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迫害法

轮功学员的基本犯罪事实

2001年 5月- 2004年 9月

适合打印版本

甘肃省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所长王延辉、贾恩廉，14队队长田庆平（现提

升为所长）。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除了狱警亲自动手残害法轮功学员

外，更多的是他们指使利用犯人来行凶，其各式刑法有 100余种。目前，已知至

少 4名法轮功学员被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迫害致死。

例如：

1.1.1.1.双臂反捆在背后，双腿屈跪在地上，将 1米多长的粗木棒捆绑在双腿弯窝部位，

然后令两位彪形大汉各自站在木棒的两端往下压，号称“耶稣背十字架”。
2.2.2.2.两臂一上一下反捆在背后，将两手拇指对绑，然后将酒瓶、转块等物就像木楔一

样不断塞入胳膊与背部的所有空隙，像钉子一样往里钉，或者再将受害人倒吊，

号称“关公背大刀”。
3.3.3.3.手铐脚镣，并在二者中间用 8号铅丝穿在一起，使人胳膊不能外展，腰呈 90度
弯曲，始终无法直立。更有甚者，还将双腿（大腿―小腿 1/2处）全部打上一层

厚厚的石膏，像骨折病人一般，双下肢完全强直无法行动，同时还戴手铐脚镣，其

残酷程度让人难以置信。

4.4.4.4.坐电椅，上电刑，“老虎凳”。
5.5.5.5.三九严寒，将法轮功学员关在厕所里，从头顶一盆盆的浇凉水，给鞋子里灌上凉

水，让长期穿湿鞋，将人慢慢致残。

6.6.6.6.装在麻袋里在院子里冷冻；或把嘴用东西塞住，把棉被用水浸透，然后用湿被将

人卷起来塞在床底下，使人冷冻窒息而死。种种手段折磨，到头来查不出来伤

痕。

7.7.7.7.将牙刷柄夹在受害者二手指中间，然后用刑者将受害者两指卡紧，再用力转动牙

刷柄，把两指之间肌肉全部绞得血肉模糊。

8.8.8.8.双手向背后上举，弯腰成 90度，俗称“喷气式”，然后在其背部放上约 50斤的重

物，并要求长时间保持这一姿势。或在受害者呈“喷气式”时，施暴者用肘部猛力

撞击受害者腰部；或猛烈撞击髋部，常常左右开弓；或使用木棒击打，打倒了拉起

来再打。

9.9.9.9.用牙刷抽打男性生殖器；或用掌侧猛砍受害者颈部。

10.10.10.10.看守所伙食极差，除了一年四季的水煮土豆，很少有别的，有时连食盐都没

有，喝不上开水，牢房阴暗潮湿，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或常人身上一层层脱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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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满湿疹、疥疮。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8/29/82880.html

甘肃省兰州大砂坪看守所、兰州西果园看守所这两个看守所利用约一万名未决在押

人员拣瓜子由来已久;自台资企业正林农垦食品有限公司 1992年在兰州设立以来,
兰州大砂坪看守所和兰州西果园看守所强制在押人员一律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

（包括在 1999年 7月以后几十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为 “正林”瓜子厂做

劳力。冬天分拣大板瓜子，夏天嗑瓜子、剥瓜子。每天从早到晚连续蹲着干 10个
小时以上，只有两顿吃饭时间才可以停手。冬天在放风场露天捡瓜子，许多人手被

冻伤、磨破，手上的疥疮淌着脓血滴在瓜子上；夏天很多人牙被嗑掉、嗑坏，指甲

整个被剥掉，也不允许休息。每遇外界采访或检查，都被事先通知停工，打扫卫

生，将瓜子装入麻袋藏起来，然后将报纸发给每人，排整齐读报。等检查一结束，

马上又开始开工。看守所不给在押人员任何劳动报酬，“正林”瓜子厂与看守所联

营，利用这无偿的劳动力赚钱，利润与看守所分成。兰州的西果园看守所、客阀厂

监狱等都进行这种非法劳动。看守怂恿监道工和号子头向每个在押人员索要钱

物，怂送 1000元可免整个号子的劳动任务，送 500元可免本人的劳动定额等等。

每个在押人员被迫给家里写信要钱要高级香烟。号子头说这些钱、烟由监道班收

去，然后暗中交给看守。每次号子的在押人员家属进贡一次价值超过 300元，号

子头就会得到一小包海洛因作为奖励。对于拒绝进贡的在押人员则用加大劳动量和

殴打惩罚。由于极其恶劣的条件和超强度的劳动量，在押人员死亡成了司空见惯

的事，人死后，看守所给死者家属支付 600元就了事。超期关押是看守所的特点,
据长期在押人员说兰州大砂坪看守所在押人员每年死亡率惊人，但由于封锁消息具

体死亡人数不详。“正林”牌大板瓜子和瓜子仁做的食品行销国内及加拿大、澳大

利亚、法国、新西兰及东南亚等 30多个国家。这位黑心的林老板与看守所的黑心

警察沆瀣一气、互相利用，彼此都达到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约 1998年，大砂

坪看守所的一个大队长就因贪了瓜子加工费东窗事发而举枪自杀了。据悉，瓜子的

事还牵扯几家在兰州的台资企业。有待进一步调查。看守怂恿号子头敲诈勒索,以
海洛因作为奖励,草菅人命。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30/18829.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0/9/6/2308.html

甘肃省兰州市第一看守所主要犯罪嫌疑人：

迫害责任人姓名 职称

王延辉 所长

吕军 4队队长

田庆平 14队队长

孙月莲 15队队长

王振亚 警察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8/29/82880.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30/18829.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0/9/6/2308.html


案例 111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晓东(迫害致死),男, 32岁左右, ,毕业于东北某机械学院，甘

肃铝厂职工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受害人，狱警折磨与凌辱受害人致死后伪造现场掩盖罪

行，并骚扰死者家属。

详细情况：法轮功学员张晓东是甘肃会宁县柴门乡人,大学毕业之后在甘肃铝业公

司工作。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真善忍，于 2001年 11月 10日起被非法关押在兰州

西果园看守所 4队。此后，有关部们故意积压案件，拖之又拖，将张晓东在看守

所中非法关押 2年，而后又秘密对其判刑 6年。在这两年多关押期间里，张晓东受

到了折磨与凌辱。2年中，看守所拒绝张晓东家人探望他。在 2003年 10月
24日，被西果园看守所狱警活活打死。当天下午 5时通知家属，家属到达时发现

他们已经伪造了现场。张晓东在当天下午 7点被迫害致死，年仅 32岁。张晓东家

里现有 70多岁的老母。张晓东的家人面对亲人惨死，含屈受冤，通过兰州市检察

院将西果园看守所告上法庭。西果园看守所对张晓东的家人肆意骚扰。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29/63575.html
http://big5.yuanming.net/articles/200205/7989.html#chinanews-12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1/14/44077.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222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万贵福,男，57岁，家住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杨家桥机车厂

四区家属院 11栋,，兰州机车厂高级工程师 (迫害致死)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4队队长吕军,甘肃省劳改医院，

正林食品公司董事长林垦

基本犯罪事实：奴役和暴打致法轮功学员万贵福死亡。怂恿指使 9号室的犯人万

贵福，暴力强迫完成超强度劳动定额，从受害人身上榨取利润。

详细情况::::法轮功学员万贵福在 4月底被非法关进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

是同已被西果园看守所迫害致死的刘兰香一块被抓的。期间遭受严重迫害，在绝

张林林 狱警

孙晓玲 狱警

田×× 狱警

李慧 狱警

孙宏斌、、 十队主管队长

刘宏 十队原主管队长

关小满 狱警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29/63575.html
http://big5.yuanming.net/articles/200205/7989.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1/14/44077.html


食抗议期间，4队队长吕军暗示 9号室的犯人毒打万贵福致腹部严重受伤。2001年
12月 20日被送进兰州大沙坪劳改医院 3天后死亡，医生从万贵福的腹中抽出了许

多腹液，是被暴徒毒打所致。在非法关押期间，看守所强逼法轮功学员万贵福和其

他犯人一样每天超强度劳动 20小时左右，用嘴磕一种大板瓜子，然后再用手剥去

瓜子皮，取出里面的瓜子仁。万贵福因年龄大不能完成每天的任务，在看守所警察

的默许甚至授意下，号室的犯人经常疯狂地毒打他。磕、剥瓜子已使老人双唇肿

烂、两手指甲脱落，手指流血流脓，每天吃不好睡不成，干着繁重的体力活，还要

遭受毒打，这种非人的折磨一天都没有停止，直到原本身体健康的老人被摧残得

再也站不起来。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wanguifu0102_2002.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3/22480.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0/9/6/2308.html

案例 333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凤云,女 (迫害致死)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14队
基本犯罪事实：毒打、折磨性野蛮灌食致法轮功学员张凤云死亡。

详细情况：约在 2001年初,，法轮功学员张凤云被非法关押在兰州西果园看守所

14队，因抗议非法关押，于 7月 28日开始绝食。绝食期间遭狱警毒打。绝食 12
天时被插胃管灌食。据 8月 8日最后见到她的证人说，(当时)她已经非常虚弱，生

命垂危。8月 10日，张凤云的家人接到公安的死亡通知。张凤云死后，看守所封

锁一切消息，停止一切户外活动，甚至开饭都是一个一个号室开。但噩耗还是迅速

由 14队传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19/1500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9/14/16539.html#chinanews0914-2

案例 444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兰香，甘肃省民勤县人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兰州市公安局

基本犯罪事实：施酷刑折磨致刘兰香死亡

详细情况：2001年 4月 3日，刘兰香被兰州七里河分局警察非法抓捕， 4月 4日
被关到西果园看守所，市公安局认为刘兰香很可能知道兰州及周边地区越来越多的

有关法轮功真相资料的来源，于是给西果园看守所下达了硬任务：一定要叫刘兰

香开口。对拷打了刘兰香几次都一无所获市局不满意，给西果园看守所压力加大逼

供力度。4月 9日晚刘兰香被戴上铐子吊起来打了几个小时，刘兰香还是不说，那

几个打手都打累了，睡去了，刘兰香还在那儿吊着。到第二天早上发现人早死了。

为此事西果园看守所挨了好一顿批，因为线索又断了。谁打的？不可能查到，人

早调走了，公安上上下下统一口径，严密封锁消息。狱警打死人后，不知出于何

种动机，将刘兰香的遗体转移到了位于华林山的第二看守所内。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4/15/9947.html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wanguifu0102_2002.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3/22480.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0/9/6/230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19/1500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9/14/1653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4/15/9947.html


案例 555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余友文，金吉林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所长王延辉、警察王振亚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刑 10年，虐待受害人，强迫受害人做奴工。非法给受害

人戴刑具并加戴刑具。刑具陷进肉里致手腕糜烂，浑身肿烂，不能穿衣服。

详细情况：在被非法关押期间，余友文被迫在床底下睡地铺长达 5个月，阴冷潮

湿，身染疥疮，蹲坐非常困难，还被强迫干活拣牛毛，余友文只能跪着干活。金

吉林被非法判刑 10年，他严正指责看守所不许家人探望的做法，所长王延辉和警

察王振亚给金吉林加戴脚镣，再把双手背到后面，用钢筋做的土铐子勒紧手腕铐

住，然后再把脚镣和手铐用 10公分长的 8号铁丝穿连在一起，使人蹲不下，站不

起，只能跪着或侧身肩着地，生活不能自理。金吉林被加戴刑具长达 5天，手肿

得象馒头，铐子陷进肉里，手腕糜烂，现在浑身肿烂，不能穿衣服。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15/50448.html#nbrief-05152003-6

案例 666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白贵祥，男，32岁，住甘肃省兰州市;；法轮功学员薛留彦，

男，20多岁，兰州大学本科生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七里河 XX派出所所长李希铭

（音），兰州大学

基本犯罪事实：劫持受害人到兰州西果园看守所迫害

详细情况：白贵祥于 3月 31日在兰州市西站双洞子附近发放有关法轮功真相光碟

时，被七里河 XX派出所绑架，所长李希铭（音）带着警察在当日下午抄了白贵

祥的家，并于当晚 10点多将他送至西果园看守所进行迫害。薛留彦,自 2001年春

节因不配合兰州大学对在校法轮功学员的关押迫害，一直流离失所。2002年夏

天，被非法绑架关押，至今仍在兰州西果园看守所遭受严重迫害。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24/50938.html#chinanews-05242003-3

案例 777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红梅,，女,，兰州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兰州大学有关人员

基本犯罪事实：对受害人强行堕胎,，非法绑架到兰州西果园看守所

详细情况：王红梅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于今年 6月份被送到桃树坪拘留所非法拘

留。在狱中，王红梅坚决不配合邪恶，以绝食抗议。因她怀有身孕，后被学校接

回，监视居住。最近有消息证实，王红梅被强行堕胎后，被非法关进了兰州西果园

看守所，在 14队。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22/15188.html#chinanews0822-1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15/5044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24/5093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22/15188.html


案例 888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秋香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所长陈某，15队队长孙月莲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并重伤受害人，对绝食抗议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野蛮

折磨。

详细情况：李秋香被看守所警察打成重伤。被非法关押在西果园看守所的其他法

轮功学员集体绝食抗议迫害，警察对绝食的法轮功学员采取灌食、打重扣（特别

重的脚镣），在高温天气下关闭号室，不许出号室放风等手段进一步迫害。绑架来

的法轮功学员被关在在西果园看守所 14队和 15队。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22/35361.html#chinanews20020822-7

案例 999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路玉英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安宁公安分局

基本犯罪事实：绑架还勒索钱财

详细情况：2002年 2月 5日夜间在家中遭安宁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兰

州西果园看守所。路玉英绝食近 1月抗议非法关押。2月 28日，其家属曾向公安

要人，公安向路玉英的家属勒索 2000元钱。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7/26184.html#chinanews0307-12

案例 1010101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武成，男，48岁，甘肃省泾川县罗汉洞乡农民。法轮功学

员徐建平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兰州市七里河公安分局政保科科

长席明德，七里河区土门墩派出所警察朱新山、楚建华

基本犯罪事实：绑架

详细情况：2002年 8月，张武成在兰州遭绑架，关押在兰州西果园看守所，至今

仍遭受非法迫害。徐建平于 2001年 10月 7日被非法抓捕，被劫持在兰州市第一看

守所(西果园)。2002年 6月 11日，被当众宣布释放。徐建平在归家途中，又被秘

密绑架，据悉被非法关押在华林山“洗脑班”（康复医院四楼），24小时专人监控

迫害。2月 10日下午，有 9名法轮功学员在广武门一租住屋内聚会时。七里河区

一位姓张的法轮功学员去参加聚会时，被兰州市七里河公安分局政保科科长席明

德暗中跟踪，并将一屋子的法轮功学员绑架，大笔现金被劫掠。被抓的法轮功学员

现在大都被非法关押在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据悉，七里河区土门墩派出所

警察朱新山、楚建华在附近一带也是到处绑架法轮功学员。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2/48846.html#chinanews-04222003-7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6/29/32532.html#chinanews0629-5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2/25/25613.html#chinanews0225-13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5/14329.html#chinanews08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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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111111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曹申明，男，58岁，兰州国营长风厂处级退休干部。李建

宏，女，39岁，兰州国营长风机器厂职工。吴玉英，女，55岁，，国营长风机器

厂退休职工。粟苗娟，女，43岁，兰州长新电表厂职工。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兰州国

营长风厂保卫处

基本犯罪事实：绑架到北京上访的公民

详细情况：曹申明 2000年 5月去北京上访被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拘留 15天。

2000年 11月 2日到本厂保卫处讲明真象被拘留，后被关押在兰州西果园看守所。

李建宏 2000年春节前去北京上访，在兰州火车站被抓回后，被兰州市刘家堡派出

所拘留 10天。2000年 11月 2日到本厂保卫处说明真象被拘留。现关押在兰州西

果园看守所。吴玉英春节前去北京上访，被兰州安宁分局拘留 15天，“十一”期间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警察以脸色红润为由，将其强行推进警车抓走，现关押在兰州

西果园看守所。粟苗娟 1999年十月到北京上访，在京拘留 15天，回兰州后又拘

留 15天，后又被多次拘留，置押。春节前被非法抄家，公安拿走其 1500元人民

币，无任何收据。2000年“十一”期间上京，又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绑架到

兰州市西果园看守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1/22/909.html#chinanews1122-8

案例 1212121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郑修（化名）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14队
基本犯罪事实：绑架，给受害人戴刑具，奴役法轮功学员，毒打，野蛮的折磨性

的灌盐水。

详细情况：郑修（化名）在北京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

园)14队 6号室。在这个 15平米的号室里关了 20多个人。看守所的管教唆使犯人

中的号长党美琴毒打法轮功学员，西果园看守所为了赚钱，强迫法轮功学员做奴

工，成为其生财工具。不配合的则被挂起来毒打，再不配合，西果园看守所的管

教就把全号室的犯人都挂起来，让犯人恨法轮功学员，从而更加倍地刁难、折磨法

轮功学员。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就被砸上手铐脚镣 9天，

造成的伤 40多天没有愈合。一次全体法轮功学员绝食，要求无罪释放，结果法轮

功学员被戴上背铐，7、8个打手压住一个法轮功学员进行野蛮的折磨性灌盐水。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7/21/13731.html#chinanews0721-9

案例 1313131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韩玉萍，民勤县人。谭晓荣，28岁，15队 10号，兰州大学

博士生。001号（未报姓名），38岁，15队 3号。杜兰萍，48岁，15队 8号。联

翠芳，46岁，15队 8号。王晓婧，28岁，14队 5号。薛惠兰，58岁，兰通厂。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14队队长田庆平，15队狱警；七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1/22/90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7/21/13731.html


里河区土门墩派出所警察朱新山、楚建华。

基本犯罪事实：滥施酷刑，利用贩毒犯当牢头打骂法轮功学员，把十几个人挤在

不到 10平方米带牢房里（带厕所）长期关押；

详细情况：西果园看守所 14队队长田庆平（警号 011124），经常对法轮功学员施

酷刑，吊起来毒打，长期关押不让放风。让贩毒犯当牢头，牢头经常打骂法轮功

学员，并抢用法轮功学员的生活用品。田庆平为了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对法轮功

学员无所不用其极。在高温酷暑的季节，狱警故意克扣用水。十几个人挤在不到

10平方米的牢房里（带厕所），天气闷热，臭气熏天。长期关押，没有衣服更

换，身上、头上生满了虱子。田庆平因卖力迫害法轮功学员而快要被提升为所长

了。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5/14329.html#chinanews0805-5

案例 1414141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肖彦红，女，37岁，甘肃省妇幼保健院护士。毛亚萍女，兰

州电机厂职工。杜维恩，男，72岁。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韩家河学习班校长丁生潮、甘

军，办公电话（0931）2990184
基本犯罪事实：绑架

详细情况：肖彦红因坚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劳教 1年，超期关押后仍不释放，被

送往七里河转化班“洗脑”。因肖彦红将自己在平安台劳教期间被迫害的内幕及坚

持修炼法轮功的声明在明慧网上用真实姓名地址公布，被七里河公安分局于 3月初

又绑架到西果园看守所迫害。法轮功学员杜维恩、毛亚萍同时与肖彦红一道被绑

架到西果园看守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23/11369.html

案例 1515151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汪彩霞，女，32岁，兰州市城关区人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
基本犯罪事实：诱骗，绑架

详细情况：2000年 12月上京抱着 2岁多的女儿在天安门派出所遭警察殴打、恐

吓。2001年 4月 18日在兰州无故被抓，现被关押于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
警察从汪彩霞身上搜出手机拿来自己使用，积欠了大量的电话费。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23/11369.htm

案例 1616161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姓名略）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14队姓队长田庆平，孙队长，打手：党美琴、陈爱兰、李华

等。

基本犯罪事实：绑架，野蛮灌食致受害人吐血，暴力强迫受害人写脱离信仰的“保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5/1432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23/1136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23/11369.htm


证书”，毒打受害人。

详细情况：2001年元月，法轮功学员因上访被北京模式口派出所警察非法拘留，

派出所警察擅自对她用刑，用电棒往她大腿上、腰部、脖子上一直电，夹着暴打

以致轮功学员昏迷过去,后又被绑架到兰州市西果园第一看守所。受害人绝食抗议

迫害，在 14队姓田的队长的指使下，每天都要被十几个打手把她压在地上野蛮灌

食，以致吐血。西果园看守所的警察暴力强迫法轮功学员写脱离信仰的“保证

书”，有个 14队 6号室法轮功学员被警察抓住头发往墙上碰，打耳光，用拳头往腰

打，当时直打得她站都站不住。14队姓孙的队长曾对这位被非法关押在 14队 6号
室法轮功学员打耳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7/13/33259.html

案例 1717171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姓名略，女，28岁，四川籍）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七里河分局警察：魏东、马 X山

（中间字不详）、杨兴春、傅金蒲

基本犯罪事实：

详细情况：2001年 3月 22日在回住处的路上被七里河分局配合市局一处非法抓

捕，23日送往西果园看守所。3月 30日警察再次把她从西果园看守所带到七里河

分局非法用刑，用暴力逼迫受害人放弃信仰。在此期间用刑 2次分别长达 1小时，

用刑方法极其恶毒，警察把该法轮功学员的手背在身后反铐在暖气管上，让其蹲

下。手铐嵌到肉里，手腕起泡，脚面因带镣时间过长起泡、肿胀、流脓，还不让睡

觉，用辱骂、诱骗、下流行为折磨她。但该法轮功学员仍不放弃信仰。于 3月 31
日，七里河分局警察企图强迫受害人承认强加的罪名不遂，只好再次把该法轮功学

员押回西果园看守所。那时，该法轮功学员已被折磨得非常虚弱。该法轮功学员

现关押在西果园看守所 14队 10号室。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23/11369.htm

案例 1818181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姓名略，女，19岁，甘肃省张掖师专中文系学生）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14队队长田庆平（警号 011124）
基本犯罪事实：绑架，滥施刑罚致受害人身体受到严重伤害，强制做奴工

详细情况：受害人曾因炼法轮功被迫退学，于 4月 1日在回住处时被七里河分局

非法抓捕。期间非法给该法轮功学员强行带上铐镣，晚上把她反铐在暖气管上吊

起来，铐得过紧，嵌在肉里，手脚麻木、肿胀，不让睡觉，毒打其头部、脸部、腿

部。绑架到西果园看守所后，受害人被强制做奴工，还让其他的在押人员监视该

受害人的行为。这里的队长 14队队长田庆平（警号 011124），故意找借口辱骂法

轮功学员，语言不堪入耳。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23/113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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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919191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姓名略，女，43岁，兰州市安宁堡红衣村人）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 14队，天地派出所警察，大兴县

看守所

基本犯罪事实：绑架、关押兼敲诈勒索；

详细情况：2000年 12月 29日在北京天安广场被公安抓到天地派出所，期间，警

察用警棍毒打她的头部，打破了十几公分长的口子，流血不止。警察为掩盖事

实，强行让她戴一个大帽子，不戴就辱骂她，后又把她转送到大兴县看守所，一床

被子骗了她 180元。在从大兴县往驻京办转押时逼她出车费 140元，来接她的公

安去北京的车费 220元也让她付。回兰州后，在安宁公安分局又被索取了 180元的

看押费，现被押于西果园看守所 14队 10号室。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23/11369.htm

案例 2020202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姓名略，女，62岁，兰州市羽毛厂退休职工）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 14队，天地派出所警察，大兴县

看守所

基本犯罪事实：绑架、关押兼敲诈勒索；

详细情况：4月 12日在给被韩家河“学习班”非法关押的学员送生活用品时被七里

河公安非法抓捕，关押在西果园看守所。期间警察用欺骗、诱惑的方式审问该学

员，企图套出其他学员的情况，但没有得逞。她被关在 14队 10号。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23/11369.htm

案例 2121212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姓名略，女，甘肃永登县人）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 14队，天地派出所警察，大兴县

看守所

基本犯罪事实：绑架、关押兼敲诈勒索；

详细情况：2001年 1月 1日中午在天安门广场被非法抓捕，被转送顺义县某派出

所，因不说姓名、地址，在 2日被狱警强迫脱去外衣，赤脚站在露天，双手背铐

用绳子吊在篮球架上 6个多小时。3日被双手背铐用电警棍击打背部、面部、口。

回到本地后，本地公安骗说讲出姓名只拘留 15天，实际却送到西果园看守所非法

关押至今。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23/11369.htm

案例 2222222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姓名略，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23/113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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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犯罪事实：诱骗，绑架

详细情况：2001年 1月 11日被兰州华林山派出所公安以询问为由骗至派出所，然

后送西果园看守所至今。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23/11369.htm

案例 2323232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姓名略，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14队队长田庆平，看守所专管手印

的男队长，七里河分局杨某

基本犯罪事实：诱骗，绑架，摧残性的野蛮灌食致受害人满脸伤痕，鼻饲致鼻流

血不止；看守所唆使号长党美琴毒打受害人

详细情况：2001年元月 19日凌晨 1时 30分七里河分局杨某将受害人骗至七里河

分局，非法关押 2天 2夜，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睡觉。2001元月 20日早

10点半转送西果园看守所。绝食抗议迫害 19天期间，被野蛮灌食 10多次，警察

用手捏脸、鼻，脸部伤痕至今尚未痊愈，鼻饲 7、8次，流血不止。队长田庆平

（警号 011124）唆使号长党美琴毒打了她 2次。受害人提审时被强制按手印，因

不按，遭专管手印的男队长毒打，并命令几个大手用力掰指甲，大拇指甲被折

断。在西果园被警察煽耳光、踢，挨打是家常便饭。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23/11369.htm

案例 2424242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蒋春斌，男，33岁，兰州市榆中县人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14队队长田庆平，看守所专管手印

的男队长，七里河分局杨某

基本犯罪事实：绑架，戴脚镣手铐，前穿、后穿等酷刑

详细情况：2002年 5月蒋春斌被绑架，关押在兰州第一看守所里。由于坚持修炼

大法，2003年 9月至 10月及 2004年 1月期间，共 3次被戴脚镣手铐，并遭前

穿、后穿等酷刑，每次 15天左右，身体受到严重摧残。被非法判刑 9年，送往兰

州监狱。由于生命垂危，当时，兰州监狱拒收，后来，看守所狱警采用不正常的

手段，使兰州监狱同意接收。

案例 2525252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孙宏斌、刘宏、关小满

基本犯罪事实：绑架，戴脚镣手铐，前穿、后穿等酷刑，指使在押犯罪嫌疑人从

精神和身体上摧残迫害法轮功学员，折磨性灌食

详细情况：孙宏斌，男，33岁，西果园十队主管队长。此人紧随江氏集团疯狂迫

害法轮功学员，经常给法轮功学员戴脚镣手铐，指使在押犯罪嫌疑人从精神和身

体上摧残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宏，男，60岁，西果园十队原队长，2004年元月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23/11369.htm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5/23/11369.htm


休。此人紧随江氏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他经常打法轮功学员，对绝食的法

轮功学员采用残酷的灌食方法迫害，他把胶管插入食道来回抽动，有时长达 30分
钟或更长时间，引起鼻腔、食道流血、发炎等。关小满，男，此人紧随江氏集团

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他利用给法轮功学员看病、灌食等手段残酷折磨法轮功

学员。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21/7050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9/46879p.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2626262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甲、张丽慧、张凤云、刘兰香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兰州市第一看守所狱警张林林、孙晓玲、田××、李慧，魏东

（市公安处警察），犯人王香莲、党麦琴，号长秦雯

基本犯罪事实：绑架，戴脚镣手铐，前穿、后穿等酷刑，指使在押犯罪嫌疑人从

精神和身体上摧残迫害法轮功学员，折磨性灌食

详细情况：2000年 10月，甲到北京和平上访，在天安门广场，只因一句“法轮大

法好”甲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北京警察毒打，回到兰州，又被非法关押在兰州桃树坪

看守所 15天。

2000年 12月，抱着年仅 2岁的女儿，甲又一次走上了艰难的上访之路，告诉世人

“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在天安门广场，身体强壮的便衣、警察，疯子

一般毒打着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打破了头，有的被打断了胳膊。

2001年 4月 18日，流离失所的甲和同修在街上被兰州市公安一处警察绑架，在无

任何罪名的情况下，他们不顾甲年幼的孩子需要母亲照顾，将甲非法关押在兰州

西果园第一看守所。

看守所当时正强迫犯人剥嗑正林厂的瓜子，谋取暴利，管教指使牢头强迫她们嗑瓜

子，并禁止她们炼功。法轮功学员们声明修大法无罪，法轮功学员们不是犯人，法

轮功学员绝食抵制迫害，绝食第三天，警察张林林、孙晓玲指使犯人王香莲、党麦

琴等，由号长秦雯带着 7、8个犯人，关起号室门，法轮功学员被犯人抓住摔倒在

地，压住四肢，打脸、捏住鼻子，卡住腮帮，用铁匙撬开嘴，强行灌食，法轮功学

员被折磨的几乎窒息，腮帮里被捣烂。第二天放风时，法轮功学员脸上被打的青一

块、紫一块。一次，一学员被送劳教，她们在大院内抵制无理迫害，法轮功学员张

丽慧被砸手铐脚链达 10天之久，无法正常吃饭、睡觉、上厕所，警察田××在法轮

功学员们的一致抗议下，才去掉了她的砸铐，张丽慧手腕和脚腕上的血印几个月后

仍清晰可见。

7月底，法轮功学员们绝食抗议无期限非法关押。警察李慧指使犯人王香莲、党麦

琴等同看守所卫生员，在院子里用浓盐水对甲和其他两学员插胃管迫害，甲被折磨

的奄奄一息。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21/7050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9/46879p.html


8月 10日，市公安处警察魏东在勒索甲父亲 2000元后才放人，而绑架甲时，身上

带的 500多元钱、小灵通、手表等物全被抢走。

甲从西果园看守所出来的第二天，同队的西固法轮功学员张凤云被警察张林林、犯

人王香莲等活活折磨而死。在 4月初，民勤县的法轮功学员刘兰香也是在西果园看

守所被活活打死。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1/73614.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1/736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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