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兰州平安台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

员的基本犯罪事实

1999年 1月 1日-2004年 9月 12日

兰州平安台劳教所（也称甘肃省第一劳教所）。自 1999年以来追随江氏流氓政治

集团，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残酷的折磨和“洗脑”。劳教所的狱警们残酷迫害法

轮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其高频高强度的酷刑致使至少 3名法轮功学员致死（见

案例 1-3），多名法轮功学员致残。为达到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目的，兰州平

安台劳教所采取多种惨无人道的肉体和精神摧残。肉体折磨方式主要有高压电棍电

击、暴打悬吊、不让上厕所、野蛮灌食、长时间剥夺睡眠、强迫超强度劳动、毒

打、捆绑在硬床板上、每天晚上在外面整宿罚站、头发被拔掉，衣服被撕烂，浑身

青紫，背铐于床头，不能直立，不能蹲坐，扯住头发往墙上撞，双手被铐在柱子

上成大字形状站着，24小时不让睡觉等；精神摧残主要包括强迫写放弃修炼的“保
证”，长期强制灌输诋毁法轮功的宣传，信仰及人格侮辱，24小时非法监视，株连

家属等。

主要犯罪人员：

马武 大队长 戴文琴 大队长

康世成 副大队长 敬雪峰 教导员

王文昌 指导员 王亚丽 一中队长

王生民 副指导员 胡 XX 二中队指导员

包平 带工队长 李小静 三中队长

王育民 带工队长 柳 XX 指导员

胡帅林 狱警 高天丽 分队长

李晓婧 队长 刘生 分队长

敬雪峰 指导员 刘玉荣 分队长

谷艳玲 管教 赵丽 分队长

戴 XX 管理科长



案例 111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侯有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平安台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酷刑折磨，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侯有芳于 2001年 8月中旬被非法送往兰州平安台劳教所劳教，2002年
11月 29日在平安台劳教所被迫害致死。死时体内大量出血，肋骨、盆腔严重骨

折，内脏严重损伤。遗体直接被平安台劳教所送往华林山火化场。据悉，平安台劳

教所为防止此事泄露，立即将参与虐杀死者的部份警察调离原单位。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15/4100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25/65781.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2/14/45091p.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222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欧阳伟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平安台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酷刑折磨，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兰州平安台劳教所使用非常残酷的刑罚虐待法轮功学员。2002年 10月
26日欧阳伟被酷刑致死，欧阳伟死前曾揭露，平安台劳教所的狱警指使犯人暴打

他的头部。据目击者观察，欧阳伟两手手腕均有针眼，不知所打何针。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14/40958p.html

案例 333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宋延昭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武(大队长)、康世成(副大队长)、王文昌(指导员)、王生民

(副指导员)、包平(带工队长)、王育民(带工队长)，兰州平安台劳教所其他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酷刑折磨，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宋延昭于 2001年 5月在兰州平安台劳教所被狱警酷刑迫害致死。据报

导，打死宋延昭的凶手是中队指导员王文昌，他将宋毒打至眼睛青紫，几乎失明，

并指使他人用背铐将宋挂在两米高的铁床架上，吊了整整一夜，宋延昭两手腕被

铐齿锯破，鲜血直流，王文昌仍不罢休，指使犯人毒打宋，致使宋延昭肋骨被打

断，遍体鳞伤，最后含冤离开人世。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14/40958p.html

案例 444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福龙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狱警胡帅林等

基本犯罪事实：残酷折磨，白天黑夜不让睡觉，残酷殴打

详细情况：兰州平安台劳教所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王福龙并残酷折磨他。白天黑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15/4100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25/65781.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2/14/45091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14/40958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14/40958p.html


夜不让睡觉，管教胡帅林等把王福龙绑成大字型，用两个高架床，上下拉，残酷

殴打，脸部被打得不能看。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5/14/50309.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25/36127.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555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田菊红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李晓婧（队长）、敬雪峰（指导员）、陈小红（吸毒犯），

兰州平安台劳教所其他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酷刑折磨，吊在门框下劈头盖脸拳打脚踢

详细情况：平安台劳教所队长李晓婧，敬雪峰迫使陈小红等多名吸毒犯对田菊红

进行 4天 4夜的残酷折磨。第一天晚上，她们以伪善的面孔用心理战术，整夜灌输

种种谎言，第二天逼迫田菊红干高强度劳动。第二天晚上撕下伪善，开始了她们

的暴行，指使犯人用一根绳子将两手腕手背绑起来（绳子嵌在肉里面），吊在门框

下劈头盖脸拳打脚踢，每五分钟放下来，再吊，怕麻木后失去知觉没有痛苦感，

折磨一夜。第三天刚从外出劳务回来的吸毒犯见田菊红被折磨的惨状说：“她们根

本不知道这里发生的这些血腥残暴，平安台简直变成了屠杀场。”第三天晚上迫害

更凶，十几名打手轮番暴打悬吊她，打得她眼睛都看不到东西，后来又用绳子长期

吊在门框上，正是冬天却让光着脚，不让穿棉衣，几个人将她抱起，让她踩在凳

子上吊，突然抽去凳子，还怕田菊红的惨叫声让人听到，用脏东西塞到嘴里，威逼

她放弃信仰。接着又将田菊红两手背铐，吊到铁窗上，铐子深深扎在肉里。在李

晓婧的指使下，陈小红又将铐子取下，升高一层窗栏继续吊铐，并扬言：如不转

化，每隔半小时往高升一栏。整整 4天 4夜，田菊红被折磨得几乎昏死过去。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9/18/36671.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9/30/27061.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666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钊、郭光利、马跃芬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平安台劳教所狱警，吸毒犯，马成林（犯人）

基本犯罪事实：酷刑殴打，折磨致残

详细情况：张钊于 2002年 3月被送往平安台劳教所非法劳教。狱警指使吸毒犯毒

打张钊，张钊全身被打成青肿，不到一周，张钊大小便失禁，神经严重错乱。郭

光利被送至平安台劳教所二大队一中队非法劳教。2001年底因拒绝放弃修炼，影

响一中队奖金，遭到酷刑殴打，一条腿被打伤，至今走路跛拐。同时遭毒打的还

有吴敬儒、王福伦等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马跃芬于 2002年 6月 18日被送往平安

台劳教所三大队。当晚狱警指使犯人马成林等对马跃芬毒打一夜，致使左脚骨

折，狱警还逼着他出工干活。马跃芬被抓后，家门口被人纵火，在场的公安、消防

不救火，反诬陷马跃芬自己点火，企图烧死他的两个孩子。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7/26/33857.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5/14/50309.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25/36127.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9/18/36671.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9/30/27061.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7/26/33857.html


案例 777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莲芝、钱伟秀、冯金莲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谷艳玲（管教）、胡瑞梅、吸毒犯等

基本犯罪事实：王莲芝，钱伟秀，冯金莲被兰州平安台劳教所狱警酷刑折磨

详细情况：平安台劳教所妇女大队的管教谷艳玲唆使吸毒犯折磨法轮功学员，不

让一中队法轮功学员睡觉，逼迫写放弃修炼的所谓“三书”，长达 21个晚上不让王

莲芝睡觉，白天照常出工，他们毫无人性地用绳子将王莲芝吊起双手，毒打，最

后使她双手失去知觉，全身肿紫，上厕所都是别人给系裤子。二中队法轮功学员钱

伟秀被几次禁闭折磨，失去正常生活的能力；管教胡瑞梅和吸毒犯把法轮功学员

冯金莲打得浑身肿紫，她双手被铐子吊的血泡化脓。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6/19/32030.html

案例 888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玉霞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戴 XX（管理科长）；戴文琴（大队长，戴 XX之妹）；敬雪

峰（教导员）；王亚丽（一中队长）；谷艳玲（指导员）；胡 XX（二中队指导

员）；李小静（三中队长），柳 XX（指导员）；高天丽（分队长）、刘生（分队

长）、刘玉荣（分队长）、赵丽（分队长），吸毒犯等

基本犯罪事实：酷刑折磨

详细情况：张玉霞曾于 2000年被非法关押在平安台一所，劳教 1年后于 2001年 5
月放出。2001年 11月张玉霞又一次被绑架到西果园看守所，在那里，狱警不择手

段地迫害张玉霞，张玉霞生命垂危时，警察来了个缓兵之计，先放出张玉霞。10
多天后的一个晚上，警察又一次绑架张玉霞到平安台一所，关在四中队大组，每

日 24小时用酷刑折磨张玉霞，将张玉霞的两个胳膊反铐并用绳子吊起来，使人离

地面 1米多高，指使十几个吸毒犯日夜毒打张玉霞。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4/25/21330.html

案例 999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文明、张峰、李天笑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王生民、王文昌、王育民等

基本犯罪事实：酷刑折磨

详细情况：狱警王生民、王文昌将一法轮功学员打倒在地，又扭住双臂砸上背

铐，双手捏紧手铐，深陷肉内，4天后才取下。一法轮功学员被打翻后，用手铐一

头铐在手腕，一头铐在小腿，不能站立，长达 144小时，吃、睡、上厕所都不取

下。一法轮功学员下身被踢，疼痛失声大叫，被狱警王育民铐起吊在铁丝上，并

让吸毒犯来回拉动取乐 2个多小时。李文明被多次毒打、吊铐，因拒绝放弃修炼，

被秘密关押拷打 27天，受尽折磨。张峰被秘密关押拷打 17天，受尽折磨。李天

笑被秘密关押拷打 14天，受尽折磨。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15/19712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6/19/32030.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4/25/2133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15/19712p.html


案例 1010101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钱世光、张露婵、李明一（李文明）、申世勇、张峰、强维

秀、任素贞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平安台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酷刑折磨

详细情况：10月 20日至 11月 4日，在平安台劳教所五大队一中队相继有 5名法

轮功学员绝食抗议迫害。这 5名法轮功学员是：钱世光、张露婵、李明一（李文

明）、申世勇、张峰。劳教所的狱警不但不答应他们的合理要求，反而将这 5人关

入禁闭室进行折磨。禁闭期间背铐于床头，不能直立，不能蹲坐。到 11月 4日，

还有 3名法轮功学员仍在受刑，他们是：张露婵、李明一、张峰。女队二中队强维

秀被狱警戴上手铐吊在劳教所的医院里用电棍打，折磨了 11天，放回后仍不放弃

修炼，又被用同样的方式吊打 7天后致残，现行走困难，经常晕倒，但还是被强制

去干活。女队二中队杨君被狱警带上背铐吊起，只有脚尖着地，进行毒打。头发

被拔掉，衣服被撕烂，浑身青紫，无一块好肉。10月 30日，一名法轮功学员，两

只手已被打断，两条大腿面黑紫。自己无法自理，由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帮助。狱

警对 60多岁的任素贞也不被放过，她被狱警用同样的方式悬空吊起 2个小时后放

下，又扯住头发往墙上撞，鼻青脸肿，惨不忍睹。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15/19712p.html

案例 11111111

受害人：一位姓名不详的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平安台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酷刑折磨

详细情况：2000年 8月，一位姓名不详的法轮功学员被送到兰州平安台劳教所非

法劳教 2年。在劳教所，法轮功学员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一天，该法轮功学员

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被关禁闭。警察把他铐在暖气上，站不能站，蹲不能蹲，

队长、犯人轮流看着，不让睡觉也不让上厕所，一天只给一个馒头。警察这样折

磨了几天后，逼他写放弃修炼的的“保证”。他不写，管教和犯人用电棍打他，并

把他们的袜子往法轮功学员嘴里塞。他们把他铐成背铐吊起来，打嘴巴，用电棍

电，馒头一天只给半个。几天下来，该法轮功学员头昏眼花，神智模糊。这样一

直折磨了该法轮功学员半个多月，两腿已经肿得不成样子，脚肿得穿不进鞋。就这

样，每天还得照样干超体力的活，完不成要体罚。一个刚被抓进来的女法轮功学

员，她当时皮肤白里透红，容光焕发。经过了 2、3天的折磨后，她的手、脸都是

肿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7/19228p.html

案例 1212121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平安台劳教所狱警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15/19712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7/19228p.html


基本犯罪事实：白天被迫干重活，晚上整宿罚站折磨

详细情况：李玉被非法关押于平安台劳教所七大队一中队一组，常常遭毒打；白

天被强迫在外面干重活，每天晚上 10点 30分至第二天凌晨 5点 30分在外面整宿

罚站，每天如此遭迫害。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0/27/15106.html

案例 1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萍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平安台劳教所狱警，王丽、吴艳、刘小红等吸毒犯

基本犯罪事实：残酷折磨

详细情况：李萍被非法关押于平安台劳教所七大队三中队二组，2001年 6月份，

狱警们强迫她写放弃修炼的“三书”，被她拒绝后，在狱警的安排下，犯人王丽、

吴艳、刘小红等对她残酷毒打，使她遍体鳞伤，以至十几天尿血，行走都很困难，

还要强迫她劳动。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0/27/15106.html

案例 1414141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得香、刘秀英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李小静（中队长）等，程小红、严星、赵凤梅等 10多个吸毒

犯

基本犯罪事实：酷刑、毒打

详细情况：李得香被非法关押于平安台七大队三中队三组。2001年 6月份，被毒

打并反铐长达一个月左右。第一次 15天关禁闭出来时，皮开肉绽，手上的伤口可

以看到骨头，打完后审，如还坚持修炼，接着又毒打。她坚持不写放弃修炼的“三
书”，又关禁闭 15天。整天酷刑、毒打。该法轮功学员今年 9月份到期，但至今

未放。而且屡遭毒打，被反铐，伤势甚重。2001年 4月，狱警中队长李小静带领

犯人程小红、严星、赵凤梅等十多人毒打刘秀英，打得她满地滚，全身伤痕累

累；接着继续关禁闭 20多天，在关禁闭期间持续反铐着毒打，摧残得刘秀英面黄

肌瘦，骨瘦如柴。法轮功学员刘菊花被非法关押于平安台七大队三中队三组。五

月份的一天晚上，狱警把她拉到菜窖里（怕别人知道），眼睛用布蒙住、口塞毛

巾，8、9个吸毒犯人毒打她，打得浑身是伤，之后，一直胃痛不止。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0/27/15106.html

案例 1515151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建魁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马武、王文昌、王生民等平安台劳教所狱警，临夏县公安

局，临夏县看守所

基本犯罪事实：长时间残酷折磨，打成重伤

详细情况：1999年 7.20不久，临夏县公安局狱警闯入法轮功学员李建魁的家里，

打、砸、抢，后把他带走非法拘留，在拘留所毒打他；临夏县公安局局长多次带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0/27/1510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0/27/1510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0/27/15106.html


领狱警毒打他，用钢筋把他的脚打成重伤，致使他多日不能行走，后来把他刑事拘

留关在临夏县看守所里；在看守所，所长带领狱警多次残忍折磨、毒打他。一

次，天下着大雪，把他在雪地里冻了 2个小时，浑身麻木；一次，在放风场，一群

狱警围着他，打他耳光，拳打、肘击、脚踢，把他打倒在地后又乱踹；又一次，

所长带领狱警把他双手一高一底背起来铐在背后，又用一根杯口粗的木棒紧紧地插

在手与后背之间，开始毒打他，致使他昏迷倒地，等他清醒后继续残忍地毒打

他；后来所长唆使号子里的犯人毒打他，十几个犯人排着队一个一个上来轮番毒

打。有一次，犯人强迫他打新来的犯人，说：“你要不打他，我们就打你！”他坚

决不听，这样又遭到一顿毒打；临夏县公安局把他关在看守所迫害了半年，期间不

让家属看望，后来非法劳教 1年，于 2000年 7月转到平安台劳教所继续迫害；在

平安台劳教所，狱警马武、王文昌、王生民都打过他，还驱使犯人打他。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7/20/13693p.html

案例 1616161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羌唯秀、孔唯霞、段小燕、焦丽丽、张又夫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平安台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非人折磨，寒冬深夜室外罚站，24小时不让睡觉

详细情况：羌唯秀于 2000年 10月被非法送到兰州平安台劳教所女队一中队。刚

到就被戴上手铐天天罚站，接着又被关禁闭，受到残酷折磨。但她不屈不挠，决

心坚修大法，其精神感化了不少犯人。警察一看不妙，就把她转到了三中队。从去

年 11月到现在，警察每天晚上不许羌唯秀睡觉，并让她在室外罚站到深夜。羌唯

秀就这样经历了长达 4个多月的严寒（零下 20、30度）。管教唆使犯人每天毒打

她。去年夏天，孔唯霞、段小燕、焦丽丽、张又夫因炼功被同时戴上手铐，每天

在外边从早站到晚，在烈日下暴晒。后孔唯霞、张又夫又分别被关禁闭。在禁闭室

里，管教指使犯人轮流毒打孔唯霞长达 4个小时，孔唯霞双手被铐在柱子上成大字

形状站着，24小时不让睡觉，长达 20多天。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4/6/9682p.html

案例 1717171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明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西果园看守所、兰州平安台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残酷折磨，寒冬深夜室外罚站

详细情况：法轮功学员李明义，今年 2月被非法关押于兰州西果园看守所 3个
月，在这里遭尽非人待遇，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体力活(磕大板瓜子，一种黑色的

大瓜子)，如完不成任务，便要受罚，遭犯人毒打(管教纵容)。由于长时期的高强度

干活，两手食指、拇指指肚都变形，结了厚厚的老茧，嘴经常肿得老高，并且牙

齿严重受损。李明义从看守所出来后，被监视居住。今年 5月，又被七里河区公安

人员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行抓走。据知情者说，当时由于公安人员很紧张，怕群众

知道真相，将李打倒迅速拖进一黑色玻璃的小车上，立即开车逃离现场，李明义的

鞋都掉在了马路上。其后，李明义又被送进西果园看守所，不久被非法判劳教，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7/20/13693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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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被非法关押于平安台劳教所。李明义在平安台劳教所经常遭受毒打，已被严重打

伤，现保外就医，公安部门严密封锁消息。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0/8/31/2731p.html

案例 1818181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赵常菊，女，40多岁，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人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平安台劳教所狱警、古浪县看守所

基本犯罪事实：毒打和折磨

详细情况：赵常菊因 2000年元月进京为法轮功上访，回来后曾多次被非法关押在

古浪县看守所。2001年元月她再次进京上访，被非法在甘肃平安台劳教 1年。在

此期间遭到狱警多次的毒打和折磨。2002年元月期满回家，于 2002年 5月再次被

非法关押在古浪县看守所，至今仍在那里遭受残酷的迫害。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1/51420.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6/13/36893.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1919191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钊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平安台劳教所二大队一中队狱警、魏海华（中队指导

员）、马惠平（吸毒犯）、薛文庆（吸毒犯）、

基本犯罪事实：迫害致精神失常

详细情况：甘肃张掖师范人民教师张钊因修炼法轮大法，坚持信仰于 2002年 3月
份被狱警绑架到兰州平安台劳教所二大队一中队非法劳教。张钊被绑架到中队的

第一天，中队指导员魏海华便强迫他放弃信仰，遭到张钊拒绝，魏破口大骂后唆使

吸毒犯要“好好收拾”他。第二天，一组组长吸毒犯薛文庆分派超强度的活儿逼迫

张钊干，并安排吸毒犯马惠平等做监视，只要张钊动作稍微一慢，就拳脚相加，超

体力的劳动量完不成又是大打出手。收工回来，组长、互监强迫张钊抱着毛衣跪

在地上擦地，动作稍慢便是拳打脚踢。第三天，狱警魏海华逼迫张钊写“三书”，张

钊断然拒绝，并向他洪法讲真相，魏无奈，将张钊反手吊起挂在院子里。张钊喊

口号，背洪吟，吸毒犯薛文庆、马惠平等一拥而上，不让他发出声音。晚上回到组

里，在组长的唆使下，互监吸毒犯对张钊又是一顿长时间的拳打脚踢，以致张钊

疼痛得无法入睡。第四天，张钊大小便失禁。早上寒冷的天气，互监们将全身被折

磨得铁青的张钊一丝不挂的拖到厕所门口给他“洗澡”，吸毒犯马惠平用脸盆向张

钊身上一盆一盆地泼冷水，每泼一次张钊惊叫着颤栗地跳动一次，吸毒犯们则围着

哈哈大笑。当天张钊精神失常，思维错乱，语无伦次，晚上躺在院子里的水泥板

上，而吸毒犯薛文庆（五进宫犯人）还向他嘴里挤抹牙膏。第五天、第六天……张

钊被送往甘肃天水精神病医院。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7/21/5436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8/2/38769.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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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020202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旷凤，女，50岁，玉门人。焦天云，临夏人，25岁。张晓

兰，玉门人，中专教师，现年 35岁。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平安台劳教所七大队二中队狱警樊小红

基本犯罪事实：酷刑吊打、折磨、

详细情况：李旷凤因不配合对大法的迫害，从皋兰山又转到平安台劳教所七大队

二中队。狱警夜深三更对李旷凤进行酷刑吊打、折磨，在她神志不清时被狱警逼

迫写了所谓的“三书”。当她清醒过来后，立即到狱警队长面前严正声明所写的一切

作废。后管教樊小红向上反映到大队，在 2002腊月 20对李旷凤隔离严管 21天。

每天只给半个馒头，在严寒的气温下，让她坐在水泥地上用铐子铐着，晚上在没有

任何铺盖的冷床上坐到天亮。当她回到号室时已奄奄一息。在这 4月下旬的一

天，狱警谎称：“李旷凤不守法，绝食”等等，把她从劳教所带走，现不知下落。焦

天云被非法关押在平安台七大队二中队。在狱警办的一次所谓“考核”中，她严正

指出江 xx对法轮功的迫害。狱警听后气急败坏，对她吊打数天，用臭袜子塞住她

的喉咙，动用的手段极其残忍。焦天云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张晓兰目前也被非法

关押在平安台劳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9/55350.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8/26/39531.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2121212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陈刚（天水人，男，20来岁）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平安台劳教所警察

基本犯罪事实：吊铐，强迫超市超强度劳动，强迫写转化书，上脚镣、手铐等刑

具迫害

详细情况：兰州平安台劳教所各分队都劫持有法轮功学员，被关在第二大队的陈

刚被狱卒利用犯人打得遍体是伤。有消息说，二大队 2003年 4月在“批判”会议

上，一位 5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喊出了“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炼法轮功无

罪”的口号，警察便对他施暴。陈刚说了正义的话并撕碎了官方假造的“杀人血案”
的宣传资料，狱警对陈刚等大法弟子进行酷刑折磨，用手铐吊起来几天几夜，利用

犯人毒打。据说，陈刚被多次迫害住院，手腕上一道又一道的手铐印，两只手呈

血紫色的，肿的手指都是弯曲的，伸不直，腰也直不起来，腿脚行走都很不方便，

被多次残暴迫害，导致心脏有病、贫血，现生命垂危，劳教所还不放人。兰州大

沙坪监狱狱警强迫大法学员没日没夜的干活，强迫写“转化书”，经常给法轮功学员

上脚镣、手铐等刑具迫害。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10/28/59644.html

案例 2222222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马跃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平安台劳教所警察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9/55350.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8/26/395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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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犯罪事实：打断腿骨、手术不准用麻药

详细情况：金昌市法轮功学员马跃芳（男）于 2002年被金昌市不法人员非法送到

甘肃兰州市平安台劳教所。在劳教期间，因马跃芳不向不法警察妥协，坚持信

仰，被平安台劳教所狱警打断腿骨，后被送往劳教医院。做手术夹钢板时，警察不

让医生打麻药，使马跃芳受到残酷的折磨。现在马跃芳的腿已经失去知觉，成了

残废，且病情仍在恶化。平安台劳教所警察害怕恶行被曝光，不让马跃芳保外就

医。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1/5/64124.html

案例 2323232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赵旭东，男，35岁，兰州化学工业总公司职工。其妻李红

苹。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平安台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 1年劳教，吊背酷刑

详细情况：2000年 12月赵旭东进京上访。在火车站被兰化公司公安处截回，并关

押于兰州市西固区寺儿沟看守所。后被非法判 1年劳教，关押于位于兰州市的甘

肃省第一劳教所（即平安台劳教所），2001年 10月，保外就医。2000年 10月左

右，赵旭东的妻子李红苹，因制作大法资料被绑架，并被非法判劳教，至今还在

甘肃省第一劳教所遭受迫害。在被关押的几年中，受尽了折磨，仅一次被吊背就铐

几天几夜，胳膊都吊断了。赵旭东、李红苹夫妇有一个 8岁的女儿，在全家人遭

受迫害最严重的 2000年底，家中曾只剩一个 5岁的女儿。赵旭东，因坚修大法，

于 2004年 2月 7日晚 8时许在被关押的兰州市第二看守所四区一队迫害致死。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2/29/68844.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3/15/46048p.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2/68971.html

案例 2424242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拘留所、看守所

基本犯罪事实：酷刑曝光

详细情况：

酷刑一：吸毒劳教人员称为““““大宽””””（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平安台劳教所）

将两个自制的土铁铐（一种在 80年代前大陆公安普遍使用的钢筋砸制有外挂铁锁

的铁铐。铐在手腕处，然后将两胳膊抬起来与肩平行，手心朝下，而后将两胳膊象

拧麻花似的向后拧转，这时手掌以呈向后 270度的转向，接着再将被害者的两臂从

肩关节处不能自然弯曲硬性向身体的后边拉，一直到两臂与身体形成约 90度，紧

接着把两手腕上的手铐用鞋带系在一起。

此刑的残酷就在将受害人的两臂拧后，从身体的两侧向身后硬拉的时候，此时受害

人当时感到身体的胸部肌肉与筋感到撕裂般的疼痛，同时两肩关节处象被撅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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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两胳膊整个就象麻花。受害者浑身疼痛的大汗淋漓，衣服从里到外都湿透了。

就这样狱警还不会罢手，他们继续再给受害者的两胳膊下塞咄两个啤酒瓶，或者将

系在一起的胳膊从身后的下侧向头的方向扳，这样就会更加的加重受害者的疼痛。

前后历时半小时至 1小时。当他们看达到极限时，才会解开系在一起的铁铐，否则

会使受害者疼死过去。后遗症：轻者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两手与小臂处于麻木，

肩关节处无力，胸部阵痛。重者两臂残废。

酷刑二：吊（地点：劳教所）〔目睹〕

将受害者的两臂从后背铐起来，然后用绳从手铐处就受害者吊起来，使受害者身体

呈头朝下弯曲状，不让受害者穿鞋，两脚大拇指则触及地面。此吊刑有两种：一种

吊在铁丝上。另一种吊在杆柱上。第二种表现还会在杆柱的根部栽两块长砖，砖头

立起来，让受害者的两脚拇指支撑在两砖头的角沿处。此刑法除了给受害者造成身

体痛苦外，还给受害者当时在精神上受到一种折磨，那就是被害者的意识一直在两

脚的大拇指尖上。

酷刑三：烙烫（地点：劳教所）〔目睹〕

将烧红的炉棍把，烙烫学员的两手心。

酷刑四：撞墙（地点：劳教所）

将受害者的两臂拧向身后，然后将受害者的头顶部向两墙的拐角撞去。它给受害者

带来的痛苦是在被撞去的感觉，撞到两墙的拐角处时，会有头顶被挤压的疼痛，大

脑受到严重的震动，头皮刺裂。

酷刑五：挂（地点：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目睹〕

让受害者面朝墙站立，距离 20公分，然后头向下，身体弯曲 180度，使身体的后

背贴在墙面上，两手臂也向上，手心也贴紧墙面。此酷刑给受害者带来的是在此

挂立的过程中会使血液涌向头部，加重脑部的压力，时间一久受害者会失去知觉，

眩晕、昏倒，这种酷刑表面留不下被迫害的痕迹。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9/12/8401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9/12/840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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