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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陈爱忠 (262) 

 

受害人：陈爱忠 (Chen,Aizhong)，男，33 岁，张家口市怀来县北辛

堡镇蚕房营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 唐山荷花坑劳教所第六大队 

案情简单描述： 
1999 年 7.20 陈爱忠去北京上访，半路被当地政府截回，在怀来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三天后，被接到北辛堡乡乡政府

受到严刑拷打，最后每人罚款 500 元，才放人回家。 

1999 年 10 月 13 日，陈爱忠在大姐陈淑兰家中，被河北省怀来县北辛堡乡乡政府及派出所强行抓回，同时抢走九

千元钱。陈爱忠被送往怀来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两个月后，无罪释放。 

1999 年 12 月 28 日，陈爱忠与全家人一同进京上访，再次被抓，受尽折磨，被当地政府接回后，先是被非法拘留

15 天，后又转为长期收容，被非法关押长达十个月之久。于 2000 年 9 月 12 日从张家口市被送到唐山市荷花坑劳

教所第六大队强制逼迫放弃修炼，因其坚持信仰，遭到干警王玉林、犯人刘增华等人毒打，用电棒电，用绳子捆

绑等。陈爱忠全家在同一天绝食抗议迫害，在公安局副局长陈江的指使下，看守所所长命人强行插胃管灌食，到

了绝食的第九天，所里看五人都瘦得不行了，生命垂危，怕担责任，赶紧于 2000 年 10 月 14 日送回家。 

2000 年 10 月 27 日陈爱忠全家人再次进京，为了摆脱当地的跟踪，监视，绕道步行，一路上跋山涉水，行程近

100 公里，历时三天到达天安门广场。被抓后，陈爱忠被拉到宣武区看守所，因陈爱忠不报姓名，地址，被用竹棍

猛敲手指，接着用木棒猛抽膝盖、胳膊、后背、胸口等处，还拿起扫帚使劲在脸上来回扫，用皮鞋踹腿部，轮流

审讯毒打他三次，受尽各种折磨，后被北辛堡派出所所长刘玉峰接走带回怀来县看守所，并把陈爱忠全家人的

1000 元和一块手表抢走。他绝食绝水抗议。当时当地气温已是零度以下，公安局长徐维国下令不给被褥，让睡在

水泥地上，还对他们说：你们爱吃不吃，死了也白死。一直绝食到第 19 天，陈爱忠已生命垂危，才被警察送回

家。 

2000 年 11 月 21 日，姐弟四人一同坐车去朋友家，半路被截回。陈爱忠和小妹被强行送往看守所。在看守所，被

绑在十字架上，受尽各种折磨与摧残，全身是伤，致使看守所上级领导来检查时，看守所的警察临时把他藏到看

守所外边的一个地磅房里。当晚又将陈爱忠按倒在地，用绳子绑在木板上，往他脸上、身上泼水。因陈爱忠和小

妹陈洪年两人伤势很重，生活不能自理，看守所的警察才把他俩又送回家。 

2000 年 12 月 29 日，他的全家七口：父亲陈运川、母亲王莲荣、哥哥陈爱忠（大儿子）、陈爱利（二儿子）、陈

淑兰（大女儿）、陈洪平（小女儿），及李颖（大女儿之女）一同到北京天安门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2001 年 1
月 1 日这一天，被天安门分局抓捕。母亲王莲荣、姐姐陈淑兰、妹妹陈洪平、姐姐之女李颖被关在怀柔看守所，

父子三人则先后被送到海淀区看守所。 
 
陈爱忠先被绑架在东北望看守所七天。在东北望看守所期间，因不报姓名、地址，警察将其衣服全部剥光，铐在

院内一棵树上，双脚深深插入雪堆中，在冰天雪地中冰冻了一个多小时，腿脚冻伤失去了知觉。警察并用警棍

抽、扇耳光、拳打脚踹、不许睡觉，还用高达 30 万伏高压电棍电击陈爱忠的头部、脸部、双臂、大腿内侧、及阴

部，身体的敏感部位长时间来回电击。陈爱忠被电击得几次昏死过去，身上满是青紫色被烫坏的大片疤痕，大腿

内侧、脸上、胳膊上大片水泡连在一起，双腿肿胀，血紫色，双腿造成残废，从此无法站立。 
 
而后把陈爱忠转交海淀区看守所。当时陈爱忠无法站立，又一直绝食，极度虚弱是被人背进去的。面对伤痕累累

的陈爱忠，海淀区看守所警察又唆使犯人将陈爱忠衣服全部剥光，拖到放风场内，将陈爱忠全身埋在雪里冰冻了

大约三、四个小时。又指使犯人几人给陈爱忠上一种叫“开锁”的酷刑，一犯人一手将其两手指使劲抓紧，另一犯

人则把一把带方楞的牙刷把插入陈爱忠两手指中来回转动，手指间顿时皮开肉绽、血肉模糊，陈爱忠被迫害得双

手与腿脚全部残废。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60#_ednre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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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1 年元月 9 日，陈爱忠被送回当地河北怀来县看守所，9 月 12 日被非法判劳教三年，秘密送往唐山荷花坑劳

教所第六大队。在六大队里用了各种酷刑强行逼迫其放弃修炼。因陈爱忠遭到警察王玉林、犯人刘仲华等人的轮

番毒打，用电棍电击、用绳子捆绑，陈爱忠为抗议这种迫害而绝食。在绝食第七天时警察王玉林与犯人对陈爱忠

进行强行灌食。在绝食的第九天，也就是灌食的第三天 9 月 19 日下午三点三十分，又一次对陈爱忠强行灌食。灌

食当中，陈爱忠心脏骤然停止跳动，没有脉搏、瞳孔扩散。有人在场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当时在场的还有劳教所

干部及其它队的干警。后来陈爱忠还被送往唐山市人民医院进行“抢救”。 9 月 20 日死亡。 

2001 年 9 月 21 日下午 1 点多，怀来县“610”的杨 XX、北辛堡镇镇长姚 XX、派出所教导员王 X 等一同到昌平陈爱

忠大姐陈淑兰家通知他病危，在去唐山劳教所路上路上姚 XX 多次说陈爱忠身体不好、肾衰、尿血等等。一到唐

山劳教所，劳教所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副所长说：“你弟弟陈爱忠来时身体不好，在怀来看守所已绝食两天，到这里

仍然绝食，给他灌食，他不配合就给他输液，但输液维持不了多久，19 日下午送到唐山人民医院，在路上陈爱忠

又吐，20 日上午身体恢复正常，可下午就不行了。当时就给他把身体洗干净，换上了新衣服。” 

陈淑兰不信，要求第一给陈爱忠遗体照相；第二请法医鉴定；第三把陈爱忠来到这里的详细经过写成书面材料。

陈淑兰见到陈爱忠遗体上嘴唇有血，眼角湿润，双耳肿大黑紫，右耳孔用手一摸全是血，左胸上方有一条长 10 公

分的伤口，双肩至后背大面积淤血青紫。当陈淑兰要拍照时，被劳教所人员强行带开，警察（警号 1350147）急忙

把她推出太平间大门，立即关门上锁。陈淑兰对怀来杨 XX 和姚 XX 说：我要把我弟弟身上的伤、耳朵上的血，当

着所有人的面写出来，免得明天被他们处理完以后不承认。他们不同意，把陈淑兰送到招待所，派警察(警号：

1350020)张 XX 和(警号：1350064)于 X 监视。一会儿警号为 1350147 的警察来给她送饭，对她说：“你弟弟来时身

体检查正常。有病的劳教所不能收。”显然和副所长所说的“你弟弟来时身体不好，在怀来看守所已绝食两天”相矛

盾。怀来县的人员酒足饭饱之后，来到陈淑兰房间，杨 XX 酒后吐真言：“你弟弟在这里绝食，给灌食时不配合，

用牙把管咬住，身上的青紫是他们在强制灌食时给弄的。”一边说一边比划。而后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言，立即

改口说：“这都是我想象的。” 

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怀来 610 的杨 XX 和劳教所大队长说：“给尸体拍照是违法的。”并要求家属签协议书，协议

书上说：陈爱忠因病，呼吸系统微弱，肾衰竭属正常死亡，全部费用应由家属承担，但由于家庭困难，由劳教所

替家属支付。因与事实不符，大姐陈淑兰拒签。 

在没有经过家属同意，没有签字的情况下，遗体被强行火化，没有任何法律手续。骨灰盒被怀来县派人取回，存

放地址不详。 
陈家七口均炼法轮功而遭迫害，目前父亲陈运川、弟弟陈爱利二人被非法判刑 2 年，大哥陈爱忠、妹妹陈洪平被

非法劳教后二人均被迫害致死。截至 2004 年 5 月 30 日止消息，陈爱忠的母亲、姐姐和弟弟又遭抓捕，姐姐陈淑

兰被关押在北京市大兴县天堂河女子监狱；母亲王连英被非法关押在张家口市洗脑班，继续迫害。因家中无人，

两年期间几经失窃，院门、家门、柜门全部被撬，家中财物洗劫一空，家里院内一片狼籍。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河北怀来县看守所 
东北望看守所 
海淀区看守所 
唐山荷花坑劳教所第六大队：315-286-1363 
副所长：警号 1350021 
大队长：警号 1350021 
警察：张 XX 1350020、于 X 1350064、1350147 
队长：王玉林 
(警号 1350077，现调到一大队，值班室 0315-5931011、大队长室：0315-5931001)  
(史玉存：现任 2 大队教导员，值班室：0315-5931012 大队长室：0315-5931002) 
处长：李卫东 
犯人刘仲华 
公安局副局长陈江 
公安局长徐维国 
宣武区看守所 
怀来县 610 办公室：杨 XX 
北辛堡镇政府：镇长：姚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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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辛堡派出所：教导员：王 XX 
所长刘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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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陈洪平(630) 

 

受害人: 陈洪平(Chen, Hongping)，女，32 岁，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

县北辛堡镇蚕房营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 河北高阳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1 年 6 月 10 日，陈洪平与其姐陈淑兰在怀来县东花园车站被东花园派出所所长带 9 名警察抓捕。派出所警察将

陈洪平吊铐在院中毒打，陈洪平当场被打得口吐鲜血，浑身瘀青，头发被揪掉一大把，白花花露着头皮，双腿被

打断。在陈洪平双腿致残的情况下被警察押送怀来看守所关押。 
 
2001 年 6 月 11 日，北辛堡镇派出所所长刘玉峰等人谎称送其回家，在无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直接将陈洪平骗

送河北高阳劳教所。当时陈洪平伤势已很严重。在狱中，陈洪平被警察及犯人毒打、恐吓，昼夜 24 小时不间断的

轮番洗脑。 
 
经历了一年半的精神煎熬与病痛的折磨，陈洪平已生命垂危。2003 年 1 月 29 日，高阳劳教所才将其送当地医院，

被查出身患四种器质性严重疾病。高阳劳教所怕其死在高阳，为推卸责任，在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给陈洪平穿的情

况下，就派一女警匆匆将陈洪平连夜送回家中。回到家中，陈洪平已是高烧不退，咳嗽不止，心力衰竭，脸上出

现红圈时隐时现，一直不能进食。3 月 5 日陈洪平死于家中。 
陈家七口均炼法轮功而遭迫害，目前父亲陈运川、弟弟陈爱利二人被非法判刑 2 年，大哥陈爱忠、妹妹陈洪平被

非法劳教后二人均被迫害致死。母亲王莲荣被抓捕关押后，目前流离失所在外，姐姐陈淑兰超期关押。因家中无

人，两年期间几经失窃，院门、家门、柜门全部被撬，家中财物洗劫一空，家里院内一片狼籍。 

迫害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东花园派出所：011-86-313- 6855745 
  所长：011-86-13903134350 
河北省高阳劳教所：011-86-312-6816458,  值班室：0312-6816141 
  大队部：0312-6815245 
  高阳劳教所第五大队队长杨泽民 手机号码 13603286301 
  高阳女子中队办公室 电话 0312－6816141 
  干警马莉 
河北省张家口市北辛堡镇派出所所长刘玉峰 
  北辛堡派出所，北辛堡镇，011-86-313-6841011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chenhongping03312003.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7/6/5357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4/15/48407.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4/12/48228.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31/47463.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2/22/8237.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1/18/23393.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2/34047.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19/346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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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杨玉芳(717) 

 

受害人:杨玉芳(Yang, Yufang)，女，50 岁，家住河北省张家口市桥

西区口外东窑子。 
酷刑致死地点: 张家口市十三里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 10 月 24 日杨玉芳上天安门讲真象。10 月 25 日早上，被北京市警察非法拦截并抓捕，后被非法关押在北京

市东城区看守所 49 天。在这期间，东窑子派出所的警察经常到她家骚扰。杨玉芳在 12 月 13 日被无条件释放。 
 
2001 年 4 月 9 日，东窑子派出所的所长王春利带领警察王志刚、小陆等多人强行将杨玉芳绑架到东窑子派出所，

后送宣化看守所非法关押 40 多天。家人交了一万元（包括饭费）后才放人。 

因派出所多次到家中骚扰，杨玉芳被迫流离失所，2003 年 5 月 17 日傍晚，杨玉芳在桥东宁远堡住处被宁远堡堡治

保会人带领老鸦庄派出所、桥东刑警三大队数名警察绑架到桥东刑警三大队，非法逼供审讯。杨玉芳为了抵制迫

害，争取自由，采取了绝食，遭到二次强行灌食。 

2003 年 5 月 23 日左右杨玉芳被非法关押到十三里拘留所，15 天后，被用褥子抬着又转到看守所继续迫害。当时她

已被迫害的身体极度虚弱，尿血，手指盖、脚趾盖不同程度变黑，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行走。在看守所里，杨玉

芳每天早上 7 点被抬到放风场阴处冻着，下午 2 点抬到太阳地晒着，还不让盖被子。狱医刘淑萍说“不吃饭就冻着”
下雨天也是照样，有一个刑事犯不忍心，就把自己的被子给杨玉芳盖上怕雨淋着。不但被子给拽了，这个刑事犯

还遭到了同室刑事犯的一顿打。白天雨淋着，晚上盖着湿被子。刑事犯往她身上泼水。杨玉芳绝食 20 多天，瘦的

皮包骨，每天由两名同被劫持在那里的炼功人帮着解手，生命垂危。狱医刘淑萍指使刑事犯用牙刷把撬嘴给杨玉

芳野蛮灌食，把嘴角都撬破流了血。神智不清的杨玉芳因影响了别人睡觉，在 6 月 14 日早遭到了同屋刑事犯用鞋

底子毒打和泼冷水。6 月 16 日杨玉芳被活活打死。 

6 月 16 日 12 点 40 分家属接到桥东分局通知说：杨玉芳在看守所得了急病得了糖尿病，14 号送到市第五医院抢

救，16 号中午 12 点 05 分死了，已送火葬场。第二天上午，家人在火葬场见到遗体时，只见浑身上下只穿四件：

旧秋衣、背心和他们给买的新秋裤和没有着过地的黑色松紧口布鞋。杨玉芳的遗体左耳、右嘴角、右鼻孔均有淡

血水；右半边脸黑青；右臂内侧，右手腕外侧有鸡蛋大的黑青；右膝盖，右脚腕处有黑青；后背右半部至臀部大

面积发紫淤血等。秋裤内有大量大便，浑身浮肿。给家人的《死亡证明》（呼吸系统衰竭）与刑警队送火葬场的

《死亡证明》的死因不一，与刑警队交代家属的又不一样。当家人请律师准备上诉时，得到的回答是“法轮功问题

是国家定的，我们无法接。” 
 
杨玉芳的遗体已于 2003 年 6 月 18 日被火化。 

     
杨玉芳被迫害致死照片 

迫害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 
张家口市十三里看守所 
所长：崔卫东 电话 ：0313-4021937 0313-4021947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60#_ednre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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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狱医：刘淑萍 电话 ：0313-4021937 0313-4021947 
张家口市东窑子派出所 
所长：王春利 电话 ：0313-8021287 
副所长：李彦军 电话 ：0313-8021287 
宁远堡堡治保会人 
老鸦庄派出所 
河北张家口市桥东分局 
   桥东分局长阎志有、副局长乔 x 
河北张家口市桥东分局一科：0313-2015151 
河北张家口市桥东刑警队：0313-2012699 
张家口市十三里拘留所 
张家口市桥东刑警三大队 电话 ：0313-8866000 
宣化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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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 范亚雄(582) 

受害人：范亚雄(Fan, Yaxiong)，女，42 岁，住张家口市桥西二中小区，教师。 
酷刑致死地点： 唐山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1999 年以前范亚雄曾任张家口市十五中学教导主任，，1999 年 7.20 以前被批准为副校长，是深受师生爱戴的优秀

教师。1999 年 7.20 后，她因修炼法轮功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1999 年 7 月 20 日范亚雄到北京上访，中途被警察带回，张家口市分局、明德南派出所、市教育局轮番威胁逼迫她

放弃修炼，后她被长期监控，失去人身自由。 

2000 年 1 月 24 日范亚雄因为去北京上访，被天安门公安分局抓捕，带到桥西分局后，转押到宣化看守所。范亚雄

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四个警察将范亚雄按倒在地进行折磨。二月底，范亚雄生命出现危险才被放出。 

2000 年 3 月上旬范亚雄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光着脚穿著拖鞋上北京，路上饥渴相加，将自行车卖了 15 元钱，到

了北京又被警察抓捕，连踢带打。后被非法关押在宣化看守所，受尽酷刑，看守所孙所长及政委带一帮警察，又

将范亚雄打得奄奄一息，装入麻包，口扎得紧紧的，扔进牢房。打开一看，范亚雄腰被踢坏，下肢不能动，昏迷

不醒，同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紧喊“救人”，警察见她半死不活，奄奄一息，才将她放回。 

2000 年 5 月范亚雄再一次走上天安门上访，又被警察打得半死，张家口 610 组织将她送到沙岭子精神病院进行残

酷迫害，捆在床上，强行注射损坏神经的药物。在范亚雄历次上访惨遭迫害期间，曾被公安以各种名目勒索 20000
余元。2000 年 6 月，范亚雄被非法判劳教三年，在唐山劳教所，她的精神和肉体遭受到严重摧残。2001 年 10 月左

右，被迫害得奄奄一息，在劳教所放回家的第二天死亡。具体死亡日期不详。 

张家口十五中学教务处一男性人员于 2003 年 3 月证实了范亚雄的死亡。 

迫害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张家口市分局 
明德南派出所 
桥西分局 
宣化看守所 孙所长 
张家口 610 
唐山劳教所： 0315-2868965 
河北省张家口市十五中： 0313-8072709 转 8805 教务处 
河北省张家口市教育局： 0313-8025004 桥西教育局管：313-2181543（无人） 
沙岭子精神病院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fanyaxiong03092003.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9/46098.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12/46263.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12/331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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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 闫海(841) 

 

受害人:闫海(Yan, Hai)，男，37 岁，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河北省

张家口怀来县土木乡土木村农民。 
酷刑致死地点: 怀来县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2 年 10 月 30 日晚 9 点多钟，闫海因涉及印刷散发法轮功真象资料，原狼山派出所（后改名为土木派出所）警

察王国洪将闫海绑架到派出所，随后就是抄家，翻找，家中仅有的 200 元钱也被他们抢走。 
 
2002 年 12 月 5 日被刑事拘留，2003 年 2 月 11 日被非法转捕，囚禁在怀来县看守所，2003 年 8 月 25 日被非法判刑

8 年。 

在怀来县看守所，警察们不断对闫海进行洗脑、转化。闫海被严刑逼供，酷刑折磨时间长达 30 多个小时。为了让

他放弃信仰，怀来公安局及刑警队的警察们动用了包括诱导、恐吓、欺骗、打背铐、抖铐、用注射器往鼻子里灌

药水和芥末油，用手摇电话电击等残酷刑罚。 
 
打背铐时，他们把他的一只手从肩背过去，另一只手从背后背过来，用手铐铐住，使人成弓形。然后，往手铐中

间放砖，使两手成悬空状，过一段时间再取下砖，用一根绳子系在他的手铐上，另一头系在门框上方的把手上。 
 
抖铐就是把绳子系在手铐上，然后，使劲向后拉拽绳子，前后两名人员摇老虎凳，手铐被越抖越紧，深深地陷到

闫海的肉里，同时歹徒不停的抖着他和老虎凳，人疼的能昏过去，严重时人的骨节被拉开导致残废。闫海被拉扯

的两手腕皮开肉绽，血肉绞在了一起。 
 
并多次对闫海进行手摇电话电击。手摇电话时，大功率电流通遍全身，往往电击一下，人会发出撕心裂肺的惨

叫。有的当时就休克过去，这是指短时间的电击。 
 
怀来看守所教导员警察曲小林，怀来地区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张秀琴，企图转化闫海，使他放弃信仰。闫海始终

不为所动。 

2003 年 11 月 14 日，在闫海被折磨的身体极度衰弱的情况下，被送往河北省张家口市十三里看守所，继续关押。

11 月 22 日十三里看守所见闫海生命垂危，才把他送到张家口二五一医院，11 月 24 日 4 时，闫海死亡。 
 
闫海去世时遗体浮肿，口鼻中塞满棉花，身体呈漂白色状，连嘴、舌头都是漂白的，二五一医院的死亡诊断为：

循环衰竭死亡，但医生都难以解释全身漂白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其实是摇电话电击时，人身体内的红血球被大量

杀死，从而使身体不能正常血液循环，继而人不能进食，不能走路，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 

迫害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怀来县公安局及刑警队 
怀来县土木派出所 电话：0313－6836706 
  王国洪 
怀来县看守所：  电话：0313－6235362 
所长：  刘文祥 
政委：  范玉明 
教导员：曲小林 
管教：  郭玉海 
张家口十三里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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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 蒋素花(355) 

受害人:蒋素花(Jiang, Suhua)，女，50 岁，河北省张家口赤城县样田乡石灰夭村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 赤城县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样田乡乡长高金龙、副乡长丁竞选、样田乡派出所所长杜志刚、武装部长降光兵等人多次到石灰夭村逼着法轮功

学员写不炼功保证，但多次到蒋素花家都扑了个空。 
 
2002 年 2 月 7 日（大年二十七）7 点左右，样田乡派出所所长杜志刚、派出所的小李和样田乡政府成员丁学军等人

强行搜索蒋素花家，搜出了几本法轮功书籍和炼功磁带，后强行将她送往赤城县公安局。进了公安局后用手铐把

她铐在了暖气片的铁管上，最后以“扰乱社会治安罪” 拘留 15 天，把她关进了赤城县看守所。进了看守所，早晚饭

都无人过问，第三天（大年二十九）蒋素花开始绝食抗议非法关押。 
 
到了她绝食的第九天，看守所给她强行灌食，灌食是由两个犯人（劳动号）一个人拽两只胳膊，一个人拽两条

腿，把她拽到干警房里，再由狱医楮秀珍用一根一米多长的胶皮管，从鼻子直接插到胃里，用注射器往里打放了

盐的奶粉水。灌完食后再把她连拉带拽的抬回去，扔到了水泥地上。在绝食的第 13 天第二次给她灌食，灌完食后

犯人（劳动号）又重重的把她扔到地上，同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跟她说话她都毫无反应。 
 
2002 年 2 月 24 日，她绝食的第 16 天晚上，同屋的法轮功学员学员发现她人事不省很危险，大声叫干警仍无一人

答理。第二天中午，狱医楮秀珍进了看守所，才给蒋素花检查。检查后叫人赶紧送医院抢救，并通知家人。等家

人赶到县医院，县医院让马上转院，当天便把蒋素花转到了张家口医院抢救。在张家口医院经检查发现，从她肚

子里抽出的都是血水，并且都是已凝固的黑紫血，脑后有处没头发的包，一只胳膊已抬不起来，身体一侧有一处

已压得腐烂了，而且一直一句话也没说。到张家口的第四天经抢救无效死亡。 

医院检查证明，蒋素花完全是被打致死的，由于毒打造成她的内脏严重受伤而不能吃，不能动，又不及早医疗，

导致救治已晚而死亡。 
 
蒋素花被送往县医院和张家口医院的医疗费、路费、埋葬费等就花有 14000 多元。蒋素花被埋葬后，家人多次找

样田乡政府要求追查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报销医药费。样田乡政府怕家人把事情闹大，担当责任，才勉强给了

3000 元。 

迫害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河北省张家口赤城县公安局 
河北省张家口赤城县看守所 
狱医楮秀珍 
样田乡政府办公室电话 03136459001 也是书记刘兆成办公室电话。 
样田乡政府 乡长 高金龙；副乡长 丁竞选 （住宅电话 03136459019） 
乡政府成员丁学军 
样田乡派出所长 杜志刚 （住宅电话 03136312409） 
警察 李 XX 
武装部长降光兵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2/24/6809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3/25/27224.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3/11/26427.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3/12/45966.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3/29/20376.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3/12/197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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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7 宋翠玲(410) 

受害人: 宋翠玲(Song, Cuiling)，女，52 岁，河北省张家口市煤机厂退休工人。  
酷刑致死地点: 张家口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1999 年 7 月 20 日以后，宋翠玲先后六次进京上访。2000 年 10 月她因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并罚款 1 万元。

2000 年 12 月底，她因上访被非法关押，一直到 2001 年 3 月初绝食抗议出来。 

2001 年 8 月 19 日，管辖区明德南派出所警察闯入宋翠玲家强行将她送入洗脑班，宋翠玲经过 7 天绝食抗议才出

来。 

2002 年 5 月 5 日在天安门被警察抓走。北京警察行凶逼供，用电棍电逼她说出地址及同修姓名，长时间的逼供

（电击）使宋翠玲大小便失禁。当她被送回当地张家口看守所时，她的裤子全是湿的，胳膊、大腿上都发紫。 

宋翠玲在张家口看守所每天早上 6 点被抬到放风场（5 月的张家口早上天气还很凉），到中午太阳又暴晒。她一直

绝食抗议，在第 9 天就开始昏迷，昏迷到了第 3 天，明德南派出所所长宋全林带着二轻医院的一男大夫和一女护

士去插管灌食。 

宋全林看到地上躺着的宋翠玲，说：“就她，好几回了，一到这时候，她就这样，都是装的。”并叫嚣到：“谁都能

放，唯独这四个不能放。”这四位法轮功学员均住在明德南派出所辖区。宋全林转身又对另一位法轮功学员说：

“你咋不绝食，你不想回家了？”张家口看守所崔所长见他们这样的态度，当时也跟着说：“就这样灌食，我们还会

呢！你们好好查一查。”没有医德的大夫过去摸摸脉说：“心脏、脉膊没事。”接着给宋翠玲插管灌食。 

宋翠玲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连水都喂不进去了。在她昏迷的第二天就起了褥疮，由于大小便失禁，她的褥疮

一直没好，连裤子都没法穿。2002 年 5 月 20 日 11 点 45 分，同时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发现她已经没气了，一位刘

姓狱医摸了摸宋的脉说“假死”，直到 12 点 10 分被送到 251 医院，警察为了掩人耳目，假装抢救到 12 点 40 分，医

院诊断“死因不明”，到下午 1 点 30 分才通知家属，宋的尸体已经在太平间。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北京天安门警察 
张家口看守所女狱医刘 XX，刑事犯女号长，史菊梅（音）。 
张家口看守所崔所长 
张家口明德南派出所所长：宋全林，家住张家口桥西区教场坡 22 号乙单元 201 室，宅电：0313-2183862，手机：

8851198，单位电话：0313-8072502，公安内线电话：0313-8687353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songcuiling06202002.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6/24/32263.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6/20/32074.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6/21/233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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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8 王爱玲(199) 

受害人: 王爱玲(Wang, Ailing)，女，51 岁，河北省张家口市印刷厂职工，住张家口市第一附属医院家属院。  
酷刑致死地点: 宣化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1999 年 10 月 24 日，王爱玲在北京天安门国旗下打坐，被警察抓到天安门派出所毒打，后押回张家口市桥西分局

非法搜身，搜走现金 600 多元，送宣化看守所非法关押，王爱玲绝食要求自由，被强行灌食，灌食后绑在椅子

上，和其它 8 人一起在院子排成一排，刑事犯和警察围了一院子进行辱骂、讥笑等，桥西分局林姓科长当时在

场。她被非法刑事拘留一个多月，并被非法罚款 3000 元。 

2000 年 4 月 24 日，王爱玲又一次进北京上访，在永定门火车站被抓到车站派出所，非法隔离审问，关小号，后送

宣化看守所非法关押 12 天。王爱玲绝食要求自由，被灌食一次，最后生命垂危，由她的儿子背回家。 

2000 年 5 月王爱玲第三次上北京，又被送回当地非法拘留，12 天后被释放。 
2000 年 10 月 6 日，王爱玲到北京上访被抓，送回张家口市十三里看守所非法关押。她绝食了一个月，在此期间，

多次被强行粗暴灌食，身体健康状况几度下降，继而被判劳教，送往唐山市女子劳教所。体检时，王爱玲的身体

各个器官均已紊乱、失调，生命已奄奄一息！唐山劳教所不敢收，警察这才把她送回家。 

2000 年 12 月 23 日，王爱玲再次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打横幅时被人推倒在地并抢走横幅，后送昌平看守所非法

关押，24 日下午被强行送往精神病院，十多位法轮功学员集体绝食抗议，晚上被送到北京东城区看守所，非法关

押两天。在非法单独审问时，警察边骂边左右开弓打她耳光。送回张家口市后被非法关押在宣化看守所，多次遭

毒打，关押没几天就出现高血压症状，内脏受损，她又一次绝食抗议，警察们多次强行灌食，一直绝食关押到 59
天时，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被非法罚款，2001 年 2 月才放人。王回家后身体一直没有好转，气短，浮肿，躺不

下。 

2001 年 4 月 25 日左右，明德北派出所警察到家骚扰，并奚落说，“看看你炼功炼成这样了”。王爱玲义正辞严地

说：“这不是炼功炼的，完全是你们折磨迫害的结果。”警察无言答对。到 5 月初，王爱玲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家

中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和上高二的二儿子不能照顾她，大儿子又在北京打工。王爱玲的病情越来越恶化，昏迷，

大小便失禁，气短，浮肿等，后来昏迷不醒。2001 年 5 月 15 日下午 3 点 15 分，在张市第一附属医院，王爱玲离

开了人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北京天安门派出所 
北京东城区看守所 
永定门火车站派出所 
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分局：林姓科长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看守所 
张家口市十三里看守所 
河北省张家口市明德北派出所所长，张轲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wangailing0802.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6/27/5298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6/10/1199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6/5/11854.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5/23/11373.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7/10/37959.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7/10/37959.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60#_ednref8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wangailing0802.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6/27/5298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6/10/1199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6/5/11854.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5/23/1137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7/10/37959.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7/10/37959.html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案例 9 张玉珍(948) 

 

受害人: 张玉珍(Zhang, Yuzhen)， 女，48 岁，原橡胶厂职工，住河

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工人新村煤机厂宿舍楼。  
酷刑致死地点: 沙岭子片地法制学校 

案情简单描述: 
1998 年，张玉珍被查出患淋巴癌晚期（经张家口 251 医院专家；北京 301 医院专家确诊），进食困难，身体虚

弱，生命垂危。后来经人介绍学炼法轮功，通过修炼她身体痊愈，身心健康，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1999 年 7．20 以后，张玉珍带着自己的病历去北京信访办上访，她被非法抓起来，警察并通知当地派出所、办事

处将她带回。回来以后张玉珍被非法拘留并罚款，以后桥西北新村派出所和办事处多次到家中和单位骚扰。 

2002 年 5 月 9 日，张玉珍被张家口市桥东分局刑警三队非法绑架并送市看守所非法关押。经过近 20 天的绝食抗议

后被保外就医，张玉珍从此被迫流离失所。 

2004 年 2 月 17 日晚，张家口市桥西分局、桥西大境门派出所将她非法绑架，监禁关押在十三里看守所。张玉珍再

次绝食抗议迫害，人已瘦弱不堪。在看守所拒收的情况下，桥西政法委、桥西公安分局反而把张玉珍转到张家口

市沙岭子片地法制学校（实为洗脑班）继续关押。4 月中旬家人去探望张玉珍时她已神智不清。 

2004 年 5 月 4 日，桥西大境门派出所通知家属人已死亡，张玉珍死在桥西花巷子的一个小门诊内。 

迫害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桥西北新村派出所和办事处 
张家口市桥东分局刑警三队 
桥西区政法委书记：韩生 电话：手机 13703135595 办电 8069050 宅电 8051608 
张家口市桥西公安分局 
局长：牛永正  办公室电话 0313－8687238 
副局长：高学平    0313－8687238 
国保大队 大队长：古建国    0313－8687238 
副局长：王宏信    0313－8067238  
张家口市桥西大境门派出所 
所长：曹世宏  0313－8022981 
副所长： 马跃忠    0313－8022981 
指导员  蔺寿青  0313－8022981  
张家口市法制学校（沙岭子片地洗脑班）  周校长    0313－3686038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zhangyuzhen05062004.html 

http://media.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19/75055.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6/740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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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0 孙玉梅(704) 

受害人:孙玉梅(Sun, Yumei)，女，55 岁，河北省张家口市煤机厂工人，住桥东区黑石坝。 
酷刑致死地点: 张家口市公安局桥东分局 

案情简单描述: 
孙玉梅曾严重的肾炎，类风湿心脏病使得骨质疏松、骨节肿大，视网膜脱落几乎失明，1998 年 9 月学炼法轮功

后，疾病全都消失了。1999 年 7.20 以后，多次进北京上访。2000 年 7 月去北京上访，被北京天安门武警打倒在

地，头部严重跌伤，脑袋肿大，血流满地，当时休克，被抢救过来。醒来后伤口没有进行任何处理，仍被天安门

警察押送门头沟非法关押，经绝食抗议被释放。 

2000 年 10 月 27 日，再次去北京上访，在下花园被张家口市公安局劫持（同时有 13 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市公

安局局长李景云指挥迫害 13 位法轮功学员。桥东分局刑警队警察在分局长阎志有、副局长马福维和刑警队指导员

李全福等指挥下，一星期不让法轮功学员睡觉，白天黑夜坐老虎凳，野蛮灌食。非法关押 60 多天后，孙玉梅全身

浮肿，被抬进劳教所，几天后被劳教所退回。退回当天，被五一路派出所所长邓建民继续迫害，由于身体情况极

差，难以支持，才放回家。回家后，公安警察仍要抓人，孙玉梅被迫流离失所。 

2001 年 10 月初，由于几经迫害，身体严重被摧残，孙玉梅死在河北玉田。 

迫害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北京天安门武警 
河北省张家口市公安局  电话：0313-8682211 
河北省张家口市公安局局长李景云 
河北省张家口市公安局桥东分局 
  桥东分局分局长阎志有、副局长马福维 
  桥东分局刑警队恶警和刑警队指导员李全福 
河北省张家口市五一路派出所  电话：0313-2012215 
  所长邓建民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sunyumei06102003.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6/10/51976.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6/14/369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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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1 杨桂宝(119) 

受害人:杨桂宝(Yang, Guibao)，男，56 岁，河北省张家口怀来县北辛堡镇北辛堡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 河北省张家口怀来县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1999 年 7 月 20 日杨桂宝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中途抓回；1999 年 12 月 28 日进京上访，在北京天安门被抓，后转

送怀来县看守所，治安拘留 15 天。之后却逾期不放。无限期延长关押，长达 10 月之久，于 2000 年 10 月 14 日才

被放出。10 天后，于 2000 年 10 月 24 日，杨桂宝与同乡功友一行 8 人再次上北京，10 月 27 日在天安门杨桂宝再

次被抓，并被非法关进北京宣武区看守所。 

该看守所警察对杨桂宝轮番毒打，警察们打累了还不肯罢手，又将杨桂宝推入牢房指示刑事犯人继续毒打，整整

一天。 

10 月 27 日晚，遍体鳞伤的杨桂宝被张家口怀来县北辛堡乡派出所接回。接着又是被拳击、皮鞋踹、竹棍敲、警棍

电，直至杨桂宝已奄奄一息，才被扔进了 13 号监房。公安局局长徐维国到场下令：“这次不能把他们当人看，不

许给他们被子盖，死后扔到后面大沟里！”于是干警收回了所有监房被子。 

2001 年 1 月杨桂宝因坚信自己的信仰，在怀来县看守所绝食 6 天后，于 2001 年 1 月 14 日下午 3 点半左右被灌盐

水致死，遗体被强行火化。死时体重仅有 60 多斤。法医鉴定说，是盐水进入气管窒息而死，看守所警察说，是绝

食饿死的，15 日上午便通知家属，慌称杨在监内因不吃饭饿死了。遗体被强行火化。 

事后公安怕事情败露走漏风声，又将知情的同乡陈家兄妹（陈运川的家人）四人非法抓走，强行送往怀来县看守

所关押。(见证人)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河北省张家口怀来县公安局局长徐维国 
河北省张家口怀来县看守所 
河北省张家口怀来县北辛堡乡派出所 
北京宣武区看守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2/22/8245.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19/6971.html#chinanews0119-1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16/6832.html#3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3/1/5931.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20/51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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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2 张志根(166) 

受害人:张志根(Zhang, Zhigen)，女，53 岁，住张家口市公园路，河北省张家口市绣花厂职工。 
酷刑致死地点: 张家口市十三里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1999 年 10 月 24 日，张志根到北京上访，在国旗下打坐被警察抓到天安门分局被毒打。回来后在张家口桥西分

局，被非法搜身，搜走现金一千多元。送到宣化看守所被非法关押 10 天后转怀安看守所，又被非法关押 40 多

天，经过家人送礼近万元，并被非法罚款 3000 元，才放人。 

2000 年 4 月，到北京上访被非法关押在宣化看守所 17 天，张志根在宣化看守所滴水不进，绝食要求自由。她腿发

黑疼痛，不能行走，不但没有人管，还要强迫点名报数，后来腿起黑紫斑，尿血，警察才不得不放人。她被抬到

张家口第一附属医院，由于耽误了救治的时机，致使她被锯掉一条腿。 

2000 年 10 月 6 日，张志根拄双拐打车到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前打坐被抓，非法关押在张家口市十三里看守所 9
天，看守所长非法没收了她的双拐，上厕所等都要有别的同修搀扶。她为了反对非法关押，又一次在看守所绝

食。当她仅有的一条腿又发黑时，看守所看人已经不行了才被迫让家人将她接回，她被送到张家口第一附属医

院，输液一天，第二天出院，回家后，症状已无法好转。2001 年 2 月 25 日，张志根被迫害致死。 

备注:张志根被迫害致残，张市 610(0313-2024752)和宣化看守所应负完全责任。 

迫害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天安门分局 
张家口桥西分局 
河北省张家口市十三里看守所：0313-4021937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看守所：0313-3049162 
河北省张家口市怀安看守所：0313-7832977 
张家口第一附属医院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zhangzhigen0807.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6/10/51976.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6/14/36948.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4/5/3541.html 

美联社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zhangzhigen0807.html 2001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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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3 高仕萍(850) 

受害人:高仕萍(Gao, Shiping)， 女，58 岁，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沉家屯镇张家坊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 保定高阳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1999 年 7.20 后高仕萍曾到北京天安门上访。2001 年 2 月该村所有修炼法轮功的人被非法关押在村委会几天不让回

家，并逼迫让在一块污蔑法轮功的白布上签字以及写所谓的“三书”，当时高仕萍在会议室内打坐炼功以示抗议，

没有签字。2001 年 4 月高仕萍正在地里干活，被沉家屯镇派出所绑架，并被强行送到保定高阳劳教所强行洗脑。

2003 年春回来后，由于身心已受到严重摧残，身体一直不好，于 2003 年 12 月 19 日去世。 

张家坊村村委会(313-4090190)一男性人员日前证实高仕萍死亡事实。 

迫害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河北省保定高阳劳教所 
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沉家屯镇 
  李生科（原镇 610 组长）、张久泉（原镇派出所所长）、彭广海（镇司法所所长）、张凯斌（原张家坊村主任，

已死亡）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gaoshiping01292004.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1/29/66049.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1/29/65916.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2/2/446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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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4 古成海(326) 

受害人:古成海(Gu, Chenghai)，男，46 岁，河北省张家口下花园市人。 
酷刑致死地点: 大牢 

案情简单描述: 
古成海因坚持学炼法轮功被非法关进大牢。在牢中终日遭受毒打，后被折磨的不成人样，奄奄一息。公安为了逃

避责任，将他送出。放出时他已是一个废人，失去生活和活动能力，脸上全部被烧伤，背上、腿上更是伤痕累

累，不计其数，他的左腿已被打断，脚全部被沥青烫伤，肿得很高，不能活动。古成海很快就因伤势过重而死

去。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下花园镇“610”：0313-505-2335 
下花园镇政府：0313-505-2332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1/19/2347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1/17/23357.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27/18153.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18/178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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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5 孙艳青(797) 

受害人:孙艳青(Sun, Yanqing)，女，40 岁，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钢铁公司机修厂职工。 
酷刑致死地点:不详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 12 月进京上访被捕，绝食一周后遭强行灌食折磨至生命垂危，送回宣化住进医院，几日后即离开人世，留

下一个不到十岁的儿子。 

张家口市宣化区钢铁公司机修厂(313-8673380)一职工证实孙艳青是法轮功学员，于两年前去世。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sunyanqing11122003.html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12/60482.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1/25/425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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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6 汪亚萍(981) 

 

受害人：汪亚萍(Wang, Yaping)，女，47 岁，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

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河北省保定高阳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汪亚萍曾患骨癌、肝癌，1995 年修炼法轮功后痊愈 。 

2001 年 1 月 1 日汪亚萍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而被非法判劳教二年。由双桥分局国保大队长卢峰和刘明成送到河

北省保定高阳劳教所，在那里汪亚萍受尽了精神和肉体的摧残。电刑、体罚、奴役劳动不让休息且还不让睡觉。

她绝食抗议，门牙被撬掉了两颗﹔体重由原来的 180 多斤，被迫害折磨的只剩下 100 斤。 

2002 年 10 月放回后，她继续在市内面对面的向人们讲法轮功真象，发放资料。 

2003 年 6 月在发真象传单时，又被国保大队长卢峰非法抓捕送往鹿栅子沟（610）强化洗脑，随后又被送往保定高

阳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两年。再次迫害不到半年的情况下，2004 年 1 月汪亚萍已下半身瘫痪，不能动，大小便失

调，一只眼睛失明。 

被释放后于 2004 年 5 月 9 日死亡。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大队队长：卢峰 
2.双桥分局国保大队副队长：刘明成  13031429086 
3.保定高阳劳教所   办公室电话 ： 0312-6816458 
4.鹿栅子沟（610）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6/12/76753.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6/15/492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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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7 裴秀艳(946) 

受害人：裴秀艳（Pei，Xiuyan），女 ，37 岁，河北省宽城县大石柱子乡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 

案情简单描述：  
裴秀艳在 2000 年农历 11 月 29 日去北京上访，被宽城县公安局接回关押到宽城县看守所。因当时正是积雪严冬，

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遭到巨大的精神迫害，致使她全身浮肿，尤其是脚肿得更厉害，自己连鞋都穿不上，走路

都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裴秀艳强烈要求放她回家，但无人理睬。 

到了农历腊月十七（2001 年 1 月 21 日）这天，同号人见她生命垂危，就急忙呼喊管教。在这样情况下，看守所大

队队长杨树清、狱医卢玉书才来到监室，于上午 10 点多钟才将她送去医院，检查完后又送回看守所。到了看守所

没几个小时，同号人又见她危在旦夕，就再次呼喊。狱警们来到监室，看人不行了，怕承担责任才将裴秀艳下午 2
点左右送去医院，几个小时后，于晚 9 点离开人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宽城县公安局 
宽城县看守所 
看守所大队长杨树清、 
狱医卢玉书、 
局长高学龙、 
国保大队长高荣玉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5/73948.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5/11/479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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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8 胡贺祥(369) 

受害人: 胡贺祥(Hu, Hexiang)，男，58 岁，秦皇岛市青龙县八道河乡村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 

案情简单描述: 
胡贺祥多次到乡政府、县政府、信访局等地上访，可是却被多次抓捕。由于当地政府说：是上边让抓的。1999 年

12 月 28 日，胡贺祥骑一辆旧自行车到北京上访，他刚到金水桥边，就被警察带上车。2000 年大年初一被送进青

龙县看守所。在青龙县看守所对法轮功学员用尽各种酷刑；有蹲马步、用皮条抽、手脚铐、让学蛤蟆蹦，还有在

寒冷的冬天，警察在户外地上浇上水，结冰后，强行把法轮功学员按倒趴在冰上冻着，许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

不能行走，手、脚肿起很高，手铐、脚镣都深深的陷进肉中，血肉模糊、溃烂。胡贺祥绝食抗议，在看守所被折

磨了近一年后奄奄一息才放回家。 

第二次胡贺祥又被非法关押进青龙县看守所，警察强迫写保证没有得逞，关押一段时间后被放回家中。 

2001 年 7 月 18 日，在一功友家，胡贺祥被乡政法委书记和派出所 6、7 个人绑架到青龙县看守所受尽了各种酷

刑，在看守所里，和胡贺祥一个监号的号长受警察指使，日夜监视胡贺祥，不让其炼功，多次毒打胡贺祥，最后

竟将胡的肋骨踢断 2 根，后来狱方看胡贺祥实在不行了，怕出人命承担责任，于 2001 年 12 月 12 日将胡贺祥送回

家中。因家中无人，就将人往炕上一扔，扬长而去。胡在家中于 2002 年 1 月 28 日离开人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青龙县公安局：335-786-2130 
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看守所 
同一个监号的号长 
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335-786-2355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地址：石家庄市维明南大街 46 号   邮编：050051 
电话：311-704-635  传真：702-3963 1  
八道河乡政府办公室 电话 0335-7773005 
乡政法委书记 
八道河乡派出所 电话 0335-7773051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1/6/64206.html#chinanews-20040106-30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8/12/55512.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4/6/27969.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4/5/27888.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4/4/27845.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4/6/20685.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8/27/395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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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9 李书利(849) 

 

受害人:李书利(Li, Shuli)， 秦皇岛市昌黎县大法弟子。 
酷刑致死地点: 河北省唐山劳教所（唐山荷花坑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李书利于 2002 年 12 月 10 日被秦皇岛昌黎县警察非法绑架到河北省唐山劳教所（唐山荷花坑劳教所）。在荷花坑

劳教所 6 大队遭受 3 个月的残酷迫害，如：关小号，遭受“杀绳”“绷床”等酷刑迫害。在警察王玉林和劳教犯人黄永

新的折磨下，精神和肉体遭受严重摧残，身患肺结核离开 6 大队调到 4 大队。2003 年 6 月所外就医。2003 年 12 月

离世。 

“杀绳”，是用一条手指粗的麻绳在水中浸泡后，套在脖子上，然后用力在胳膊上缠绕，为了增加被折磨者的痛

苦，往往先把人的衣服脱掉，赤臂或只穿内衣，一般都是 3 个人以上配合动刑，绕到手腕后索紧，这时将双手后

背，绳子头从套在脖子上的绳子绕过，两人使劲往下压，打结，这时两只胳膊血液不能流通，心跳加快，两臂疼

痛难忍，身体异常痛苦，警察们为了使绳子更紧，就往手腕下塞玻璃瓶、木棒，使绳子都陷进肉中，然后还打耳

光，用电棍电等，一次杀绳 10 多分钟至 20 分钟。放开后，手臂已没有知觉，需很长时间才恢复，凡是经杀绳的

人，严重的残废，轻的胳膊抬不起来，部分功能丧失，表面上留下的绳子杀过的痕迹，有的要 1、2 年才能去掉。 

“绷床”是人平躺在床上，两脚分开绑在床的两边，两臂向上伸，用手铐把两手腕铐在床两边，身体一点不能动。

他们往被绷床的法轮功学员身下垫砖头，用木棒打腿，犯人上去踩，用木棍或手往两肋戳。在炎热的夏天，他们

给绷床的法轮功学员身上盖上几层棉被，不给水喝。很多绷过床的人两臂又酸又麻，两臂不能抬起。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秦皇岛昌黎县警察  
河北省唐山劳教所（唐山荷花坑劳教所） 
警察王玉林 
劳教犯人黄永新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1/29/66049.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1/27/65915.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2/8/44897.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1/31/446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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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0 邳景辉(381) 

受害人:邳景辉(Pi, Jinghui)，女，55 岁，河北秦皇岛山海关法轮功学员，耀华灯泡厂工人。 
酷刑致死地点: 河北唐山开平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邳景辉因坚持学炼法轮功多次被非法关押。关押前身体健康，精神正常，在 2001 年遭非法关押期间，山海关公安

分局非法宣判其劳教，送至河北唐山开平劳教所。受尽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出现生命危险后才在 3 月下旬被

释放。回家一个月后再次被送回开平劳教所非法关押。 

邳景辉在被非法劳教期间，劳教所对她进行了连续长时间的精神折磨和肉体迫害后，她在神志不清时，写下了所

谓的“保证书”。但她清醒后马上声明所写的一切作废，坚持自己的信仰，劳教所对她倍加残酷迫害。 

在邳景辉被迫害致死的前两天，劳教所为了逃避责任，曾几次要求其家属接回。2002 年 1 月 19 日，两名原耀华厂

610 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及两名分厂、山海关灯泡厂的保卫科人员将其接回，从开平劳教所接回时，邳景辉已奄奄一

息，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他们先后把邳景辉送到其姐家和当地派出所，鉴于邳景辉的惨状被两次拒收。他们只得

把人送到本厂暂留，当时是晚上 7 点多钟，当晚近十点在厂里去世。据目击者说：从尸体外表看邳景辉的脖子呈

青紫色，10 个手指及指尖发黑，死因不明（据劳教所里的法轮功学员讲，邳景辉曾被关进一个单间进行折磨，后

来情况不明），死时无一亲属在身边，第三天被强制火化。 

唐山开平劳教所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长期不让法轮功学员睡觉竟达 28 天之多！在此期间昼夜不停轮番

洗脑，狱警们还滥用各种刑具迫害摧残法轮功学员，将坚强不屈者送进精神病院，强迫打针输液（捆绑手脚）破

坏其神经系统，使其神志不清，头部炸裂一样痛苦，舌头伸出老长。法轮功学员在倍受摧残、神志不清时写下所

谓“保证书”，又被送进病院打针输液（可能是另一种药液），舌头才逐渐恢复，但很长时间头脑都不清醒。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山海关公安分局  
唐山开平劳教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5/1/29337.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4/25/29019.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4/28/214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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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1 宋友春(822) 

 

受害人：宋友春(Song, Youchun)，男，54 岁，河北省秦皇岛青龙县

土门子乡土门子村法轮功学员，司机。 
酷刑致死地点: 河北省秦皇岛青龙县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由于宋友春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在青龙看守所遭受非人的迫害，并被非法劳教三年。在劳教所受尽了各种酷刑

折磨，辗转关押在两个劳教所──开始在唐山荷花坑劳教所，后又转到保定高阳劳教所，被迫害得身体不行了才放

出。 

宋友春身体还没有恢复好，警察又将他绑架。2003 年 12 月 2 日上午，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

张树军、政保股李长兴、刘长河等人和青龙县土门子乡派出所所长刘艳文、警察陈晓虎、于长国、李爱国等，再

次无故闯入宋友春家搜查，并非法进行抄家，抢走了电视、VCD 等贵重物品，并且将宋友春、妻子裴少芝和女儿

宋丽美全部绑架上警车，送往青龙县看守所。关押数日后，才将其妻女放出。 

在青龙县看守所宋友春绝食抗议非法关押，遭到强行灌食，并遭到牢头及警察的毒打，仅仅 14 天于 2003 年 12 月

15 日下午 5 时左右被迫害致死。 

警察在宋友春死后第二天的上午 8 时左右才通知家属，当家属看到宋友春的遗体时，整个脸都变了形。脸上、耳

朵边有一片片紫红血印，脖子的左侧有大块紫褐色，并且后背和臀部都有紫色伤痕。被子、墙上有大片血迹，死

者的双眼睁着，怎幺也闭不上。（有照片为证，5 天后所拍）并说宋友春因突发心脏病送医院抢救时，已经呼吸微

弱、没有脉搏，抢救无效而死。 

 
宋友春被迫害致死照片 

12 月 20 日，由公安局安排卢龙县法医解剖，卢龙县的法医将尸体从咽部一直剖到小腹以下，取出心、肝、肺、双

肾、大脑，全部被法医拿走，而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宋友春被迫害死后，青龙公安局严密封锁消息。宋友春的女婿和另一位亲属曾到秦皇岛政府部门为此冤情上访，

结果在半路上就被当地公安局抓回，非法关押在青龙看守所。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公安局  政办室 0335-7862423 
  国保大队队长张树军  手机 13933573868 
  政保股李长兴 电话 0335-7861933 
  政保股刘长河 电话 0335-7863609 
  队长张书清（男）电话 0335-7863117 
河北省青龙县土门子乡派出所 所长刘艳文、警察陈晓虎、于长国 
  土门子乡书记李树忠 
河北省青龙看守所 
  看守所所长 王金 电话 0335-7865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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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唐山荷花坑劳教所 
河北省保定高阳劳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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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2 侯桂敏(757) 

受害人:侯桂敏(Hou, Guimin)，女，45 岁，，秦皇岛山海关船厂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 家中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 1 月上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非法关押了近半年。2001 年 7 月，警察再次去她家非法抓捕她，她在逃脱时

不幸坠楼死亡。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河北省秦皇岛市公安局 电话 ：(0335)3034919 
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公安分局 电话：0335-5051152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houguimin0907200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9/7/56945.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9/10/40097.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3/10/45913.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3/16/460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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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3 张志彬(116) 

 

受害人:张志彬(Zhang, Zhibin)，女，34 岁，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

人，商店营业员 
酷刑致死地点: 河北省唐山开平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因修炼法轮功于 2000 年 7、8 月间被判劳教三年，关押在河北省唐山开平劳教所，2000 年 12 月 18 日被打死。25
日家属听到消息，去后不让看，说是不让“泄漏机密”，至今劳教所封锁一切消息。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河北青龙县公安局 总机：335-7862130 
公安局办公室：335-78623447880627 
河北省唐山开平劳教所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28/7323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13/6725.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5/18/48234.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17/5193.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60#_ednref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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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4 赵英奇(592) 

受害人：赵英奇(Zhao, Yingqi)，男，59 岁，满族，家住河北省唐山市开滦范各庄矿 77 楼 15 楼 20 号、84 楼 2 楼 3
号，开滦范各庄矿职工。 
酷刑致死地点：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唐山市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赵英奇因工负伤，造成左腿短缺五公分，被定为四级伤残。赵英奇患有 20 多年的鼻窦炎、痔疮，修炼法轮功后完

全消失。 

1999 年 7 月 20 日后，赵英奇被 610 主任、党委书记顾来存多次欺骗劫持非法关押监禁，顾来存、开滦范各庄矿公

安分处处长李和平对赵英奇威逼、恐吓、用最卑劣的手段制造混乱，派人跟踪，24 小时监视住所。 

2000 年 7 月 10 日，赵英奇被单位非法关押 41 天，10 月 19 日，又被骗至单位公安分处警察队关押，并罚款 2000
元，期间被打骂，于 2001 年 8 月 18 日放回。 

2000 年 10 月 19 日，赵英奇又被劫持到退管科，在南范派出所、公安分处被同时审讯，干警张少奇对赵英奇破口

大骂，大打出手，打嘴巴子，赵英奇因伤残险些摔倒，后被禁在警察队，被关在铁笼子里，顾来存、李和平多次

威逼恐吓他，李和平多次对赵英奇说把你这四级残给弄没了（劳教所有明文规定：四级伤残不能判劳教）。 

赵英奇在被非法监禁期间，2001 年 4 月 23 日警察队队长孟常清对赵英奇家属百般刁难不让家属见面送饭，得交给

他，家属怕他在饭上做手脚，嫁祸于人，要亲自送给赵英奇，孟常清破口大骂，还叫手下人把家属关起来，最后

在他人劝说下家属才脱险。 

2002 年 10 月 17 日，赵英奇再次被 610 干警李和平、李耀廷抓走并抄家，10 月 24 日被非法送往唐山市荷花坑劳教

所判劳教三年。在劳教所期间，赵英奇拒绝强制洗脑，绝食抗议，狱警们不让家属和赵英奇见面，每月只给开 195
元生活费。赵英奇于 2002 年 12 月 30 日被迫害致死。 

赵英奇生前体格健壮，但是家属看到赵英奇死时的状态是：头部塌陷，右肋缺一块肉，臀部两边各一块黑紫一直

延伸到后背、脖子。死时睁着双眼，手和指甲青紫色，腹腔特别瘦，他的死亡证明上写着高血压脑出血，而他从

来就没有血压高过。荷花坑劳教所干警竟还对外欺骗说是“正常死亡”。赵英 

奇在 2002 年 12 月 30 日送去医院当天已经死亡，结果死亡通知书上却写 2003 年 1 月 2 日晚 8 点零二分死亡。赵英

奇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在明慧网上发表后，劳教所所长王勇敬带一干警察到赵英奇家进行威逼、恐吓，不许此事张

扬。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南范派出所 
开滦范各庄矿 
顾来存（610 主任、退管科党委书记）：0315-3067521 
张少奇、李耀廷（610 干警） 
开滦范各庄矿公安分处处长：李和平 
孟常清（警察队队长） 
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唐山市劳教所)：0315-2861363、3365895 (直接责任单位) 
王勇敬（劳教所所长） 
六大队电话：0315-5931139、5931143 
王玉林（现调到一大队） 
李卫平：0315-2990926（家）、13582901658 
高永敬：0315-5931123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11/46234.html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26/7557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9/2/56680.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11/462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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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9/15/40299.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13/33259.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13/332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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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5 孟金城(770) 

 

受害人：孟金城(Meng, Jincheng)，男，50 岁，河北唐山遵化市堡子

店镇旧寨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唐山市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2 年 11 月孟金城在发法轮功的真象材料时被绑架。受到遵化市 610 的迫害。由于孟金城坚定不放弃信仰，被遵

化市 610 送到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迫害。 

2003 年 7 月 7 日上午十点多钟，孟金城被当地警察用桑塔纳轿车送到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孟金城非常精神地拿

着行李，干警副大队长王玉林将他带到六队队部登记。他们逼孟金城承认“法轮功是 X 教”，孟金城不屈服，不承

认，马上遭到八九个犯人的毒打，副大队长王玉林在门外看了看离去。当时参与毒打的犯人有：一进班班长高克

爱（现解教）、黄永新（现小号班班长），勤杂李海河、生产一班班长郑民、生产二班班长王银、尹立红、值班

常福海、小号班汤俊普等人。 

孟金城在被毒打至昏死的过程中，一进班坐班人员都能听到他的喊叫声和毒打声。孟金城到一进班门口时，犯人

黄永新一脚把他踹了进去，孟金城当时倒在照相用的架子上，起来后又把他架到室内东边南墙上。当时值班员是

刘利顺，一直没言语。孟金城几次要晕倒，黄永新便拿吃饭的饭盆，打了一盆凉水泼在孟金城的头脸上，再继续

体罚（头、膝盖顶墙，脚后跟翘起）。 

中午开饭时孟金城开始气虚，一直张大着嘴喘气。到下午 4 点半孟金城晕倒。卢江马上报告队里，由队长马某及

值班刑事犯陈富把孟金城送到所部医院，之后又转送到唐山市工人医院抢救。 

晚上陈富回来散布说，是“心脏病、糖尿病、肾虚综合症”，送到医院及时抢救，花了不少钱，陈富的散布是在队

里干警的授意下而为。孟金城于 2003 年 7 月 7 日当天被毒打致死。孟金城死后，劳教所通知家属去医院看望，只

允许家属在室外隔着门上的玻璃看，不准进病房去看，只能看到他的后脑勺。孟金城遗体被劳教所匆忙火化了。

火化后，劳教所警察还要向他的家人索要两万元的医药费。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遵化市公安局 ：0315-6612928 
河北唐山遵化市 610 
河北唐山市荷花坑劳教：0315-3365895、2861363 
六大队：0315-5931143、5931139 
六队主任：高永敬 0315-5931123 
六队队长：李晓忠 宅电：0315--2313546 
副大队长：王玉林（杀害孟金城的主要责任人） 
六队教导员：王瑛 
打人刑事犯： 
高克爱 （时任一进班班长 参与者 家住：河北唐山丰南区黑沿子镇北村。 电话：8544748 8544147） 
黄永新（男 36 岁 2002 年 4 月因盗窃罪被判劳教两年。曾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被他致伤、致残多人。是打

死孟金城的主要凶手。于 2003 年 12 月 13 日，黄永新被提前解教。家住：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开平镇南北大街

20 号 电话：3377628） 
郑民（42 岁 当时任生产一班班长 主要凶手 现已解教） 
王银（已解教 打手 当时任生产班班长 家住：唐山市古冶区新立村 
电话：3616046 手机：13333053225） 
尹立江（41 岁 因盗窃劳教两年 主要凶手 现已解教。当时任生产二班班长 家住：唐山迁西县尹庄乡刘庄村。 电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60#_ednref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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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5989430 手机：13832802107） 
李海河（男 38 岁 因丰润至唐山十四路公交车发生矛盾组织上访被劳教两年，现已办保外就医。对孟金城被害一事

是知情者。 家住河北唐山丰润新区。以前曾在丰润齿轮厂上班，现已停薪留职。） 
常福海（男 42 岁 因侮辱妇女被劳教两年。是此案参与者。 家住河北唐山丰润小张各庄镇杜家坎村。 电话：

6980233 5533056） 
刘汝江 （因诈骗劳教两年。孟被害死事件发生时，他是六大队大班头，参与者。家住：丰润新区 电话：

3311301。） 
宋建海 （主要打手 已解教 家住：丰南区前营镇北阳庄 电话：8566709） 
汤俊普 
陈富 
刘利顺 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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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6 兰宏宇(283) 

 

受害人：兰宏宇(Lan,Hongyu)，男，35 岁，河北省唐山遵化市平安

城四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河北省遵化市平安城拘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兰宏宇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曾被非法关押多次，兰宏宇在第一次被抓走时，在党校、拘留所、镇政府共被非法关

押了七十八天，在这七十八天中，警察把兰宏宇的双手铐在一起吊起来，在寒冷的冬天，他们把兰宏宇的衣服扒

下，只穿一个三角裤衩在屋外冻着，他们打兰宏宇，一次打了几十个大嘴巴子，他们还不让他吃饱，有时几个人

吃一个窝头，有时一顿一小碗稀饭，里面只有几个米粒。 

2001 年 6 月 2 日上午兰宏宇被石门派出所的人带走。 

2001 年 6 月 11 日村干部徐兰明与刘广志接到通知去遵化市拘留所接兰宏宇，当时二人看到兰宏宇生命垂危怕担责

任没有敢接。第二天，平安城镇书记王存占带着一名工作人员要求兰宏宇妻子一起去拘留所，并说兰宏宇病很

重。当兰妻到拘留所看到兰宏宇时，他的双手双脚被大字型的铐在铁床上，周围还有几个光着膀子的打手，下身

还湿了一大片。当兰妻质问看守所干警为什幺把一个身体健壮的人几天就折磨成这样时，拘留所的人说他已十天

没吃饭了，当问到为什幺不早通知家人时，却没有一个说话的，只是催促赶快把人弄走并且没有任何手续。 

回到家后兰宏宇发烧、呕吐、抽搐……，家属发现兰宏宇头部及胸部都有明显的伤痕。平安城镇卫生院大夫看到

此情况劝兰妻送兰宏宇去大医院治疗。6 月 15 日家人把兰宏宇送到北京急救中心抢救，但最终因迫害严重抢救无

效于 2001 年 6 月 17 日离开人世。 

2001 年 6 月 22 日，法医中心毒化室出具检验报告（0823 号）在兰宏宇的心血中检出氯氮平，其心血含量为

0.054ug/ml。结论：兰宏宇因脑血管畸形破裂出血，造成大面积脑组织坏死，海马沟回疝，小脑扁桃体疝形成致呼

吸循环衰竭死亡。肺膜切面呈淤血状，各脏器均呈淤血状。显而易见，兰宏宇是被打得、折磨得脑血管破裂而

死。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河北省遵化市拘留所：0315-6613234 
遵化市石门镇派出所：0315-6099110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7/19202.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7/28/33953.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2/9/24612.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1/9/15577.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8/2/247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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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7 裴翠荣(926) 

受害人：裴翠荣(Pei, Cuirong)，，女，河北唐山迁安首钢矿山机动厂硫化车间人。 
酷刑致死地点：唐山开平劳教所（河北省第一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1 年 1 月 8 日裴翠荣到北京上访，遭非法绑架、无理判刑。 

2001 年 1 月 11 日裴翠荣被首钢矿山分处送到迁安县看守所。裴翠荣曾两次绝食抗议，要求无罪释放。 

2001 年 3 月下旬被迁安县公安局将裴翠荣非法判劳教两年，转到唐山开平劳教所。裴翠荣在开平劳教所除了被狱

警们拳打脚踢之外，还被用电棍电击胸部及全身，一直到把她的大便电出来，裴翠荣身上紫一块，黑一块的，在

开平劳教所每天都受着难以忍受的折磨。 

在 2002 年底受尽折磨的裴翠荣突然眼前一片黑，什幺也看不见了，脑袋发晕，被送进唐山医院后转到矿山医院

（因为裴翠荣单位扣发她工资，没钱住唐山医院而转回矿山）。住院一段时间出院后，突然不省人事，又被送到

了医院，再次出院后在家坐在床上又突然掉到地上晕过去，两个小时后才醒过来，这样几次后，在 2003 年 6 月下

旬裴翠荣离开人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唐山开平劳教所：0315-3363751、3363752、3363939 、3363939、3363572 
迁安县公安局 
迁安市公安局：0315-7625941 
迁安县看守所 
河北迁安首钢办事处：0315-7616447 
首钢矿业结构厂 （地址是沙河驿）：0315-7011237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15/72336.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20/472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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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8 尉来和(518) 

 

受害人：尉来和(Wei, Laihe)，男，37 岁，家住河北省唐山市古冶

区林西合作工房 36-11 号，林西矿业公司下岗工人。 
酷刑致死地点：唐山市古冶区林西派出所 

案情简单描述: 
尉来和在学法轮功前，曾经嗜好赌博，自从修炼法轮功后，他变成了一个好人，街坊邻居都夸他真是一个走正路

的好青年。1999 年 7.20 后，尉来和因为坚持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多次被单位关押。 

2000 年的春天，他被单位非法关押了半个月后的一天早晨，一辆警车 3 个执法人员押着尉来和来到他家门口，让

他取 400 元钱做为他的生活费用。当时他家里没钱，只能从邻居家暂借 400 元钱，然后他被关入了河西区看守

所，这样一去就是半个月，原因是他不写“转化书”。 

2002 年 11 月 6 日早上，林西派出所的干警王振海把尉来和带到派出所，中午 12 点两个干警到尉来和的家中抄

家，并告诉他的家人说尉来和被关押了。期间尉来和以绝食来抗议林西派出所对他的非法关押。 

2002 年 11 月 9 日早晨，尉来和的妻子在林西派出所发现尉来和的脸色发黄，浑身也黄，连眼睛都是黄的，还呕吐

不止。她要求派出所立即放人，可是他们还是不同意放。就在尉来和绝食绝水到 16 日，眼看他就快不行了，所长

和指导员才同意放人，临走前还告诉尉来和的妻子说“先回家，事情还没完” 。 

尉来和在家人多方照料下也无济于事，于 2002 年 12 月 2 日死亡，死后留下了一个 7 岁的女儿，七旬的老父亲和

31 岁的妻子。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林西矿业公司 
河西区看守所 
唐山市古冶区林西派出所电话：0315-3561550、3561210 
王振海（干警） 
唐山市古冶区 610 办公室：0315-3563115  
郑俊刚（主任）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25/4165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2/8/61917.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5/28/51167.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2/27/30244.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2/24/43433.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6/9/367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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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9 张秀敏(590) 

受害人：张秀敏(Zhang, Xiumin)，女，50 岁，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县人，丰润县服装厂工人。 
酷刑致死地点： 

案情简单描述： 
张秀敏，因患喉癌曾经做了两次大手术，被医院判了死刑。1998 年修炼法轮功后，她已能说话、读书（以前说一

句话要喝一口水）。 

2000 年底在家炼功被抓，非法关押两天两夜后被家人保出来，于 2001 年初死亡。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丰润区公安局 (0315) 3127586 
唐山市公安局：(0315)2822350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11/46243.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13/332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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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0 刘德义(523) 

受害人：刘德义(Liu, Deyi)，，45 岁，河北唐山丰南市东田庄乡人。 
酷刑致死地点：河北唐山丰南市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刘德义被非法关押在丰南市看守所后，由于坚决不写“保证书”，遂被送入洗脑班，洗脑班里警察对刘德义进行迫

害，包括夏日被逼迫顶着烈日天天曝晒、跑步、下蹲、立正，遭狱警的侮辱、谩骂和毒打。 

刘德义于 2002 年夏被折磨致死。家属发现刘德义身上有多处伤痕。刘德义死后，丰南区公安及 610 强逼家属将他

火化，并严密封锁消息，以“跟政府对抗”相威胁，恫吓刘的家属不许上告。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丰南市看守所 
张荣恩（看守所所长） 
丰南市洗脑班 
孙书记 
丰南区公安及 610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42043.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5/305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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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1 姜秀云(608) 

 

受害人：姜秀云(Jiang Xiuying)，女，52 岁，河北省遵化市兴旺寨

乡土岗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唐山石人沟派出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 7 月 4 日至 8 日，兴旺寨乡和石人沟派出所勾结，抓补法轮功学员，姜秀云也是其中被非法抓捕的一位。

当时正是夏季高温，平均 39 度，有两天 39.4 度，石人沟派出所干警将姜秀云每天两遍在外面晒，一顿只给半碗稀

粥。 

后来有连续三天干警不给姜秀云饭吃，7 月 26 日那天下雨，姜秀云被迫在外面淋了一天，导致身体极度虚弱。石

人沟派出所一看不行了，就将姜秀云送回家，回家 10 分钟后姜秀云就去世了。 

当记者致电当地有关部门，兴旺寨乡政府、石人沟派出所及黄土岗村干部竟异口同辞地称：52 岁的姜秀云是“因为

年纪大了死的”。不过他们也承认，姜秀云是从洗脑班回来后“不到一宿死亡”的，并透露，姜秀云的家人曾因姜秀

云之死到县政府上访。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唐山石人沟派出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15/46499.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16/46571.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17/33401.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27/338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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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2 周玉芹(966) 

受害人：周玉芹(Zhou, Yuqin)，女，59 岁，家住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中屈庄 132 号。 
酷刑致死地点：唐山开平洗脑班 

案情简单描述： 
周玉芹修炼前患肠癌，失去劳动能力，于修炼后，完全康复。 

2001 年 6 月 9 日，周玉芹被开平派出所干警张志强等人从家中绑架到开平洗脑班，每天只给三个半馒头，没有

菜。在身体和精神双重残酷摧残下，身体越来越虚弱，至 7 月 20 日已生命垂危，开平洗脑班怕担责任，让家人接

回家。回家 40 天，经家属多方救治无效，于 2001 年 9 月 1 日死亡。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唐山开平洗脑班（开平洗脑班现已解体） 
开平派出所 
张志强（干警）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26/75639.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6/2/487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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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3 戚素珍(997) 

受害人：戚素珍（Qi，Suzhen），女 ，61 岁，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栗园镇刘庄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栗园镇派出所 (死于家中) 

案情简单描述：  
戚素珍炼法轮功前患多种疾病，炼功后完全康复。因她多次为法轮功讲清真相，先后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派出

所、镇政府遭受迫害。在家庭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又先后被非法罚款 1500 元。栗园镇派出所又多次在她家附近蹲

坑，夜闯民宅进行骚扰，她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于 2004 年 5 月 15 日去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栗园镇派出所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6/30/78289.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7/16/502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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