守所曾 2次非法关押王景丽，后被转至

哈尔滨看守所；在此之后，又被送往万家劳教所非法判劳教 1年。在万家劳教所

里，王景丽曾绝食抗议要求无条件释放，被不法管教灌食未成而遭毒打。管教还指

使犯人钱磊殴打她 3次。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10/194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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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8989898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建、张军、张素芹、潘宣华、杨秀丽、陈亚丽、朱纯荣、

韩少芹、法轮功学员甲(不知名)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李民(管教)、全明浩(管教)、吴宝云(管教)、毛某(管教)、宋绍

会(万家医院院长)、江潮 (狱医)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体罚、被毒打、被关小号等

详细情况：张建曾被强迫罚坐铁椅子 8天 8夜不许睡觉，吃不饱饭，被隔离禁闭 3
次，被带手铐铐在监门上，由于长期被关押在潮湿阴暗的环境，致使其全身长

疥，痛苦不堪，绝食 23天要求无罪释放。七大队全体法轮功学员二百余人从 4月
1日至 4月 30日绝食抗议迫害。张军曾被关隔离室 1次，被绑吊休克 1次。张素

芹曾被关“小号”多次，每天被强迫罚站从早 5点多至晚 9点多，甚至到 11点多。

冬天也不准穿鞋，光着脚在地上站着。潘宣华曾连续被关“小号”几次计长达 9月
之多，遭到非人的折磨，特别是 6月 18日被关进“小号”后，20日被绑吊 21小
时，期间，男管教李民多次用拳头打、电棍击、胶带封嘴，潘宣华的头被打肿，

鼻子、嘴都被打出血，警察并往其的嘴里塞手纸等，被折磨得 1个多月神志不清，

但警察仍对其加重迫害。杨秀丽被绑吊在小号期间，警察李民用拳头打其头部，

抓其头发往暖气片上撞。由于连续绑吊不准上厕所，杨将小便尿在地上，管教全明

浩、吴宝云将其按到地上用其身体和衣服擦尿，并将其嘴封住，令其喘息困难，

还用流氓语言侮辱她。陈亚丽曾被绑吊 27小时，李民多次用流氓语言戏弄侮辱

她，用手摸其乳房。李民将其多次高吊使其脚尖着地，来回推动身体，令其痛苦

不堪。朱纯荣在被绑吊期间，管教毛某、吴宝云用拖鞋底狠打其脸、鼻子、牙被打

出血，脸肿起来了，嘴被胶带封住。甲曾被绑吊 32小时，被封嘴喘息困难，双脚

红肿，不能走路，下蹲困难，不能翻身，手被绑出大泡，在被强行灌食期间，被院

长宋绍会打得口吐鲜血，口内被打出 1寸多长的口子，牙周全都肿了；被强行灌

食、插鼻管 80多次，每天灌食 2次，连续 45天。韩少芹曾绝食抗议迫害 39天，

被强行灌食时，遭狱医江潮毒打，被院长宋绍会强行刮疥，使其全身抽动，痛苦

难忍，致使其全身流血、发烧。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6/19155.html

案例 9090909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高淑彦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周军(干警)等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关小号、被超期关押、造谣撒谎等

详细情况：万家劳教所"6.19"绑吊事件受害者现仍有 8人被关进小号，自从 2001
年 6月 26日至今已近 4个月，身心受到了很大伤害。小号阴暗潮湿，夏季闷热，

秋季寒冷，多名法轮功学员身上长脓包疥或起了潮湿疙瘩。9月 10日，干警周军

找高淑彦谈话，高淑彦在一张写有"高淑彦情况"的纸上，看到一句话："如果这次

自缢不成就撞暖气片"。这是万家劳教所无中生有，从而想要破坏大法。9月中旬

左右，从干警接电话中听到："以前放走的就那样了，陈雅丽、王芳按‘转化’的算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6/19155.html


"，而这 2位法轮功学员都在坚定修炼。再有 8月 29日有关单位来调查“6.19绑吊

事件”时，干警却对调查人员撒谎，诬陷造谣！目的是推卸责任、保护个人利益、

逃脱法律制裁、迫害法轮功学员。11名法轮功学员(三人失踪)中有 7人已超期非法

关押 8个多月，仍在小号被非法关押不放。当询问干警、所长"为何超期不放

"时，有的说："不是我们不放，是上级不让放，事情没调查完。"有的说："不关我

们的事，是 “610”不放。"万家劳教所还制定所谓的"五不"方针：1.不许接见；2.不
许放风；3.不许交谈；4.不许有钱；5.不还钱(管教找各种理由把法轮功学员存放在

队里的钱占为己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6/19175.html

案例 9191919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注射迷魂药性质的针、被毒打等

详细情况：万家劳教所残酷地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许多法轮功学员身上长满了

疥疮，身体与精神遭受双重痛苦。被非法关押在七大队八班的 98%的法轮功学员

被迫害得生活不能自理。狱医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多数被打昏在地，还强行给

法轮功学员打迷魂药性质的针，致使有的法轮功学员整整一天不认识人。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27/18664.html

案例 9292929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海燕、宋玉春、阿彩霞、王福君、柳芡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王敏(警察)、孙庆(警察)等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毒打、被吊绑等

详细情况：2001年 5月 24日，以万家劳教所所长史英白、十二队队长张波为首的

警察，对法轮功学员以不遵守所谓的 “所规所纪”为由，把被非法关押在十二队的

50至 60名法轮功女学员非法送入男队进行摧残折磨，晚上不让睡觉，只要闭上眼

睛，就拿电棍电。被强行送入四大队(男队)的八名法轮功女学员历经折磨，长达

21天不让睡觉，白天还经常被吊起来，第一天就有 2名法轮功女学员被吊昏。其

中一名才 21岁叫李海燕，被吊昏放下来后，警察王敏(从外所调来的)还毫无人性

的喊“装什么装”。李海燕双臂还被反绑没松开呢，就把她摔在床上。李海燕刚苏醒

时不认识人，双手抽成一团，王敏狠狠地抖李海燕的双臂，连抖带拽折腾几十分

钟。有一天，有 3名法轮功学员被吊了 4个多小时，每吊 10分钟就放下来，让男

劳教人员狠狠地抖两臂，那种痛苦无法形容。那天从下午 4点到第二天凌晨 2点
半，8名法轮功女学员被逼站在空调下面，把温度调到最低档，地上还泼了一桶

水，站到水里，鞋都是湿透的，还不让上厕所，最长的连续 3天不让上厕所。不

被吊的时候，就被强迫坐小凳或地上，拿胶带粘手、封嘴，还把男刑事犯的袜子在

便桶里涮完往嘴里塞。警察孙庆用电棍电宋玉春，并抓起她的头发往装满水的水

池子里浸，用警棒毒打，多次折磨后，被强行送进医院；八大队警察把几位法轮功

女学员吊起来用警棒打、电棍电、折磨昏了再往身上泼水，残忍至极；在十二大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6/191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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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女队)的会议室，有 5名法轮功学员，3人被吊了 7天，2人被吊了 14天，她们

是阿彩霞、王福君、柳芡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22/18420.html

案例 9393939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吴激杨、潘宣华、张宏、谭桂珍、曹丽梅、王芳、高淑艳、

陈亚丽、李艳红、崔秀芹、法轮功学员甲 (不知名)、韩少琴、张玉华、白丽霞、孙

余奎、刘东云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张波(副队长)等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毒打、被吊绑等

详细情况：2000年 4月 26日，万家劳教所如临大敌，众多防暴警察把 6名法轮功

学员吴激杨、潘宣华、张宏、谭桂珍和曹丽梅等关进小号。吴激杨被关小号之

前，已绝食 7天抗议政府的无理镇压，管教人员强迫她坐铁椅子，10天 10夜每天

只给喝 2顿几口玉米面粥，严重限制喝水，被关小号折磨长达 38天。潘宣华被关

进小号时，遭到 6名男警察的殴打，致使胸内伤痛，吐血好几天，又被强迫坐铁椅

子 3天 2夜，在这期间她绝食抗议迫害，12天后，又被强迫坐铁椅子 7天 7夜，

她被关在小号折磨长达 45天。2000年 5月 13日中午，男警察们对 12名法轮功学

员连踢带打。当天副队长张波对这 12名法轮功学员强迫体罚，并指使几名犯人班

长参与迫害。14日晚 7点半钟，管教指使刑事犯把这 12名法轮功学员反绑在暖气

管上，蹲不下，站不直，10点多钟后有的出现休克状态。6月 20日，万家劳教所

开大会，法轮功学员甲当众讲真相：“法轮大法是正法。”防暴警察将其强行关进小

号，并强迫其坐铁椅共 22天，每天长达 14小时，在这期间，对其无理打骂、捆

绑、用胶带封嘴等；同时王芳、高淑艳、陈亚丽、李艳红、崔秀芹在不同程度上都

遭受了折磨。高淑艳、陈亚丽等被强迫坐铁椅子 28天，被铐在小号铁门上折磨 2
天。10月份，万家劳教所为了求所谓的“转化率”，捞取政治资本，更加残酷地迫

害法轮功学员。10月 20日有 6名法轮功学员被吊，被逼写“保证书”。10月 23日
把 7名法轮功学员集中起来，准备大打出手，这期中有吴激杨、韩少琴、张玉华、

高淑艳、白丽霞、孙余奎。10月 25日韩少琴无故被关进小号，被逼写“保证书”、
被反吊，被关押长达 2个月零 3天；吴激扬、高淑艳、刘东云被强行带回家

“洗脑”。……最近，万家劳教所非法关押 240多名法轮功学员。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18/1820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3/2/8569.html

案例 9494949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崔淑香、孙金奎、韩少琴、左秀云、王芳、杨秀丽、陈雅

丽、高淑彦、许丽华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超期关押、吊、打、关小号、限制睡觉、强制劳动、24小时监

视、体罚等

详细情况：自 1999年 12月 14日至今，至少有超过 600名法轮功学员曾被非法关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22/184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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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在七大队、十二大队、万家劳教医院和少数几个男队，遭受强制的非人道迫

害。万家劳教所肆意超期关押、吊、打、关小号、限制睡觉、强制劳动、24小时

监视、体罚、虐待法轮功学员。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2001年 10月 1日，被非法

关押在七大队的 16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身上都长了疥，有的痒得彻夜未眠，

有的皮都烂得连成片、伤痕累累、惨不忍睹。目前已知被非法关押 2年以上的法

轮功学员有：崔淑香、孙金奎、韩少琴；被非法关押 20个月以上的有：左秀云、

王芳、杨秀丽、陈雅丽、高淑彦；被非法关押 16个月以上的有：许丽华。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9/17724.html

案例 9595959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梅丽(化名)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双城市看守所、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非人折磨等

详细情况：2000年 11月 13日双城市看守所非法关押李梅丽(化名)，绝食抗议迫害

7天后，看守所及“610办公室”怕承担法律责任，2000年 12月 25日将其送回家；

2001年 1月 30日上午，“610办公室”及双城市看守所所长再次将她绑架，第二天

将她非法送入万家劳教所。在万家劳教所里，李梅丽遭到非人的迫害；在如此恶

劣的环境下，李梅丽被迫害得身上长满了疥疮，眼睛已经无法睁开，昏迷不醒数

次，全身溃烂，淌着脓水。2001年 8月 28日，李梅丽被迫害得奄奄一息，警察怕

担负法律责任，将她送到医院；8月 29日，又把已毫无知觉的李梅丽送回双城市

“610办公室”，当时“610办公室”没有人，又把李梅丽送到街道就不管了。李梅丽

被街道的工作人员送回家，全家人看到李梅丽被迫害的惨状都心酸难过，婆母说：

“我儿媳妇犯什么法了，把人害成这样，只剩一口气了，才送回来……”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1/17326.html

案例 9696969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尚玉秋、刘道芬、沙桂萍、胡爱云、唐竹茵、范春燕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万家劳教医院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非人折磨等

详细情况：万家劳教所非法关押胡爱云、唐竹茵、范春燕等；万家劳教医院非法

关押尚玉秋、刘道芬、沙桂萍等。7月 8日，动力公安分局强行将尚玉秋投入哈尔

滨市第二看守所，7月 12日尚玉秋绝食绝水要求无罪释放，被哈尔滨市第二看守

所强行送进万家劳教医院，绝食抗议迫害至今，医院每天强行灌食，插管把鼻

腔、口腔粘膜捅破，每天从口腔里往外咳血不止。万家劳教医院还非法关押刘道

芬、沙桂萍，分别长达 8个月、3个月之久，现仍被非法关押。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31/157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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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9797979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万家劳教医院

基本犯罪事实：被毒打、被长时间吊在男厕所、被用蘸了痰的袜子塞嘴、被摧残

和凌辱等

详细情况：2001年正月初八夜间，万家劳教所史所长亲自带领男警，带着武器、

警棍、电棍闯入女宿舍，把法轮功女学员从被中拽出来，拽着头发拖到走廊，用

警棍、电棍乱打，被抓头发往墙上撞，再把她们都拉到外面去冻。被冻完后，警察

又把她们强制放到男刑事犯队里，吊在厕所里。万家劳教所警察以流氓的手段迫

害法轮功女学员，警察在法轮功女学员的脸上、身上乱摸。5月 24日，法轮功学

员绝食抗议被超期非法关押，警察及刑事犯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被打得死去

活来，之后，又被几个一组都强行送到男刑事犯队里。史所长亲自带领 4、5个警

察打人、将法轮功学员绑在铁椅子上 3、4天，致使有的人全身浮肿、不能行走；

有很多法轮功女学员被单个分在男刑事犯队里，被吊在男厕所里，深夜时，五队队

长就往男厕所里放男刑事犯。在男刑事犯队里，警察把法轮功女学员吊在铁窗栏

杆上，被扒下袜子强行塞进嘴里，有时还把袜子放到痰桶里泡泡，再塞；还把法轮

功学员的头强行按到水里溺，毫无人性地残害法轮功学员。在万家劳教所的医院

里，院长亲自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医院的多数法轮功学员都遭受过院长的

毒打。由於环境潮湿恶劣，多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身上长疥。院长指使 3、4个
刑事犯按着法轮功学员，用刀一块一块的往下挖肉，惨不忍睹。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15/1481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4/14/9935.html

案例 9898989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姚国秀、李玉霞、谭桂珍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关小号、精神受到极大伤害等

详细情况：2001年 5月份，万家劳教所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共近 400人，7
大队 250多人，12大队 130多人，警察采用各种方式隔离、折磨法轮功学员。近

2年来，万家劳教所采取关禁闭(小号)隔离，不许互相说话，体罚等残酷手段摧残

人的意志。法轮功学员姚国秀、李玉霞、谭桂珍等身心受到摧残。目前，姚国

秀、李玉霞因精神受到极大伤害被劳教所送回原籍。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8/14472.html

案例 9999999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玉华、姚国秀、李玉侠、孙杰、曹迎春、韩少琴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张波(队长)、王 x(队长)等
基本犯罪事实：被绑吊、被毒打、被强行灌食等

详细情况：2000年 10月中旬一天早上，队长张波亲自动手把张玉华反剪双手绑起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15/1481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4/14/993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8/14472.html


来吊在二层床的床头，从早上一直吊到晚上 11点钟，致使她休克，同时被吊的还

有姚国秀，李玉侠，孙杰。一次，刑事犯把曹迎春从二层床上大头朝下拽下来，致

使她骶骨严重摔伤，被打得昏死过去，在此后 3、4个月的时间，曹迎春只能长期

卧床，生活难以自理。2000年 10月 25日，警察将韩少琴关进小号，逼迫其写所

谓的“保证书”，但韩少琴坚决拒绝；一次王队长找来犹大和当班管教，把韩少琴

反绑双手吊在暖气管子上，致使其头昏目眩，右臂失去知觉。2001年 4月全体被

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集体绝食抗议超期关押、要求无罪释放；其中，韩少琴在

被强行灌食中，被警察踢得双腿大片青肿，绝食第 10天被强制送进医院，被强制

打针、灌食。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7/7/13024.html

案例 10010010010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江云辉、闫春玲、张虹、李菊吟、赵凤霞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张波(12大队队长)、史英白(所长)等
基本犯罪事实：被超期关押、被毒打等

详细情况：万家劳教所 12大队小号中，非法超期关押着许多法轮功学员，其中江

云辉、闫春玲、张虹、李菊吟共 5人绝食抗议超期关押，要求无条件释放，截至

2001年 5月 24日，已绝食 5、6天。这天中午，一批男干警奔向小号，将小号里

的法轮功学员强行拖出，嘴贴胶带，不准说话，拖到哪里去了不清楚。其他法轮

功学员上前强烈要求停止迫害，却一个一个被强行拖走。其中，赵凤霞被当场打倒

在地，不能动弹。当时 12大队队长张波与劳教所所长史英白都在现场指挥。在万

家劳教所里，警察经常野蛮殴打、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每个法轮功学员都遭受到

了不同程度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警察还指使犯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29/1258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29/12579.html

案例 10110110110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宋玉素、吴淑莲、曹连弟、谢进贤、吴新如、X淑荣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侮辱、被毒打、被吊、被用电棍电等

详细情况：万家劳教所把拒绝写“决裂书”的 50多名法轮功女学员强制送入各男大

队，由男管教和男犯人监管。有的男管教经常用下流语言侮辱法轮功女学员，每

天 24小时被男管教和男犯人监视。法轮功女学员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致使有些

法轮功学员休克。在 8大队，6名法轮功女学员被吊起来用棍打；其中，宋玉素被

按在水里又托出来，吴淑莲身上被浇上水用电棍电，曹连弟被吊起后晕过去；另外

被吊打的 3人是谢进贤、吴新如、X淑荣。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28/1257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7/7/130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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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0210210210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陈亚莉、许丽华、潘宣华、刘冬云、赵亚云、高淑彦、左秀

云、李玉霞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林顺英(队长)、韩 x(管教)、孟祥芝(管教)、宋少会(院长)、史

英白(所长)、武金英(队长)、张波(队长)等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肆意打骂、被关小号折磨等

详细情况：2000年月 11月至 2001年 3月，林顺英队长、韩管教、孟祥芝管教、

宋少会院长、史所长、武金英队长曾参与对陈亚莉的迫害。3月 8日，陈亚莉生命

危在旦夕，为了抵制迫害，全班十几名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3月 9日，史所长动

用全所男警察来对付绝食抗议的法轮功学员。其中，许丽华被强制关入禁闭室 1
个月；警察对潘宣华、刘冬云、赵亚云、高淑彦等拳打脚踢，赵亚云被用胶带封

嘴，双手绑在一起锁在铁椅子上；高淑彦被拽着头发往墙上撞，被送入禁闭室，

锁在铁椅子上；左秀云被关进小号，双手绑在监门上站了几个小时。三班 14名法

轮功学员都被关进禁闭室长达 1个月之久。2000年 10月，张波队长指使警察多次

把李玉霞吊在床头上长达 15个小时，还被关进小号，受尽了折磨。一天她被迫害

得全身抽搐，被送进医院。 2001年 4月 26日劳教所怕担负法律责任，才将她送回

家。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10/11987.html

案例 10310310310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高淑彦、左秀云、郝云珠、邵影、潘宣华、李秀琴、郭明霞

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全明皓(管教)、刘伦(管理科科长)、宋少会(医院院长)等
基本犯罪事实：被关小号、被强行野蛮灌食、被毒打等

详细情况：2001年 4月 2日在禁闭室里，全明皓管教肆意对高淑彦搜身、打骂和

污辱，第二天高淑彦绝食抗议迫害，4月 6日被强行野蛮灌食，4、5个犯人把她按

在椅子上插管，致使鼻嘴出血；管理科刘伦科长曾用流氓语言来取笑她，史英白所

长曾站在门口幸灾乐祸。4月 16日，高淑彦被强行送进医院。4月 14日，警察将

左秀云强行送入医院，之后，又有 6名法轮功学员相继被强行送进医院。每天每人

点滴至少 4组，连打 13天，致使皮下水肿，其中有 5人全身出现药疹，奇痒无

比。在医院里，宋少会院长曾对郝云珠、邵影、潘宣华、李秀琴、郭明霞拳打脚

踢，致使郝云珠的额头起了青紫的大包、右眼睁不开、面部变形、多处青紫、鼻

嘴出血；宋少会院长还曾用流氓语言污辱邵影。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10/11988.html

案例 10410410410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风华、张宏、谭桂珍、刘桂香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张波(12大队队长)、王艳(管教)等
基本犯罪事实：绑架、“包夹”、关小号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10/119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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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情况：万家劳教所采取“包夹”的方法，将新绑架进来的法轮功学员与其他法轮

功学员隔绝，24小时不许迈出小屋一步，由所谓负责 “转化”的人看管。2001年 5
月 1日，2名女管教将李风华强行按到床下强行封嘴；3名不法警察将张宏强行按

地封嘴；将 10多名法轮功女学员送入小号；谭桂珍被强迫坐铁椅。史所长曾带领

数十名警察，将 4、5名法轮功学员装进地笼里，将其他法轮功学员塞进小号。法

轮功学员绝食抗议迫害，5月 4日，医院采取野蛮手段强行灌食，刘桂香被强行灌

食导致休克，还遭到毒打。管教王艳一手指挥强行灌食。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5/11851.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27/11496.html

案例 10510510510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万家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被非法关押、被关小号、被毒打、电视台播放不实报道欺骗世人

详细情况：目前，万家劳教所里非法关押着法轮功学员 200多人，绝大多数法轮

功学员坚修大法。2001年 2月 25日，哈尔滨电视台播放关于万家劳教所的专题，

其中有很多是不实的，当时被采访的人员中有坚修的法轮功学员，也有所谓“被转

化”的。但在播出的节目中，正面的报道都被删去，都是一些反面的不实报道。目

的是欺骗世人，掩盖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在万家劳教所里，史所长指使警察对法轮

功学员大打出手，有的被拽掉头发、嘴被胶带封上、被强行关入小号、被毒打、

被强迫体罚、被迫坐铁椅等，几乎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遭受过不同程度

的迫害。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3/21/92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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