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蓉蓉被害案调查报告

2005年 6月 22日

据法轮大法明慧网 2005年 6月 19日报道，2005年 6月 16日，饱受迫害之苦的沈

阳市法轮功学员高蓉蓉（女，37岁），在位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急诊室去世[1]。据明慧资料记载，高蓉蓉是在辽宁省沈阳市被迫害致死的第 54位
法轮功学员。高蓉蓉曾在沈阳龙山教养院被非法关押期间被教养院二大队副大队长

唐玉宝、队长姜兆华电击脸部 7小时毁容。该毁容照片公布后在全世界引起震

动，追查国际曾就此案发出调查通告。鉴于高蓉蓉被迫害致死是在其被迫害案情已

在全世界公布、在国际社会关注之下再次被绑架后发生的，此案突显了中共向全

人类良知挑战。追查国际现公布部分调查结果，并誓将作案嫌犯和指挥者追查到底

并最终绳之以法。

以下内容如不注明出处者系参考高蓉蓉本人申诉[2]。

一、电击毁容前的迫害

2003年 7月 8日，高蓉蓉被沈阳市和平区公安分局非法判 3年劳教，当天被送入

沈阳市龙山教养院。高蓉蓉被劫持至龙山劳教院以来，身体被迫害损伤得很

严重，肝痛，腹痛，干呕，吃不下饭，断断续续发烧，她的一只耳朵曾被二大队

副大队长唐玉宝打耳光失聪。一大队大队长岳军让劳教人员对高蓉蓉进行人格侮

辱，将她的头顶部位的头发剪成短到挨头皮。

2004年 3月 22日，高蓉蓉拒绝参加诬蔑法轮功的大会，被唐玉宝从二层铺上拖下

来，掐着脖子扭出去毒打。唐玉宝后让两名队长把高蓉蓉架到管理科铐在暖气管

上，拳脚相加，并用电棍电她的头、脸、脖子、手脚等处，多次反复电，长达半

个小时。院长李凤石进来对高蓉蓉说：“这是专制机关，手铐、电棍是干啥的？不

信治不了小小的高蓉蓉。”两天后又把她调到一大队让张士“洗脑团”对她进行“洗
脑”，加重迫害，不让睡觉，后来每天半夜 3点才让睡。在那几天中，高蓉蓉承受

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4月初，高蓉蓉被调回二大队时更加消瘦，并开始持续

发烧、咳嗽，狱警们带她去祝家镇的小医院检查身体，回来后大队长王静慧拒不让

她看化验结果，也不通知她的家人，还撒谎说检查结果一切正常。

迫害责任人：

沈阳市和平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徐晓[3]（法轮功学员判劳教由国保批准）

此期间参与指挥和直接殴打、侮辱、虐待高蓉蓉的有：

沈阳市龙山教养院



二大队副大队长唐玉宝

院长李凤石

一大队大队长岳军

二大队大队长王静慧

二大队副大队长梁真

一大队中队长段海英

目击或涉嫌参与的有：

管理科科长王学涛二大队警察王吉昌、曾小平一大队杨敏

二、电击毁容

2004年 5月 7日，二大队副大队长唐玉宝、队长姜兆华、王吉昌等把拒绝参加奴

役劳动、不写造假作业的法轮功修炼者刘金枝、孙燕、金科桂、梁淑杰、王玉、

高蓉蓉等分别叫到值班室铐在暖气管上，然后对他们大打出手，唐玉宝、姜兆华连

续电击高蓉蓉 6至 7小时，从下午 3点至晚上 9点多钟。当时高蓉蓉的面部严重毁

容，面目皆非，肿大变形，满是水泡，烧焦的皮肤与头发脓血粘在一起，面部肿胀

后眼睛只剩一条缝，嘴肿得很高、变形。当晚 9点多钟被迫从受刑现场二楼跳下，

造成多处骨折。晚上 10点高蓉蓉被院方秘密送到沈阳陆军总医院，当时高蓉蓉的

身体状况极其危险，血压低压降到 40。8日凌晨 2点转到沈阳市公安医院。直到 5
月 13日家属才知道此事。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高蓉蓉才被转到沈阳市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治疗，住五楼骨二科 0533号房间。

这次，二大队共有五名法轮功学员被电棍电击、殴打，5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金科

桂被电击毁容的程度甚至比高蓉蓉还严重，她的脸被电糊后，又被殴打，脸都被打

烂了。因为被封闭关押在教养院里，外界和她们的亲人无法看到她们被酷刑折磨的

惨状。

电击毁容的直接凶手：

二大队副大队长唐玉宝

二大队队长姜兆华

涉嫌参与的有：二大队小队长王吉昌 二大队警察腾吉良、曾小平

目击者有：一大队大队长岳军院长方金凯 管理科的警察 卫生科科长张晓秋

三、医院监控

2004年 5月 18日至 2004年 10月 5日，高蓉蓉被非法严密监控在医大一院 0533
号房间。警察不许她打电话，她所有的邮件都受到龙山教养院警察的拦截，所有

想去 0533房间探视的人必须得到沈阳市司法局长的批准才能被放行，而且 0533房
间被禁止向外面打电话，家属带给高蓉蓉的所有物品也都必须通过监控者的检



查。

从 2004年 8月 9日起，高蓉蓉开始尿血、不能咄食咄水，瘦成一副浑身带伤的骨

架，眼窝塌陷，眼皮闭不上，人已经脱相。医大的医生表示，随时有生命危险，

并一再下病危通知，但龙山教养院的上级主管部门沈阳市司法局拒不放人，声称

“有危险就让医大抢救，死了也不让回家”。

医院监控期间的犯罪嫌疑人：

龙山教养院管理科科长王学涛 管理科毕印红 二大队副大队长梁真 警察王春梅

三大队警察苏志忠

直接参与医院监控的涉案人：

沈阳市司法局劳教处副处长刘波[4] 科长史英俊

龙山教养院院长李凤石政治部主任邓杨管理科科长王学涛、李生元、姜玉波

二大队大队长王静慧中队长林桂芝队长腾吉良

一大队中队长段海英

一大队警察赵英杰、王宏龄二大队警察马再明

监控期间在医院现场参与威胁当事人、协助掩盖事实、继续进行迫害的直接涉案

人：

沈阳市司法局：副局长张宪生[5]和劳教处处长李荣琛[6] 科长姜晓兵

沈阳市委政法委：卢静臣

沈阳市“610”办公室：魏军

专案组：沈阳市政法委王慧沈阳市沈河区检察院公诉科刘革

龙山教养院卫生科科长张晓秋

沈阳市卫生局工作人员田野

部门待定李某：7月 2日下午两点多，刘革、王惠同一中年男子来到病房，说中年

男子是政法委的领导，姓李。这名政法委领导在高蓉蓉脸上揭断一块黑痂。鉴于沈

阳市政法委中并无姓李的，此人可能是省委政法委的。现在已知省委有关部门姓李

的有省委政法委书记李峰、省委“610”办公室副主任李威。

责任部门和主管：

中共中央“610”办公室

辽宁省司法厅：厅长兼党组书记张家成

辽宁省劳教管理局：局长张超英

中共沈阳市委：书记张行湘

沈阳市委政法委：书记常明副书记王书海（兼沈阳市“610”主任）、市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董开德

沈阳市“610”办公室[7]：主任王书海 副主任董开德、宋颂

沈阳市司法局：局长郑朝权 分管市局监管改造、“帮教”的副局长张宪生劳教处

处长李荣琛



四、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罗干启动国家机器再次绑架高蓉蓉并将她迫害

致死

2004年 10月 5日，多名法轮功学员成功地解救出被沈阳市龙山教养院狱警毁容的

高蓉蓉，并把其遭残害而毁容的照片公布于世。

公安部将高蓉蓉走脱事件定为“26号大案”。罗干亲自批示，从省市到县区为此层

层开会传达布置搜寻。在罗干授意下，辽宁省政法委、“610”、检察院、司法、公

安等部门联手封锁高蓉蓉的消息。

此期间，沈阳周边各市、地区的公安局和铁路、民航、油田的公安部门先后接到抓

捕高蓉蓉的指令，并收到一份落款为沈阳市司法局的“协查通报”[8]。这份“协查通

报”还下发到市区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各个信息站、房产中介、家政服

务公司等处。该“协查通报”描述高蓉蓉“左侧面部有明显疤痕，不能独立行走”，
但却附上一张高蓉蓉被毁容前、没有任何疤痕的照片，证实了高蓉蓉在劳教所被毁

容的事实。沈阳市司法局还通过交通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一位弱女子被人劫持，市

司法局热心帮助家属寻找弱女子的下落”的虚假消息，意欲通过出租汽车司机追查

高蓉蓉下落并抓捕[9]。

此后，辽宁省、沈阳市“610”、沈阳市公安局和公安局国保大队按罗干的批示严密

部署，派出大批公安、特务等人员秘密深入到车站码头、所有公共场所不分昼夜

监视。利用一切手段，监听、侦查、跟踪当地法轮功学员。一方面抓捕高蓉蓉，一

方面迫害讲真象和参与营救高蓉蓉的法轮功学员。

参与营救的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孙士友被绑架后，沈阳市公安局铁西刑警大队对其殴

打并电其阴部，叫嚣：“电别的地方能看到（指高蓉蓉被毁容一事），这回电看不

到的地方！”并用大头针刺入其指甲中。孙士友的岳母马廉晓、妻子、妻姐也因“26
号大案”被关押到张士教养院洗脑班[10]。冯刚等法轮功学员因参与营救而被绑

架，被关押在张士教养院洗脑班。有消息说，冯刚因绝食 13天曾被送入马三家监

管医院，目前情况待查。被捕的还有冯刚的妻子王娟。另有刘庆明也因参与营救

高蓉蓉而于 2005年 2月被绑架，现关押在沈新教养院[11]。

2005年 3月 6日，高蓉蓉再遭绑架。高蓉蓉遭绑架后曾被关押在马三家一直绝食

抵制迫害。辽宁省检察院告诉家属：“案子归‘专案组’了，中央‘610’直接操控此

事。”马三家教养院一赵姓副校长对高蓉蓉的父母说：高蓉蓉由政府管。2005年 6
月 10日，当高蓉蓉的父母去马三家要人时，一个王姓院长（男，新任院长，原是

管理科的科长）说：“一开始我们就不想收高蓉蓉，是‘上边’压的。现在‘上边’什么

时候让见让放我们听‘上边’的。”

6月 12日，高蓉蓉的父母得到通知后赶到医院。当时高蓉蓉已经昏迷不醒，全身

器官衰竭，带着呼吸器，骨瘦如柴。医大的医生说：“（高蓉蓉）来时就是

危重。”马三家教养院的管教说：“高蓉蓉刚到医大时还能说话。”据目击者说，高

蓉蓉在医大抢救期间，很多不明来历不知道是哪个部门的人把医大所有的门都把守



得严严的。2005年 6月 16日，高蓉蓉在医大一院急诊室去世，年仅 37岁。2005
年 6月 20日，高蓉蓉的遗体还在沈阳市文官屯殡仪馆，任何人不让见，要见必须

经过沈阳市公安局批准，高蓉蓉的母亲去见也没有允许。

高蓉蓉走脱期间、再次被捕期间和事后处理的责任部门、主管和直接参与者[12][12][12][12]：
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

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刘京

公安部：部长周永康

中共辽宁省委

辽宁省委政法委：书记李峰

辽宁省委“610”：主任宋善云 副主任卞富学[13] 秘书处处长张仲玉[14]
辽宁省公安厅：厅长李文喜

辽宁省公安厅国内安全保卫总队总队长王泽方[15]
辽宁省公安厅“610”负责人卞东晴[16]
辽宁省司法厅：厅长、党组书记张家成 省劳教局局长张超英 省劳教局管理处

处长于晓炜[17]
中共沈阳市委：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刘雅琴[18]（分管公检法司等政法工作

[19]）
沈阳市司法局：局长郑朝权副局长张宪生[20]
沈阳市公安局：局长刘和

沈阳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公安局“610”
沈阳市公安局铁西分局刑警大队

沈阳市国家安全局[21]

其他责任人：

沈阳鲁迅美术学院书记张晨 院长韦尔申[22] 宣传统战部长孙杰[23] 保卫处

田处长[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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