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关山劳动教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

的基本犯罪事实

1999年 7月 - 2005年 3月 31日

辽宁省关山劳动教养院院长高雷、纪检书记王××、管理科长宋铁、教育科长田宝

君、医生张帆。办公室电话：（0410）5700803；院长室电话：（0410）
5700441；纪检书记室：（0410）5700245；辽宁省关山劳动教养院位于辽宁省铁岭

市昌图县，地处荒山野岭，曾经是劳改队作苦役的地方，送去的人户口都是被注

销的，从此社会上这个人的名字就彻底消失了。教养院有数个外役点：马重砖厂

（二大队外役点）、铁岭三台子石场（五大队外役点）、温庄子砖厂（6大队外役

点）。按照辽宁省全省劳教所的惯例：在本地的男子劳教所所谓的“反对劳动改造”
或“难以教育感化的”的人一律送往关山教养院。按人头算，接收每个人，关山教

养院都会支付几百元（500至 800元）不等，这似乎只有在奴隶社会发生的买卖人

口的肮脏事例已成为辽宁省劳教所迫害人权的一个缩影。

在辽宁关山教养院，超强度的苦役是家常便饭，其中以采石场的苦役最为残酷。劳

教期满离开的人，很少是健康地离开， “一放风，一院子缺胳膊少腿，都是在石场

装车致残的”。对于这些活着离开的人只能心里暗自庆幸自己还能留着一条命。关

山教养院一年有一定的死亡名额，打死几个人根本就不在乎。在关山教养院有一

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有钱就放人，曾有一个被劳教三年的人要找院长，说自己有

钱，院长随口就说了一句：“拿十万元就放人”，没想到过几天，这人家属真送来

了十万元，院长当即放人。在这里从来没有什么法律，从来也没有什么执法者的良

知。在各地教养院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无计可施后，一些始终坚定的法轮功学员

便被送到关山教养院遭受迫害。这是辽宁省“610”组织和省司法厅有组织、有计划

地将坚定的法轮功学员送到关山教养院这个纳粹集中营来进行残酷的迫害。关山

教养院地处偏僻，其罪恶很少被外人所知。据证实，至少四名法轮功被迫害致死。

他们是：王哲浩、陈勇和李效元。以下是关山教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分案例。

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遗像

主要犯罪人员：

高雷（院长）、王××（纪检书记）、宋铁（管理科长）、田宝君（教育科长）、

高启龙（一中队中队长）、张帆（医生）、吴占军（二中队队长）、石飞（二中队

副队长）、陈某（内勤干警）、田某（七大队的大队长）

王哲浩 陈勇 曹玉强



案例 111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孙志远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关山教养院院方、吴 xx（中队长）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强迫劳动、生活虐待

详细情况：2003年 7月初，关山教养院院方把非法判劳教的 20名左右的法轮功学

员转移到了尚未竣工的新地址。然后强迫法轮功学员进行挖沟，填平操场等劳

动。其实在五月份的防“非典”期间，院方就采取欺上瞒下的方法，不顾有关规定，

强迫法轮功学员干加工工艺品的劳动。法轮功学员们转移到新院址后，曾经早 6
点就被强迫出工，也曾干活干到晚 10点。9月 26日，不顾下着瓢泼大雨，关山教

养院警察让法轮功学员们冒雨干活。就这样，一个姓吴的中队长还不满，说：“把
他们(法轮功学员)送到大队锻炼几个月就会干活了。”关山教养院各大队就是人间

地狱。警察们天天喝酒，赌博，看黄色录像。还让劳教人员给放哨，一旦发现院方

检查就要报告他们。法轮功学员吃的馒头时常半生不熟，造成学员经常拉肚子。

并因所谓上厕所要报告的规定，造成好几名法轮功学员把大便拉到了裤子里。晚上

警察们赌博玩饿了就找劳教人员要吃的，劳教人员没有时，就要法轮功学员的。 9
月 17日，一名姓辛的法轮功学员被一姓韩的犯人打得鼻青脸肿，他们却不闻不

问。9月 18日，又找借口把法轮功学员孙志远押入小号加重迫害。
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0/23/59343p.html

案例 222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姜俊松、毛永刚、赵永生、王林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关山教养院田某（七大队的大队长）、吴某（七大队中队

长）、杨冬（劳教人员）、陈洪彬（劳教人员）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电棍捅嘴 小号冰冻 打人者受奖、“洗脑”迫害

详细情况： 2001年 8月 9日，大连市教养院把 20名坚定的法轮功学员送到了省

关山教养院。12月 5日，又送去了 12名法轮功学员。 2001年 12月 24日，法轮

功学员姜俊松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传抄经文时被犯人郑和告密（郑和后因偷吃法轮功

学员的东西及打骂法轮功学员遭到过处理），一大队警察要姜俊松承认传抄经文

做错了，遭到姜俊松的拒绝。恼羞成怒的警察就用电棍电他。姜俊松高喊：“法轮

大法好。”警察竟把电棍捅进了他的嘴里，造成姜俊松嘴部高高肿起。在电了他半

个小时左右后，警察将他投入小号。姜俊松在小号一共被关了半个月。其间他被背

铐在暖气上。白天不顾当时已零下 20多度，还把小号的门打开冻他。 2002年 4
月 7日，在收看的电视中有诬蔑大法的内容，法轮功学员毛永刚表示不想看，遭到

了在场负责看管的劳教人员的打骂。当法轮功学员赵永生、姜俊松责问他为什么

打人时，也遭到了打骂。之后七大队的大队长田某和中队长吴某不但没处理打人的

人，倒把赵永生和姜俊松投入了小号，脱去外衣，只让穿贴身衣裤背铐在暖气管

上（当时晚上的气温只有零度左右），并让负责看管的劳教人员念诬蔑大法的书强

迫他们听。晚上警察还让看管的人看着不让睡觉。赵永生第二天放回，姜俊松又

被折磨了半个月。负责管理小号的狱警余力（音）经常晚上喝的醉醺醺的回来，然

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0/23/59343p.html


后对姜俊松骂道：“打你没商量。”并对负责看管的劳教人员说：“收拾他，出了事

我扛着。” 2002年 6月中旬，法轮功学员王林被劳教人员杨冬、陈洪彬长期的打

骂，杨冬还毫无人性地往昏迷的王林嘴里吐唾沫。警察对打人者还减期。杨冬经常

找茬陷害法轮功学员，他曾经把玻璃碎片放在法轮功学员被褥下面，用来诬陷法

轮功学员企图自杀，并以此向队长邀功。而陈洪彬则暗地里帮着他出主意。他们的

所作所为连不少有善念的劳教人员都很反感。
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6/55214p.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8/17/39215.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333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陈勇、王 xx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关山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电棍捅嘴 小号冰冻 打人者受奖、“洗脑”迫害

详细情况： 2002年 2月大连法轮功学员陈勇在关山教养院遭酷刑被迫害致死。如

今沈阳张士劳教所将几名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劫持到关山教养院（采石场），警察叫

嚣“不死都送不回来”，可见连这些警察心里都十分清楚，去了关山教养院如同进

了纳粹集中营。其中一个 30多岁王 XX说：“我岁数最小，也没赶上战争年代，

就在电影中看到日本侵略者用皮鞭打咱中国人，强迫他们干苦役、修炮楼，但我到

了关山教养院才知道这里比电影里演的还恐怖，这里真是人间地狱啊！”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11/11/39412p.html

案例 444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朱晓非（大连法轮功学员）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关山教养院、叶强（旅顺口区市场派出所狱警）、吴占军

（队长）、陈明瑞（狱警）、田国军（大队长）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用翻斗车运石头，每车载重一吨，每天要运 120车、

电棍电击全身、关进小号

详细情况：大连市旅顺口区的法轮功学员朱晓非曾几次进京上访而被非法关押，

由于坚强不屈，被所在单位旅顺 4810厂开除厂籍，并扣发全年工资和奖金。两次

的非法拘留共被敲诈 800多元。旅顺口区市场派出所警察叶强又以谈心为幌子把他

骗到派出所非法关押，进行逼供。逼他站马步，脖子勒麻绳，两手分开铐成十字

型，用电棍击身体。朱晓非被用刑后，一直绝食，一周后，在舆论的压力下，警察

才不得不把人放回来。这样的非法关押共进行过 2次，但他们还不罢休，2001年
11月 26日警察不敢去家里抓人，他们竟到朱晓非打工的地方将人强行绑走。朱晓

非被绑架后被送到大连劳动教养院进行迫害，警察对外封闭消息，不让亲友探

视。这里非法关押很多高学历法轮功学员。由于他们坚强不屈，警察们让犯人每人

看管 6至 10名法轮功学员，让犯人用警棍电击学员，每天一捆警棍，有时充电都

跟不上趟。对“顽固不化”者秘密发走。外界曾一度不知其下落。最近得知他们被秘

密送到辽宁昌图关山劳教所的采石厂做苦役，用翻斗车运石头，每车载重一吨，

每天要运 120车，这对于这些学者和体重刚过百斤的朱晓非来说，其劳动强度可想

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6/55214p.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8/17/39215.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11/11/39412p.html


而知。与他一起被非法劳教罚做苦役的还有大连造船厂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有的

是大学生，有的是研究生，共有 27人，是 2002年 2月 4日发送的一批。

2003年 10月 16日，关山教养院在为新楼建成举行仪式之时，为了迎接省、市、

县各界人士参观检查，强迫所有被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穿上劳教服。大连法轮功学

员朱晓非认为我们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没有犯法，不是犯人，而拒绝配合穿劳

教服，招致被警察打耳光、电棍电击全身，并关进小号。18日早因朱晓非写了不

穿劳教服的声明，被中队长吴占军殴打，毒打完后并把朱晓非送进小号，衣服扒

光，双手背铐在墙上。吴占军又指使警察李铁华、陈金全（昌图人）不断毒打朱

晓非持续一天一夜到 19日早，直至朱晓非不醒人事，休克、血压全无后才被送县

医院。经一天时间的抢救，到晚上才苏醒，后又被转送四平市医院救治。教养院

因怕承担责任，才通知家人来接人。

关山教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其它部分邪恶行径：

1.任意对法轮功学员使用电棍电击殴打。例如警察陈明瑞等经常使用电棍迫害法轮

功学员，有 1名普兰店法轮功学员被陈明瑞把两耳后的皮肤电击至焦糊。

2.警察用减期为诱饵，指使普教毒打法轮功学员。凡是去小号看管法轮功学员的普

教，看管一天减期一天，打得越凶减得越多。警察中队长吴占军还告诉普教：“如
果有哪个法轮功学员××（脏话，不服气的意思），你们拉出去就打。”
3.被关进小号的法轮功学员都是被扒光衣服（只留一个短裤），双手背铐墙上，把

门窗打开冻着，天越冷越这样做。

4.教养院利用普教看管法轮功学员。他们采取一个或两个普教看管一名法轮功学

员，形成分队，并设一个普教当带队的总管。众所周知，普教是由打架、偷盗、流

氓、吸毒等人员组成，让他们来管理、看守，能干出什么好事来。有的普教抓苍

蝇放进睡熟的法轮功学员嘴里，平时拿法轮功学员开心取乐、无理辱骂、拳打脚

踢，警察看到了不但不管，甚至有的队长还告诉普教：“如果看到殴打法轮功学

员，要上去帮着打。”
另外，卖力参与殴打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还有大队长田国军。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13/62444.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6/13/31661p.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6/20/23297.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555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秋霞、冯刚、孔庆春、王志勇、刘洪友、王悦、刘长海、

徐俊、滕仁民、陈咏、郭居峰、、孙致远、曲飞、王创、尹宝君、徐刚、良庆

胜、王尚杰、张成君、刘仁秋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关山教养院高雷(院长)、王 x（书记）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手铐、电棍、关“小号”折磨、殴打、不给吃饱

详细情况：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13/62444.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6/13/31661p.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6/20/23297.html


一、大连市教养院将 20202020名法轮功学员转移至关山教养院

2001年 8月 9日上午 8时，大连市教养院门前，20位被背铐的法轮功学员被从小

号、严管、专管、新收、各大队带出，由 2个劳教犯人押 1名法轮功学员，２０

余名队长着装待命，旁边停着一大客车，另外 25名劳教犯人也被背铐，与法轮功

学员分成两边站好。60余人坐入客车，前轿车开道，后小货车（装行李）压后，

驶出大连。这 20位法轮功学员的名字是：冯刚、孔庆春、王志勇、刘洪友、王

悦、刘长海、徐俊、滕仁民、陈咏、郭居峰、曹玉强、孙致远、曲飞、王创、尹宝

君、徐刚、良庆胜、王尚杰、张成君、刘仁秋。平均年龄３０余岁，其中有大学

生、银行职员、政府干部、商人、大学教师、医生等。汽车上高速，过沈阳，直

奔辽宁省关山教养院。关山教养院，在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是与马三家一样血腥

恐怖的省劳教所。

二、关山集中营印象

6个小时后，汽车驶入一个经济落后的小城镇。又经过很长时间的颠簸，来到了一

处破败的地方，这里没有高楼，恶劣的道路，高低不平。这里就是曾经的劳改队，

地处荒山野岭，远离闹市，与世隔绝的关山教养院。这里收留了各教养院的“反改

造”人员，在劳教犯人心里，这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地狱”。曾有劳教犯人说： “关
山子打死人和死个猪一样，卷个席子就抬走了。”生命在这里没有保障，廉价无

比。解教的人说：“能活着出关山是万幸的。”大院内荒草丛生，毫无生息，一人

高的野草加上破旧的 4层楼，让人倍觉凄凉。这里打死人是常事，以前的劳教犯人

讲，“一放风，一院子缺胳膊少腿，都是在石场装车致残的”。 8月 9日，20位法

轮功学员被劫持到此遭受迫害。

三、有计划的暴力迫害

8月 11日，入关山的第三天晚上，法轮功学员冯刚、孔庆春、王志勇、刘洪友、

尹宝君、曲飞、王创、孙致远、刘仁秋、良庆胜打坐，立掌，发正念（晚 9点）。

第二天 20名劳教犯人闯入室内，两人一个，强制隔离。另 10位法轮功学员王悦等

绝食声援同修。15日晚，绝食的法轮功学员也被强制隔离。凌晨 3点郭居峰最后

被解除背铐，进食条件是拒绝暴力；冯刚、孔庆春仍坚持绝食抗议；另 8人进食但

仍坚持集体炼功，发正念。终于，18日早 4点，警车鸣笛开入大院，将冯刚等 10
名法轮功学员带上背铐，两个劳教犯人押一个，孙致远头被撞，满头鲜血。劳教犯

人都是突然接命令行动，包括法轮功学员都是只穿一个三角裤头。另 10位法轮功

学员中，张成君，曹玉强，徐刚，郭居峰也被陆续带出，强行按着跪在地上，书记

王 X说：“为了消消你们的威风，将你们送入各大队。”

8点到达马重砖厂（二大队外役点），低矮的简易房，房上警察，房下警察，戒备

森严。此站，法轮功学员冯刚、孔庆春，尹宝君、孙致远下车。车又上高速，10
点来到铁岭三台子石场（五大队外役点）。此站，法轮功学员良庆胜、郭居峰下

车。车又来到温庄子砖厂（6大队外役点）。此站，其余的法轮功学员全部下车，

张成君，曹玉强走在前面。一下子，劳教犯人以及在场的其他人员、群众的目光



全聚过来，院长高雷发令：“跪下!”法轮功学员张成君、曹玉强奋力反抗，无理的

命令失败了。后二人留在温庄子，其余返回大院。

在三台子石场，法轮功学员良庆胜、郭居峰两人被单手戴手铐，由两名劳教犯人看

守。警察开始昼夜 24小时施压，强迫背劳教守则。法轮功学员郭居峰坚决不背。

期间，院里、大队狱警、劳教犯人的威胁、电棍不断。后法轮功学员良庆胜被带回

大院，法轮功学员郭居峰被留下，在这阴暗、潮湿的地方度过了 5个月。法轮功学

员郭居峰向他们讲清真相。三个月后，在他强烈要求下，于 11月 27日被解除戒

具，前后共 100天。

四、法轮功学员用正念正视迫害他们的人

在关山子，法轮功学员们遭到了警察及犯人的残酷折磨，但他们没有因此而屈服。

他们从正面提出炼功，到拒绝干活，拒绝走操，拒绝“学习”带有抨击大法的

段落，拒绝戴戒具，拒绝暴力，拒绝回专管队等等。法轮功学员们以直言不讳的

勇敢和百折不挠的真诚证实着法。

1.1.1.1.2001年 10月，法轮功学员尹宝君第二次被关“小号”折磨，第一次因不走操被押

“小号”二天，第二次拒绝干活后，送八小号，打背铐共 20余天。有一天院长高雷

视察，正遇看护他的劳教犯人给他穿毛衣，大怒，强行将法轮功学员尹宝君的衣服

扒得一丝不挂，冻了一个晚上。当时正值入冬，天寒地冻。

2.2.2.2.2001年 11月期间，法轮功学员孔庆春被送“小号”7天、徐刚 2天、王志勇

25天、刘洪友 30天、被关在“严管队”的法轮功学员曹玉强被关小号 8天；刘仁秋

被关小号 2天；法轮功学员王志勇被警察电了一个下午，一声未吭，坚强不屈；刘

洪友在小号被 3个警察毒打；王志勇、刘洪友提出严惩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的

劳教犯人，后该劳教犯人却被提前释放，离开了专管队。

3.3.3.3.2001年 10月，关山子二大队马重砖厂，二大队外役点，法轮功学员孙庆春、冯

刚、孙致远、尹宝君共同提出必须在上岗之前将手铐解除，后在“小号”被解除戒

具。

4.4.4.4.2002年 1月 11日，法轮功学员郭居峰因炼功被送入“小号”，被背铐 14天后转为

单铐（单铐即将手铐一端铐手上，一端铐在墙上的铁环上）。一天二顿饭，一顿

一个窝头，两个劳教犯人 24小时轮流看护，早 7点，晚 7点换岗。这期间，警察

将他妈妈、姐姐从黑龙江找来，企图利用亲情，换取他的“遵守院规，不炼功”的
保证，都被他回绝了。在“小号”一个月后，被送入一大队（劳教犯人大队）。2月
19日，警察以走操作为迫害手段，郭居峰不走，又被送入“小号”。此时小号里另

一法轮功学员尹宝君已在里面 20多天了。关山子开先河，大年三十也押人。

5.5.5.5.2002年 2月 19日放风时由于警察队长叫法轮功学员曹玉强把手从兜里拿出来，

他不配合后遭毒打，田队长对其锁喉，4个警察将其打倒在他，脚踩头，他一下从

地上站起，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用目光直视田队长。不法人员胆怯

了，将其送回。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5/18/30411.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5/28/22527.html English version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2/6/66767.html#chinanews-20040206-18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5/18/30411.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5/28/2252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2/6/66767.html


案例 6666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辛某（大连开发区公安局副局长）、苗某（副处长）、赵谦

（副主任）、李成功（黄海路派出所警察）、周家同（东山社区原主任）、刘ｘ

ｘ（队长，关山教养院）、王ｘｘ（书记，关山教养院）、王军（大连教养院警

察）、李学忠（大连教养院警察）、刘勇（犯人）充当打手。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不让亲属接见，不让送东西、身上长了疥疮、迫害致

死

详细情况：法轮功学员陈勇 1999年 10月进京为法轮功和平上访，11月被带回，

在大连市开发区第三拘留所非法拘留 1个月。2000年 7月在家，被黄海路派出所

非法抓走并送到戒毒所，在被关押两个月的被迫害中仍表示坚修大法。当时一些人

因承受不住压力写下了违心的“保证书”离开那里，而陈勇坚决不写“保证”。2000
年 10月被送到大连教养院非法劳教。2001年 5月受迫害并遭酷刑，在严刑拷打下

不省人事，但仍不屈服。2001年 9月 9日陈勇等 2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押至辽宁省

昌图关山教养院，不让亲属接见，不让送东西。10月陈勇身上长了疥疮。2002年
1月 30日陈勇被迫害致死。临终前家属去时，陈勇已不清醒，且不能说话。第二

天陈勇被迫害致死。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2/17/2511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2/18/18939.html English version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3/16/26751p.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3/17/19966.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777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关山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暴力殴打、残酷的奴工、摧残人的精神和意志。

详细情况：劳教所犯人在劳教期间，警察可以以任何一个借口非法加期。往往 1
年劳教期得过 2年才勉强解除教养。如果想早点回家，只有向劳教所行贿。如果有

的人受了不白之冤或对劳教所非法行为提出抗议，当劳教所的酷刑都无法使这个

人屈服的时候，所有的这样的人就将被送往辽宁省昌图县关山教养院，送去的人户

口都是被注销的，从此社会上这个人的名字就彻底消失了，生不见人，死不见

尸。每当听到那些从关山教养院侥幸逃生的犯人谈及关山教养院，脸上无不带着一

种极其恐惧的神情。有的犯人为避免被送到关山教养院，不惜自伤自残，可就是

这样仍逃脱不了被送去的命运。我曾亲眼看见一个被打断腿的犯人由几个人架着抬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陈勇，出生于 1967年 11月 3日，34岁，于 2002年 1
月 30日被辽宁省昌图县关山教养院迫害致死。（1988年进入大连开发区农

北银行工作。1993年被评为工会积极分子、颁发荣誉证书。1995年至 1998
年连续 4年被评为单位先进工作者。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

很大。他在单位超负荷工作，一个人干几个人的工作量，受到了领导及同事

们的好评，踏踏实实地工作。）

曹玉

强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2/17/2511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2/18/18939.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3/16/26751p.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3/17/19966.html


到了送往关山教养院的警车上。被送的犯人无一例外，脸如死灰，眼神中充满了

绝望的神情。因为他们明白，到了关山教养院就等于入了鬼门关。被送者刚下

车，面对的就是由一些劳教打手组成的长形方阵，人人手提镐把，被送者连门都没

进，人人都必须遭到一顿镐把的野蛮毒打，这叫“杀威棒”。当第一次毒打结束

后，被送者的血迹还没擦干，就统统被领到监舍，他们被命令拿出所有的钱和衣

物，包括日用品，甚至连一条裤带也很难保留。当洗劫结束后，被送者又遭到第

二次野蛮的毒打。当这些被送者已感到十分绝望的时候，到了傍晚，他们每个人都

被强迫跪在地上，又遭到第三轮的毒打。有的人在当天送去的时候就被活活打死

了。余下的劫后余生的人就会变成像纳粹集中营中的那些幸存的犹太人一样，目光

呆滞、思维迟缓，象一群牲口一样每天干着令人难以承受的超重体力劳动，有的

就活活累死了，活着出去的人也是累得吐血。

据说，这种灭绝人性的暴虐是为了彻底摧毁这些“反对劳动改造”的人的意志的最好

办法，并被关山教养院的上级辽宁省司法厅默许的。那里的警察大多都由农民转

警而成，素质低劣，整天腰里别着“五四”手枪，牵着狼狗。每遇到一点点不同的声

音或抗议时，拔枪就打，毫无忌惮。因为关山教养院有一定的死亡名额，无论被

送者是怎么死的，都与警察无关。要想活命，只有一个办法：有一劳教人员在关山

教养院给家人写信，“十万火急，速寄五千元钱救命”。在关山教养院只要你拿得

出足够的钞票，今天拿出钱今天就放你走，明天拿出钱来明天就放你走。在这里不

存在法律，存在的只是暴力和金钱。为了掩饰劳教所里的真实情况，全辽宁省把

所有的敢于在劳教所提出抗议的人送到了这里。关山教养院便成了全省劳教所中的

纳粹集中营。所有不同的声音和抗议统统都被压制在这里，从肉体和精神上彻底

的摧毁。当江泽民流氓集团达不到使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意志屈服的目的时，他们便

把法轮功学员关在关山教养院这个恐怖基地里肆意残害。陈勇的被迫害致死就是

其中一例。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3/4/19445.html English version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2/26/25614p.html

案例８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效元，男，50岁左右，沈阳市法轮功学员，于 2003年 11
月 9日，在关山教养所被迫害致死。王进民、张振武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关山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从事采石、烧砖等苦役

详细情况：李效元于 2003年 11月 9日，在关山教养所被迫害致死。据了解，记

者打电话到关山教养院（410－5709610）核实李效元的情况，一男子说要记者亲自

过去一趟，就挂断电话。沈阳市一派出所的警察证实了李效元死亡的消息。李效

元因证实大法被非法教养，先关在沈阳张士教养院，后送往辽宁省关山教养院，死

前受到严刑拷打，遭到酷刑折磨。在张士教养院期间，李效元等法轮功学员也受

到了酷刑折磨。张士教养院位于沈阳市张士开发区，原关押一般劳教人员（称普

教）。1999年 7.20后，专门成立了一个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大队，主要非法关押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3/4/19445.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2/26/25614p.html


阳地区被非法判劳教的男性法轮功学员。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要在此接受所谓强制

转化。对坚定修炼的法轮功学员，教养院便采取残酷的方式进行迫害。具体方式

有：剥夺睡眠、罚站、罚蹲、暴力殴打摧残、电棍电、野蛮灌食等。李效元和其他

几名法轮功学员先在该大队遭受强制转化，因长期不向教养院人员妥协，他们被

送到普教大队，强制和普教一起从事奴工劳役。2002年 4月 25日，为抗议江泽民

打压法轮功和在张士教养院受到的迫害，李效元、王进民、张振武等六名法轮功学

员以拒穿劳教囚服（上身为黄色马甲，印有编号，下身为黄色裤子。除睡觉外，

其余时间必须穿着）、罢工等方式抗议，遭到酷刑折磨。李效元、王进民等几名法

轮功学员在四大队受到迫害，张振武等几名法轮功学员在三大队受到迫害（大队

编号为当时编号，后期有所变化）。警察用几根高压电棍长时间电击，后又以减期

为诱饵，指使几名普教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折磨。24小时戴手铐、 24小时不许睡

觉，一天内数次毒打，连续迫害多日。王进民被打得走路只能扶墙慢慢移动，上厕

所蹲不下去。后李效元、王进民、张振武等三名大法弟子被送往辽宁省关山教养

院（大概是 2002年 5月，不能肯定），辽宁省关山教养院条件极其恶劣，以前那

里的犯人从事采石、烧砖等苦役（以上情况由曾经关在那里的犯人提供，可能有

误差。现在情况不详）。2002年上半年（可能 3、4月）专门成立了迫害法轮功的

严管大队，辽宁省各地教养院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被送去迫害。大连约 20名左右法

轮功学员被第一批送去。据内部消息，2002年已有 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具体情况不详。李效元被打得遍体鳞伤，至 2003年 11月 9日警察终于把一个 46
岁身强力壮的好人迫害致死，知情者证明李效元两腿、腹部等多处受伤。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25/6329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3/6399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2/6468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11/46940p.html English verion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26/7090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27/7102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20/7274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23/72997.html

案例９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朱晓非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关山教养院刘某某（男，50多岁，队长）、王某某（男，50
多岁，书记）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昌图县关山教养院刘某某在教养院里是迫害法轮功的人。王某某在教

养院里是幕后指挥迫害法轮功的人。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勇致死的主要责任人：开

发区公安局副局长辛某、副处长苗某、副主任赵谦、黄海路派出所警察李成功、东

山社区原主任周家同、昌图教养院刘队长、王书记、大连教养院警察王军、李学

忠、犯人刘勇充当打手。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31/6369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25/6329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3/6399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2/6468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11/46940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26/7090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27/7102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20/7274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23/7299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31/63695.html


案例 1010101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进民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关山教养院、叶强（旅顺口区市场派出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殴打、不让睡觉、强迫“洗脑”等种种非人的折磨

详细情况：沈阳法轮功学员王进民 2000年 10月因进京上访被非法劳教 3年。在

沈阳张士教养院受到了殴打、不让睡觉、强迫“洗脑”等种种折磨。这些都没有改

变他对大法的正信。2002年 5月末，他因为拒绝穿劳教服又被无理加期，然后送

往辽宁省关山教养院继续迫害。 2003年 12月 24日到期后，沈阳市铁西区政法委

伙同卫工街街道办事处又秘密将王进民绑架至张士教养院“洗脑班”继续迫害。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3/63990.html

案例 1111111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任宝君、辛树仁、于博文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关山教养院高启龙（一中队中队长）、张帆（医生）、宋铁

（管理科长）、田宝君（教育科长）、水恩波（劳教犯）、何继波（劳教犯）、

吴占军（二中队队长）、李成伟（劳教犯）、王××（纪检书记）、石飞（二中队

副队长）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打骂、侮辱、从头到脚泼上凉水，再用电棍电击、关

小号、勒索钱财

详细情况：关山教养院用一名普通劳教犯看一名大法弟子，24小时不分开的方式

进行非法监管，法轮功学员在这种环境中遭受着劳教犯的打骂与侮辱。2003年 9
月 18日晚 5时许，劳教犯水恩波受中队长高启龙、医生张帆的指使，对法轮功学

员任宝君进行殴打、逼他用药，法轮功学员辛树仁上前劝阻，受到劳教犯何继波

的毒打，当时被打昏过去。从室内打到走廊，管理科长宋铁、教育科长田宝君看到

后，没做任何处理，这时何继波还在用鞋猛打辛树仁的脸部，直到打累了才停

手。之后辛树仁被拖进办公室，中队长高启龙，医生张帆又在办公室用电棍电击辛

树仁，叫他承认错误，辛树仁不承认，之后几天又电他几次。这时辛树仁开始绝

食。看到打人后，二中队队长吴占军把劳教犯李成伟叫到办公室说："咱中队有装

人的，抻出来就打，别惯着他们。"关山教养院就是这样重用那些好用暴力的普通

劳教犯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管理，这些劳教犯每天对法轮功学员吃、拿、卡、

要，无恶不作，就因为有警察为他们撑腰。这里的警察可以随意地用电棍电击法

轮功学员，随意地侮辱和谩骂。在这种恶劣环境中十几名法轮功学员没有一名被

“转化”的。辽宁省关山教养院，在 2001年以后，接收了两批由大连教养院送来的

四十几名大法学员，从成立七大队以来一直是一个劳教犯看守一个法轮功学员，每

天 24小时不能分开，就连半夜上厕所都寸步不离，有的个别时期还要 24小时戴手

铐，这里的法轮功学员受尽了警察和劳教犯的羞辱与折磨。2003年 7月，七大队

又购进了新型电脉冲电棍，同时又开始了强制劳动，为新落成的教养院挖沟。每天

早上吃的饭常有老鼠粪、昆虫等东西，一碗菜汤中就有十几只苍蝇。成立七大队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3/63990.html


的时候，就有了警察小灶，大部分伙食费都被大队警察吃掉了。当法轮功学员进办

公室的时候，叫蹲着说话，还有强迫叫跪着的。

以下就是关山教养院参与迫害的人员：

1.1.1.1.纪检书记王××××××××：法轮功学员辛树仁在 2002年 10月间因抵制教养院对法轮功学

员的迫害，被关进小号。在被关期间，王书记亲自去小号叫劳教犯剥去辛树仁的全

部衣服，从头到脚泼上凉水，再用电棍电击，把 50几岁的残疾人辛树仁折磨得死

去活来，之后不准穿衣服，将门窗全部打开，叫劳教犯向辛树仁身上泼冷水，逼他

转化、认错。

2.2.2.2.管理科长宋铁：2003年 7月末法轮功学员于博文接见时，家属带来的食品、生

活用品被宋铁全部扣下，部分食品被警察吃掉，物品被用，余下的东西被挖坑埋

掉了，于博文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3.3.3.3.教育科长田宝君：经常和全大队的警察在他的办公室里看黄色光盘，喝酒、赌博

流氓成性，因和法轮功学员孙志远争执几句，就把他关进小号 9天，期间叫本溪

籍劳教犯苗某对孙志远进行百般摧残。

4.内勤干警陈某：公开指使劳教犯殴打法轮功学员，每个月购物时随意加价在法轮

功学员身上，捞取大量钱财。公开对劳教犯买卖教养期，以每个月 1000元的价钱

为劳教犯减期。

5.5.5.5.一中队长高启龙：选用劳教犯当牢头、打手，随意打骂法轮功学员，劳教犯这样

去做、去干，得到很多的减期。法轮功学员辛树仁关小号期间，高启龙和张帆多

次去小号用电棍电击他。

6.6.6.6.二中队队长吴占军：纵容劳教犯对法轮功学员吃、拿、卡、要，在中队里养了

很多打手。法轮功学员姜继松因抵制迫害，被关小号期间吴占军和副中队长石飞

每天都去用电棍电击他，两手反铐在地板上，不给穿衣服，并叫打手唐树利在寒冷

的冬天向姜继松身上泼冷水。吴占军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用尽了酷刑。

7.7.7.7.二中队副队长石飞：是个没有警衔，没有文化，只会喝酒、打人、赌博的警察，

经常配合吴占军对法轮功学员用刑。

8.8.8.8.医生张帆：积极配合中队长高启龙殴打法轮功学员，强迫法轮功学员用药，从中

捞取钱财。法轮功学员辛树仁就被他强制用药，几天下来就向辛树仁的家里要去

1700多元，大部分钱揣进了张帆的腰包。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5/64932p.html

案例 111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许俊（音）、孙志远、王尚杰、刘英秋、朗庆圣（音）、刘

长海、陈勇、姜俊松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关山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用翻斗车运石头，每车载重一吨，每天要运 120车
详细情况：大连教养院警察乔威采用最残酷的手段也没有使法轮功学员屈服。他

们将他们看来最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十余人发送到了关山教养院，有许俊（音）、

孙志远、王尚杰、刘英秋、朗庆圣（音）、刘长海、陈勇、姜俊松等，当时陈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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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卧床不起，生命危在旦夕，警察为了推卸责任，由 4、5人把陈勇打发走了。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2/19/67880.html

案例 1313131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哲浩，男，27岁，大连轻工学院投资经济专业毕业，原工

作在大连化工设计院任电脑及绘图员。朱晓非、江云松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姚家看守所、高庆武（南沙派出所）、陈欣等（大连公

安一处）、关山教养院、本溪教养院（梁本春）、葫芦岛教养院（刘国华、宋元

彬、齐治平、范永杰、王永明、王大柱）

基本犯罪事实：长期反复非法关押、关进小号、强制洗脑迫害、电棍电了很长时

间、插胃管灌入大量药物及啤酒、

详细情况：

以下是根据王哲浩在临终前口述被迫害的部分经历的录音整理而成。

一、1999199919991999年 7.20-20017.20-20017.20-20017.20-2001年前的被迫害经历

王哲浩，于 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 7.20后因到北京上访，先后

3次被非法关押在大连拘留所。并于 2000年被非法劳教 1年。2001年 4月
又被非法绑架，劳教 3年，先后关押在大连教养院、关山教养院、本溪教

养院、葫芦岛教养院。其间因承受不了迫害被迫违心的写过所谓的“保证

书”。2003年 10月 19日，葫芦岛教养院警察刘国华将其关入小号迫害。

王哲浩再次绝食，由于身体虚弱，无法排尿，20多小时后，才被送入医

院，在留置胃管和导尿管情况下度过了 38天，被保外就医。王哲浩回到

大连后曾一度工作过，但一直不能正常小便。2004年 12月初出现全身浮

肿状态，腹部鼓胀。在他生命的最后一阶段，王哲浩意识时而清醒，时而

迷糊。最终于 2004年 12月 25日被迫害致死。

王哲

浩照
片

1999年 7.20刚开始镇压时，王哲浩与几个法轮功学员决定到北京上

访，为大法讨回公道。在北京被抓后送回大连在姚家看守所非法拘留

了 10天，后南沙派出所的高庆武把他领回来，当天晚上在派出所，所

长逼他写份“保证书”。没过几天，8月初他们又非法提审他，问他还炼

不炼了，王哲浩说“还炼”。他们当时就开了拘留票，声称他 “扰乱社

会秩序”，又把他送到姚家看守所。

再后来，总这样受到骚扰，单位也不能去了，王哲浩被迫辞了职，和

母亲搬到鞍山路去住，不想再被派出所骚扰。可是有一天晚上五一广

场派出所来敲门，说是找赵某某，一看王哲浩母亲不是他们要找的赵

某某，却发现了讲法及炼功带，就把他们母子绑架到五一广场派出

所。王哲浩对不法人员说，他已经被非法拘留好几次了，他们说我们

图片：

10000元
保证金收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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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1200120012001年 4444月-2001-2001-2001-2001年 12121212月大连教养院的被迫害经历

那是 2001年 4月 24日的下午，大连一处的陈欣等一帮警察突然来敲门，随后破门

而入，二话不说把王哲浩铐起来，然后就抄家。当时王哲浩质问他们有搜查

证吗？接下来，就被打了几个嘴巴，警察说“这就是搜查证”。警察把所有书、电

脑、打印机全都抄走了。把他绑架到一处。第二天早上几个警察一来就给他一顿

嘴巴。后来王哲浩又被打嘴巴，打的他满嘴是血，非要他交待。最后把他关进了看

守所 70多天。最后我决定绝食抗议，那是我第一次绝食很难受，值班队长就骗我

说我家已找人，这两天就能办出去，我信以为真，当时我确有这个幻想。果然没过

两天就来送我走，我一看是送大连教养院，劳教三年。我脑子“嗡”一下，三年

哪，太长了，我神经都要崩溃了。在大连教养院新收五大队我又绝食了两天，绝食

的滋味太难受了，很渴很饿。他们把我送到女队接受犹大的“转化”，我也不听她

们的、后来分到男子法轮功大队二班，队长是警察景殿科。第二天又把我送到四

班。后来我决定再次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和迫害，队长就把我弄到四楼严管迫害，手

脚都铐在床上，戴上拳击帽说是怕撞墙。我只绝食了两天，因我没写任何“保
证”，后来就把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 10多个人发往关山教养院，我们已是第二批

了。

三、2001200120012001年 12121212月-2002-2002-2002-2002年 4444月在关山教养院的被迫害经历

王哲浩表示，关山教养院很苦。第一个被迫害的是旅顺的朱晓非，因他不配合警察

队长，不干活，被警察用电棍电了很长时间。再后来就是江云松（音）被迫害。当

时王哲浩把背下来的关于“法办江泽民”的一些材料写下来传给其他人看，江云松

在看时被“包夹”发现报告了队长，队工就审问他谁给的，他不说。警察们就拿电棍

电江云松，那天是在晚上。当时的环境很紧张，法轮功学员们被挨个叫出去对笔

迹，也没对出来。他们就打江云松，把他关进了小号。小号特别冷，也不给他穿

大衣。好几个普教打他，踢他，让他说谁写的，谁给的。江云松很坚强，始终没

说。过了一段时间，法轮功学员们有人陆陆续续去找警察队长，把江云松营救回

来了。那时已过完元旦，江云松回来时满脸满嘴都是电击的血泡，头发里都是灰，

腿也被踢瘸了。后来这些法轮功学员们被送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大队，一直到四

月份。4月 2日，队长把王哲浩叫出去让他收拾东西，把他戴上背铐送到了本溪教

养院。

还可以把你拘留。

这样王哲浩和母亲都被非法送姚家拘留 15天，15天后又被送到戒毒

所，说要报劳教。一个月后直接把王哲浩送到了大连教养院。后经亲

属找人办保外就医，交了 10000元押金，至今未还。

在姚家看守所，王哲浩和几个法轮功学员被关在一起，其中包括后来

在大连教养院被迫害死的刘永来。王哲浩表示，几个法轮功学员都很

坚定。



四、2002200220022002年 4444月-2003-2003-2003-2003年本溪教养院的被迫害经历

本溪教养院故意营造出来一种宽松环境的假象，好使每个来这里的法轮功学员受迷

惑从而主动“转化”，这里犹大比较多一些。王哲浩被犹大架起来，硬搬着他

的手，逼迫签“转化书”。王哲浩死活不签，也不写材料。本溪教养院新收队长梁

本春（音）逼迫他穿犯人的马甲，王哲浩说啥也不穿，梁本春就指使手下的科长把

他关进了小号 20多天。小号特别冷，限制上厕所，不给水喝，只给一小块馒头，

一点汤。梁本春威胁王哲浩说，让他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王哲浩手指着他

的鼻子说：无产阶级专政就象你那么卑鄙，连水都不给喝，你简直是卑鄙无耻。

梁本春一听转身灰溜溜的走了，后来他找借口让别的队长把王哲浩从小号放出来

了。二月份过完年后，警察把王哲浩送到了葫芦岛教养院继续迫害。王哲浩被迫

害致生命垂危，警察在向家属索要押 5000元钱后，同意保外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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