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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刘书松 (186) 

 

受害人:刘书松，男，28 岁，河北省沧州市沧县杵龙堂乡西卷子村人，医生。 
酷刑致死地点: 石家庄市公安局政保大队 

案情简单描述： 
刘书松 1998 年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医学系，分配到北京市平谷县医院外科工作。 

刘书松于 2001 年 3 月 6 日凌晨 2 点在石家庄开往北京的列车上和另二位法轮功学员被无故

非法拘押到石家庄市公安局政保大队（石家庄新华交警大队院内）。由于不报姓名，警察们

用拳头、警棍打，然后把他铐在五楼楼顶。刘书松于 2001 年 3 月 6 日下午 4 点左右趁警察

打开手铐时跳楼的，随即不久后刘书松即被抓了回去，同被拘押的法轮功学员聴到他被带到

办公室里问话，时间大约在 20 分钟以上。刘书松在跳楼后并没有摔伤，但在 3 月 8 日下午

其父母却接到儿子的死亡通知书。 

刘书松的父亲接到石市公安局的通知后于 9 日在河北省医院太平间看到了书松的尸体。尸体

已经冻住，头顶、头后都有伤，胸部两侧各有 4 个电棍电击伤痕，约在胸部 3-5 肋间斜向排

列，警察竟解释说：是静脉穿刺留下的，左手手腕处已烂得很深，右手腕处大片青瘀，骶

骨、跟骨外露粉碎。家属要求看在省医院抢救的记录及病历及他生前的供词，公安们均不给

看，还一味地催促家人赶快将尸体火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石家庄市公安局政保大队 
大队长 马文生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5/20/11270.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5/26/11473.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5/25/11439.html#chinanews0525-1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5/20/11270.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3/15/9052.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5/28/10441.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5/28/10442.html 

中央社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liushusong0807.html 2001 年 5 月 27 日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1979#_ednref1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5/20/11270.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5/26/11473.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5/25/11439.html#chinanews0525-1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5/20/11270.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3/15/905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5/28/10441.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5/28/10442.html
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liushusong08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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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杨妹(279) 

 

受害人:杨妹，女，23 岁，河北省沧州市小王庄信用社职工，家住水专宿舍。 
酷刑致死地点: 沧州市第二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1999 年 7.20 时，因杨妹曾进京上访，被单位领导和当地公安接回后需交纳 4000 元罚款。在

工作上除了不让她歇班及整月值夜班外，还扣发她的工资，每月只发 200 元的生活费，再后

来，连生活费也不给。 

2001 年 6 月，杨妹因告诉同事她仍旧炼法轮功，遭单位领导刘振良拘捕而后被停职。后被关

押在沧州市第二看守所。在狱中警察对她进行非人的折磨，除强制劳动不让休息外，还给杨

妹带手铐脚镣，铐死人床，下胃管（胃管在胃里一直插着，五六天才给拔下来一次），到后

来杨妹大小便都失禁了，脚都肿成四方型，身上脱了好几层皮。杨妹于 10 月 10 日开始绝食

抗议，她被带过手铐脚镣、上过刑具（死人床），给死刑犯带的手铐脚镣都缠上布条，可给

她带的都是裸露的。在绝食期间被强行灌食，警察让一名不懂医学护理知识的做饭的老鳏夫

负责灌食，所用的东西根本不消毒，灌食的食物是盐水和的面糊，或是加入自来水的牛奶，

全是冰凉的，灌食时把人关进小号铐在铁床或铁椅上（为升级迫害，警察们扩建小号监牢，

购置了 6 把铁椅专门法轮功学员），叫犯人帮助扭住被灌食者的头、掐着腮帮子、捏着鼻

子，掐得嘴和腮帮子都烂了，她在 10 月 19 日下午被强行灌食，于 2001 年 10 月 20 日上午 6
点多被警察迫害折磨致死。杨妹死时被单独关押，睡在“死人床＂上，手、脚被铐着，从她

嘴里拔出的灌食用的管子都是黑的。死时胸上方发青，身上布满红点，双手肿胀。 

死后警察不让家里办丧事，不让验尸，几天后尸体被拉到火葬场强行火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河北省沧州市小王庄信用社 刘振良 
沧州市公安局: 03172026851 
沧州市第二看守所：03172062329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5/12/50067.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2/18947.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24/18497.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19/35887.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1/10/15608.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0/26/15096.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1979#_ednref2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5/12/50067.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1/2/18947.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24/1849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19/3588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1/10/1560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0/26/150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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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卫朝宗(448) 

受害人:卫朝宗，男，四十岁 ，河北省沧州肃宁县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 石家庄劳教所第二大队 

案情简单描述: 
卫朝宗于 2001 年 8 月底被沧州市公安局防暴大队非法抓走，在那里狱警用皮带抽，打耳光

等折磨他，第二天被送往沧州市第一看守所。卫朝宗在第一看守所里绝食抗议迫害，而被绑

在铁床上，狱警们还一边按动机关使捆绑他的皮带迅速地往里收缩，将他的右手臂拉长了一

寸多，皮带勒得很深都快勒到骨头，毒刑使卫朝宗昏了过去。39 岁的人被狱警摧残得弯腰、

驼背，象个老头。10 多天后，公安怕承担责任，把他放回了家。 

2002 年 4 月 17 日沧州市公安局再一次将卫朝宗夫妻二人非法抓走，分别关进第一、第二看

守所。5 月 1 日卫朝宗被送往石家庄劳教所第二大队，在那里狱警对他进行严厉监控，24 小

时不许随便动，一动就是一个耳光，拳打脚踢，百般折磨，甚至把他吊起来上大挂，每天只

给一口馒头吃。在石家庄劳教所酷刑折磨 3 个月将他折磨得皮包骨头，瘦得变了形，奄奄一

息。8 月 1 日劳教所怕承担责任，通知其哥哥将其接回家。卫朝宗回家后已不能进水进食。

在这种情况下，狱警还逼迫他哥哥替他写所谓的“悔过书”。 

卫朝宗于 2002 年 8 月 10 日去世。其妻杜玉琴被非法判刑 8 年，当局不准她为丈夫送葬。石

家庄劳教所第二大队 30 日拒绝证实卫朝宗是否曾在该处关押过，一值班人员称：“能随便告

诉你吗？”“这关的人多了。没法查。”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沧州市公安局防暴大队 
石家庄劳教所第二大队 
沧州市第一看守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9/2/35961.html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30/35834.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9/1/26027.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1979#_ednref3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9/2/35961.html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30/35834.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9/1/26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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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宋兴国(528) 

 

受害人：宋兴国(Song, Xingguo)，男，29 岁，河北省沧州黄骅市藤庄乡朱里口村法轮

员。 
酷刑致死地点：邯郸市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19 岁时宋兴国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病，常常大口吐血，久治不愈。缠绕了他七年的病就在他修

炼法轮功之后不知不觉的痊愈了。 

1999 年 7 月 20 日之后，他几次被抓进黄骅市看守所洗脑，在他第三次进看守所时，他以绝

食方式抗议迫害，一个月后被释放。回到家中，他身体很快恢复，便开始上班。2001 年 11
月初，警察再次从家中把他带走，这次他被非法判劳教两年，进了石家庄劳教所。 

宋兴国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劳教所期间绝食抗议迫害。石家庄劳教所狱警王青等人将他双

手、双脚铐在床的四框处强行灌食，灌食的食物里经常放入很多很多的盐或灌食垃圾桶里捞

起的东西，在强行灌食过程中下巴经常被扭的脱臼。宋兴国其左手臂在石家庄劳教所时也已

被打断。 

2002 年 10 月，狱警看到已绝食一年的他将不久于人世，不但没把他送回家，也不通知家

人，而是把他送到离家更远的邯郸市劳教所。转到邯郸时，在他奄奄一息的情况下，邯郸市

劳教所的狱警们采用插胃管这种痛苦的方式给他灌食，11 天后的 2002 年 11 月上旬，宋兴国

在邯郸市劳教所被迫害致死，年仅 29 岁。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黄骅市看守所 
石家庄劳教所 
狱警王青 
邯郸市劳教所：0310-4010037；0310-4010957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3/42140.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4/19/48665.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8/30679.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21/34755.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1979#_ednref4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3/42140.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4/19/48665.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8/30679.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21/347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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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 顾亚楼(264) 

 

受害人：顾亚楼，男，32 岁，河北省沧州河间市北石槽乡满堂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 任丘公安局 

案情简单描述:  
2001 年 8 月 10 日晚 11 时顾亚楼因张贴真相材料，而被抓至北汉派出所，8 月 11 日上午 10
点押送至任丘公安局国安大队。8 月 13 日中午家属得知下午提审，警察们索要 2 万块钱才答

应提审后放人。8 月 14 日家属筹好了钱准备去接人的时候，公安局告知家属顾亚楼在五楼提

审时晚 7 点半左右死亡。 

沧州一法医检验尸体，发现顾亚楼头部钝器击伤一坑，满脸血迹；左肩有电棒击的两个黑

斑；臀部以上有胶皮抽打的痕迹；右腿肚上有一 1 寸半深的窟窿；双脚跟皮肉外翻，骨头裸

露；双腿小腿发紫，两腿严重骨折；坠楼后背着地，而且流血量非常少。 

家属看后不到半小时，警察就催促穿衣火化，对家属提出的问题不做正面回答。任丘检察

院，公安局正、副局长等人也亲临现场亲自督阵，强制家属签字，火化尸体。之后，公安对

外声称顾亚楼跳楼而死。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北汉派出所 
任丘公安局国安大队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2/11/24720.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9/28/17158.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2/13/18704.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1979#_ednref5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2/11/24720.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9/28/1715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2/13/187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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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 安秀坤(29) 

 

受害人:安秀坤(An, Xiukun)，女，49 岁，河北衡水市中心小学教师。 
酷刑致死地点:衡水路北（行政）拘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1999 年 10 月下旬，衡水市中心小学校长李兰江私设公堂，将安秀坤非法关押 16 天，白天上

课，晚上强迫写保证、交书。 

1999 年 11 月下旬，安秀坤进京上访，被天安门公安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后被中心小学校

长校长李兰江从北京接回，11 月 30 日被人民路派出所的二个警察送进衡水路北拘留所拘留

一个月，每天交生活费 20 元，一个月交 600 元。 

2000 年 5 月，桃城区教育局局长马丙善、副局长张国良，把安秀坤私自关押在学校楼上，多

人看守且不让回家。学校单位以她修炼法轮功为名，对她进行二年的处分，罚款 2800 元，

并连续几个月扣发工资，只发生活费 280 元。 

因对单位对她处罚不公，安秀坤曾多次向领导反映，未得到任何答复，于 5 月 21 日去北京

公安部上访，被接回后非法关押在区教委招待所，24 日被关进路北拘留所。 

5 月 25 日在拘留所的第二天，安秀坤因拒绝写不炼功的保证，被强行带“牛鼻子”背铐，昼夜

不摘，致使她吃饭，睡觉，大小便都十分困难。安秀坤以绝食抗议警察的残酷折磨，安秀坤

的家人听说后，6 月 2 日下午 5 点送营养品到拘留所，希望安秀坤能吃，但遭耿占伍（路北

行政拘留所所长）拒绝转交。安秀坤绝食到第六天，由所长耿占伍指使崔德儒（衡水市看守

所警察）、申中山（路北行政拘留所警察）对她强行灌食，他们把安秀坤摁在椅子上，两腿

被压着，胳膊拧到椅子后面，一人使劲压着她的头，一人捏着她的鼻子，耿占伍用开口器撬

开她的嘴，用灌满了食物的大粗针管非常快的强推进食，食物从嘴里、鼻子流出，到处都

是，喘气呼吸都困难，因食物灌进肺部，造成连续不断的剧烈咳嗽，咳出的物中都带血。 

6 月 6 日安秀坤大小便失禁，昏迷不醒，在拘留所输液无效的情况下于晚上 10 点住进了地区

医院内一科，尽管这样仍不让家属接见。直至住院后隔一天（6 月 7 号上午 11 点）才通知家

属。安秀坤于 6 月 11 日早上 7 点 30 分死在医院。 

安秀坤死后，她的先生张其珍找到衡水市市委、政府、人大、妇联、教委、区委各级领导，

无人过问，张其珍到医院要求看病历，被公安局封锁，说必须有公安局的信才能看病历。就

这样安秀坤的尸体一直存放在医院 15 天，没有葬礼，遗体在公安局的严密封锁下于 6 月 25
号强行火化。 

安秀坤被迫害致死一个月后，2000 年 7 月衡水公安局“610”无故将张其珍判劳教三年，送至

保定劳教所。在强制洗脑中，警察将张其珍五花大绑在椅子上、铐在暖气管上，不让睡觉，

随意打骂，用电棍撬开他的嘴，电舌头，电腹部、大腿内侧，打他嘴巴。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1979#_ednre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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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衡水市中心小学 
校长李兰江：0318-2114540 
天安门派出所 
人民路派出所：0318-2026977 
衡水路北（行政）拘留所：0318-2102623 
耿占伍（所长）：0318-2125722（办）、0318-2053173（宅）、 
13833802017（手机） 
申中山（警察） 
衡水市桃城区教育局：0318-2022339 马丙善（局长）,张国良（副局长） 
衡水市桃城区教委招待所 
衡水市看守所： 0318-2125722,崔德儒（警察）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6/19/77462.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2/31/63743.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7/28/3429.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7/27/3413.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7/3/49797.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1/22/44310.html 

美国之音：2000 年 7 月 27 日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7/29/4064.html 

美联社：2000 年 7 月 26 日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7/28/406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6/19/77462.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2/31/63743.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7/28/3429.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7/27/341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7/3/4979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1/22/44310.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7/29/4064.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7/28/40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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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7 王冬梅(925) 

受害人:王冬梅(Wang, Dongmei)，女，三十多岁，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某镇教师。 
酷刑致死地点:石家庄劳教所五大队 

案情简单描述： 
王冬梅于 2001 年在衡水市洗脑班被强制洗脑迫害后，又被送石家庄劳教所五大队非法劳

教。在劳教所期间，她受尽了酷刑折磨和精神摧残。上绳、电棍电、不让睡觉、长期隔离。

由于狱警们利用各种手段都无法逼迫王冬梅放弃修炼法轮功，就把她转送精神病院，继续使

用药物摧残。 

后来王冬梅被保外就医接回家，邻居看到她精神恍惚，行动迟缓，说话反应迟钝，痴呆，很

多事情已不能想起，记忆力减退。问她怎幺被送精神病院的，她慢吞吞的说自己什幺都不知

道；问她在医院干什幺，她慢吞吞的回答：吃药、打针；问她是否被强制吃药、打针，她

说：是。她的两臂还有被上绳时的伤疤，呈黑紫色的一道道痕迹。王冬梅因被药物摧残得神

志不清，于 2004 年 3 月 12 日落入水塘丧生。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 

衡水市洗脑班 
石家庄劳教所五大队 
精神病院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7/7/53612.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7/17/38188.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1979#_ednref7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7/7/5361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7/17/381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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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8 肖新改(219) 

 

 

受害人:肖新改(Xiao, Xingai)，女，39 岁，河北衡水市南华街人，衡水市造纸厂职工  
酷刑致死地点:衡水市第一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 12 月 20 日，因肖新改张贴“法轮大法好”的传单，被跟踪的公安非法抓捕。12 月 22
日在审讯时遭到桃城区公安局公安一科干警的毒打，随后干警李强让肖新改一手上举一脚着

地做“金鸡独立”，站了半天时间。当晚肖新改就被送到衡水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 

2001 年春节期间，衡水市第一看守所所长司新坤、干警崔德儒在毒打一位山东的法轮功学员

时，肖新改前去阻止，随后她即被带到管教室进行殴打，并给带上牛鼻子背铐。在带背铐的

第三天晚上，刑事犯人要求值班干警张波给肖新改换前铐，张波竟说：不行，手得被铐得破

了开了花才给换前铐。这样背铐到第五天，在给灌食时才摘下背铐，这时肖新改身体已非常

虚弱，她的脸、腿开始肿，胃部剧烈疼痛，随后腹部肿胀，还经常晚上吐，两三天才吃一顿

饭，而且高价买的菜都是变质油做的。 

即使这样肖新改还被迫进行繁重的劳动，直到 4 月份肿得全身没有力气，她才停止了干活，

可是劳教所对这种情况仍然不闻不问。号长看肖新改病情严重，报告管教，过了几天所长才

来看肖新改，没说什幺就走了。又过了几天，肖新改晚上吐黑血，有个刑事犯叫留下吐的血

让所长看（因他是医生），可是所长他只是看了肖新改一眼就又走了。直到 4 月 27 日左

右，他们才给肖新改去看病。在肖新改被抢救期间，检察院还去送起诉书。2001 年 6 月 15
日晚 6 点，肖新改停止了呼吸，医院也没检查出是什幺病。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桃城区公安局公安一科 
李强（干警） 
衡水市第一看守所 
司新坤（所长） 
崔德儒（干警） 
张波（干警）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27/12555.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6/30/11802.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1979#_ednre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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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9 柳连义(90) 

 

受害人:柳连义(Liu, Lianyi)，男，54 岁，河北景县人。 
酷刑致死地点:河北景县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1999 年 10 月 31 日柳连义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被景县梁集乡派出所聂所长绑架后毒打，然

后送进景县看守所非法关押，并罚款 2700 元，交于县公安局副局长杨文庄、政保股人员张

华胜。 

在景县看守所里警察唆使刑事犯多次殴打柳连义。11 月 1 日，柳连义因为不背监规遭到犯人

们的毒打。犯人朱永山只要问及柳连义：你还炼不炼法轮功？柳连义只要一说：炼！，就马

上被朱永山正踢胸口踹倒在地，直到朱永山累得不想打了才停止。这之后，柳连义就经常用

手捂着肚子靠着炕蹲在一边。 

11 月 2 日中午午饭时，柳连义刚刚咬了一口窝头，就突然倒在地上，蜷缩着身体抽动不止，

大小便失禁。法轮功学员们急忙高呼管教人员，他们却根本不加理睬。直到犯人们看到柳连

义挺直身子在地上翻滚起来，觉得事态紧急，也开始喊起管教来，管教走过来后不紧不慢地

回答：看看再说。过了一阵，管教一看真的不行了，才叫来一个医生，往柳连义的嘴里塞救

心丸、打强心针、量血压，不见好转后才将人送到医院去。柳连义送医急救后仍不治死亡，

看守所通知家属说：柳连义是死于心脏病突发。 

 
柳连义身份证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景县梁集乡派出所 聂所长 
景县看守所 朱永山（刑事犯人） 
景县公安局 杨文庄（副局长）,张华胜（政保股人员）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2/28/2000 年 12 月 28 日大陆综合消息-6096.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3/5456.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1979#_ednre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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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0 张建勋(485) 

 

受害人:张建勋(Zhang, Jianxun)，男，64 岁，河北省衡水安平县县后刘营村人，民政

工。 
酷刑致死地点:石家庄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 8 月 9 日，张建勋从信访局上访回来后，被关押在安平县看守所，非法拘留 20 天，

这期间还被强迫劳动。后来，安平县县公安局政保股股长侯大健（他还是张建勋的亲戚）向

家属勒索了 2000 元，才把他放出来。之后安平县民政局也停发他的工资。 

2001 年 2 月 4 日，张建勋被强行带到安平洗脑班，因不写放弃修炼的“保证书”被非法拘留 12
天。2 月 21 日民政局王全政、赵记永再次从家中把他带走，关进安平县看守所，而后被非法

判刑一年，5 月 17 日被送到石家庄劳教所。在石家庄劳教所里张建勋受尽了折磨，先是进了

严管班，在严管班里走路要撅着，不许东张西望，不许抬头，否则就要受到当班长的犯人的

凶残毒打。每天早晨 6 点钟一起床就要面墙蹲着，还要进行近 20 小时超强度劳动，张建勋

在被强迫劳动几天后连走路都会摔跤，摔倒后就爬不起来。警察看张建勋不能干活了，就把

他从三中队调走。二中队警察就不许张建勋睡觉，一天 24 小时轮流看管着，到第三天时张

建勋突然不能说话，记忆力也失去了，医生诊断为脑溢血。劳教所怕承担责任，通知张建勋

的亲属办了保外就医，同时勒索 240 元。回到家后，家人发现他走路东倒西歪，左脚的二脚

趾甲脱落，右手的大拇指指甲里有个紫泡，神志不清，大小便都不知道，不能自己起床，吃

饭不能自理，不能说话，于 2002 年 6 月 13 日含冤去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安平县看守所：0318-7524363 
安平县公安局：0318-7524205、0318-7524670、0318-7524652，侯大健（政保股股长） 
安平县民政局：0318-7524331，王全政、赵记永 
安平洗脑班 
石家庄劳教所 二中队、三中队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13/4636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8/7191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10/17/38154.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10/15/38026.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22/34785.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0/17/276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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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1 刘秋生(352) 

 

受害人:刘秋生(Liu, Qiusheng) ，男，45 岁，河北省阜城县崔庙乡清东涯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阜城县公安局 

案情简单描述: 
2002 年 2 月 2 日阜城县崔庙派出所警察闯入刘秋生家中将他拖到院中，揪住头发一顿暴打，

刘秋生头发被揪落，浑身是土。他 65 岁的母亲上前阻拦，遭警察大骂一顿，并将他母亲也

打倒在地，刘秋生母子二人被强行绑架到阜城县公安局，并将刘秋生家中的法轮功书籍，录

音机，摩托车等私人财物抢走。 

刘秋生被绑架到阜城县公安局后，警察将他绑在椅子上，公安局副局长寇文通和政保股股长

张治军对刘秋生大打出手，毒打近两个小时，直到把他打得昏了过去才住手，第二天刘秋生

的母亲去厕所看到他的脸部已变形，耳朵青紫。 

刘秋生仅被关押 20 天，于 2002 年 2 月 22 日晚 9 点迫害致死。23 日上午阜城公安局通知清

东涯村大队会计、清东涯村支书，谎称刘秋生生病，将他未成年的儿子刘东（16 岁）骗至医

院，强行解剖尸体。刘东不同意，要求等母亲到场，警察骗刘东说早已通知，不久就能赶

到。解剖完后又骗刘东签名。解剖中，刘东看到父亲刘秋生的肺部发黑，背部瘀血，脑颅骨

打开后，看到大脑有破伤、积水。解剖完尸体后，法医立即将内脏、大脑取走，将裸露的尸

体弃置不管。 

刘秋生妻子得知丈夫的死讯后，立即赶到医院，只看到刘秋生的右耳、右脸、胸部呈青色。

刘秋生的妻子要求出示解剖报告，说明死因，警察默认无病而亡。但次日，警察及法医又改

口称刘秋生死于“脂肪心”。 

阜城县警察 2 月 23 日下午通知刘秋生家属傍晚要将尸体火化，但家属不同意。阜城县公安

局出动一百多名警察阻止刘秋生的家人靠前，把刘秋生全家老少关进公安局内，将刘秋生的

遗体抢走强行火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阜城县崔庙派出所：318-482-8937 
阜城县公安局：318-462-2436，寇文通（副局长），张治军（政保股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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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2 刘富瑟(486) 

受害人:刘富瑟(Liu, Fuse)，女，67 岁，河北省衡水市深州市人，农业局退休干部。 
酷刑致死地点:深州市洗脑班 

案情简单描述： 
1999 年 11 月刘富瑟因进京上访，被关押在深州市看守所长达 6 个多月，期间因坚持修炼法

轮功，看守所所长程玉良指使犯人建华给她戴上手铐、脚镣，并且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素

卿，50 多岁，深州市白庄村）长期同戴一副镣铐，吃饭、走路都非常的不便。在看守所里每

顿饭只有一个窝头和老咸菜，窝头有时不熟，还有老鼠粪，刘富瑟还时常遭深州市看守所警

察的咒骂，并被逼迫干活。 

2000 年 11 月 2 日，就在刘富瑟还关押在深州市看守的同时，深州市农业局领导办理了开除

留用刘富瑟二年的手续，理由是她曾于 99 年 11 月份进京上访。 

刘富瑟之后被转入深州市洗脑班非法关押 5 个多月，期间深州市政保科科长尚运航及几个警

察还对她搜书及不断的骚扰。洗脑班封闭严密，不让出门，没有自由，不让家人探视，不写

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就得长期关押，这给刘富瑟精神上造成了极大的摧残。2000 年冬

刘富瑟从洗脑班走脱，至此开始被迫流离失所。由于长期的肉体和精神折磨致使刘富瑟于

2001 年 7 月去世。 

深州市公安局政保科一女性人员证实说，刘富瑟于去年 7 月死在外面的，不是死在深县。该

女士又马上特意说，“谁也没有抓她，她自己出去的。”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深州市看守所：0318-3312136，程玉良（所长），建华（犯人） 
深州市农业局领导 
深州市洗脑班（法律管制学校） 
深州市公安局 ：0318-3312134，尚运航（政保科科长）0318-3315858（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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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10/17/38154.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10/15/380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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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3 杨云(1008) 

 

受害人:杨云（Yang，Yun），男 ，43 岁，河北省石家庄铁路分局衡水工务段职工  
酷刑致死地点: 

案情简单描述: 
杨云于 1996 年得法，得法前患有严重的肺心病、支气管炎等多种疾病，并对二十多种食物

过敏。得法后无病一身轻，身体健康。 

2000 年 5 月 22 日杨云和衡水的二十多位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被警察抓回后，关押在衡水

市行政拘留所、衡水市看守所迫害。2002 年 2 月因江泽民来衡水，石家庄铁路分局法轮功学

员打横幅抗议，石家庄铁路分局把所有法轮功学员抓进省洗脑班迫害，强迫各自单位向省洗

脑中心交 1 万元“学费”。杨云于 2002 年 3 月 1 日被抓进河北省洗脑中心。杨云从早上 8 点由

单位和衡水市 610 押送到省洗脑中心，一直到夜里 12 点，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和洗脑班人

员轮番对他进行精神迫害，不让他休息，直到他喘不上气，不能呼吸，憋得浑身发紫，脸铁

青，大汗淋漓，虚脱才罢手。第二天下午，杨云被单位的人接回。由于省洗脑中心的迫害，

杨云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 2003 年 4 月 19 日含冤离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衡水市行政拘留所 
衡水市看守所 
河北省洗脑中心 
石家庄铁路分局 
衡水市 610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7/17/79623.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8/22/516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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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4 寻瑞林(463) 

 

受害人：寻瑞林(Xun, Ruilin)，男，49 岁，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成安镇东关南人。 
酷刑致死地点：邯郸临漳县公安局 

案情简单描述: 
寻瑞林性格善良，熟悉他的人都称他是位罕见的好人。他炼法轮功前患头痛病多年，四处求

医问药，不见疗效，受尽病痛折磨。97 年修炼法轮功后，顽疾不翼而飞。 

1999 年国庆节期间，寻瑞林因至北京上访而被北京市公安局非法绑架及殴打。而后由邯郸市

公安局接回，并继续对寻瑞林施以迫害，警察们用手铐把他铐在椅子上，不让吃饭、喝水，

并非法搜身，将他所有的物品占为己有，后对他进行毒打。后来又被成安县公安局接回，局

长李志强对寻瑞林进行毒打折磨。由于寻瑞林坚决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后来又被送到成安县

看守所。关押一个多月后，罚款 5000 元才被放回。 

2000 年 4 月的一天晚上，寻瑞林在家中又被非法绑架。警察们以“怕他进京上访”为理由又一

次将寻瑞林关进成安县看守所。迫害两个月后，罚款 3000 元才放人。 

2000 年 10 月，成安镇派出所（城关镇派出所）所长王旭军，副所长范某和几名警察没有任

何证件的情况下闯入寻瑞林家中，以寻瑞林家中挂有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照片为由，

将寻瑞林再次关进成安县看守所。在看守所寻瑞林遭受酷刑，被长期戴铐并罚跪。成安县公

安局副局长吕建章对寻瑞林说：你既然不怕罚款，那就把你永远关押下去。寻瑞林为了抵制

这种无理的迫害而绝食抗议，政保大队的田贵生知道他绝食后，不但没有对他生命丝毫的担

心，还故意不让家人知道他的情况，试图用灌食加强迫害。在绝食 6 天后警察担心寻瑞林快

不行了，才通知家人来接他。那时寻瑞林是被人背出来的。 

2002 年 8 月 31 日，68 名法轮功学员在成安县北乡义乡丁庄村开法会时，全部被绑架，寻瑞

林也是其中一位。李志德（成安县公安局局长）带全县干警包围了会场，抢走了法轮功学员

的书、资料、钱、手机等贵重物品。干警们用皮鞭、绳子疯狂毒打这些法轮功修炼者，4、5
个恶警围攻殴打寻瑞林，他的白色衬衣都变成了紫红色，浑身是血。而后被关押在成安镇派

出所，在那里干警对寻瑞林继续严刑逼供，寻瑞林以绝食绝水抗议非法关押及迫害，三天后

寻瑞林又被带至临漳县公安局，由于寻瑞林从开始就一直绝食，临漳县与成安县公安局合谋

对他进行灌食摧残，并拒绝家人探望，封锁一切消息。 

2002 年 9 月 8 日寻瑞林被迫害致死后，家人才接到通知。临漳县公安局为了掩盖事实，故意

把尸体送到临漳医院，等家人见到后摆出刚抢救过的假像。家属到医院见到寻瑞林尸体时，

寻瑞林是睁着眼，半握拳，脸向右边歪，左脸耳根有黑紫淤血，嘴角有白色乳状物。临漳县

公安局局长郝 XX 还叫来大批警察，在停尸房安排警察把守，阻止家属看望尸体，还与邯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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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检察院来的人勾结，试图向家属施压，威胁家属必须立即火化，不许将尸体运回也不让照

相。事后假惺惺地拿出 2300 元钱当安置费，强逼家人签字，说寻瑞林的死与他们无关。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 
邯郸市成安县公安局 电话：0310-7211245，0310-7210110 
成安县公安局 
局长：李志强 0310-7280988、13903305666（手机） 
副局长：吕建章 0310-7280968 、13703302182（手机） 
政保大队：田贵生 
成安县看守所 所长：樊维生 0310-7211464、13931042712（手机） 
成安镇派出所(城关镇派出所)所长:王旭军 0310-7211592 、13831037999(手机),副所长:范某 
临漳县公安局：0310-7866050 
临漳县公安局 局长：郝 XX 
邯郸市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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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5 卢兆峰(462) 

 

受害人：卢兆峰(Lu, Zhaofeng), 男, 39, 河北省邯郸大名县垫头乡刘庄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高阳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1999 年 4 月 25 日，卢兆峰到北京向中央领导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7 月 19 日大名县公安

局怕他再去北京上访，把他关押在垫头乡派出所 7 天，后又把他转送到大名县拘留所非法关

押 13 天。99 年农历 10 月 11 日，大名县公安局政保股及垫头乡派出所以谈话为名，本欲将

他从家中骗到大名县公安局，由于卢兆峰不配合他们的任何要求、命令和指使，而被河南南

乐县公安局强行押往南乐县公安局。在公安局里警察苏银怀踢他的腿，逼他下跪，卢兆峰被

关押在南乐县看守所达 4 个月之久。2000 年农历 2 月 6 卢兆峰被无条件释放，南乐县看守所

向其家属勒索押金 1000 元，生活费 800 元，至今未还。 

2001 年 6 月底，卢兆峰在大名县孙甘店乡遭人举报是法轮功学员，被抓入大名县看守所，因

当场头部受重创，大名县看守所被迫于一天后将卢兆峰释放。 

2001 年 10 月 14 日（农历 8 月 28 日）上午，垫头乡派出所高占士、周清文等几名警察闯入

卢兆峰家中，并向大名县公安局举报卢兆峰家中有印制法轮功资料的设备。上午 11 点左

右，县公安局遂出动十几辆警车，几十名警察，将卢兆峰家中的计算机，电话设备，电视机

及真相材料全部抄走，并将卢兆峰抓捕。在押往公安局的路上，一名胖警察骑在卢兆峰身

上，直到警车开进大名公安局，才从他身上下来。后来警察把他押回垫头乡政府大院，暂时

关押在那里。农历 8 月 29 日上午，卢兆峰家属接到通知让送换洗衣服，家属赶来后在卢兆

峰妻子为他买饭时（从被抓起他一直没饭吃），垫头乡派出所所长郑章社和乡政法委书记任

学贤等人将卢兆峰转移到大名县的一个招待所，关押 5 天后又将卢兆峰送到邯郸劳教所。 

邯郸劳教所里，在二队队长李海明的授意下，警察强行给卢兆峰套上头盔，对他进行殴打，

并施以橡胶棒打，皮鞋踢，不让睡觉，开批斗会等，企图要卢兆峰放弃修炼法轮功的念头。

卢兆峰被残酷折磨 12 天后，又被转送到河北保定高阳劳教所关押。 

高阳劳教所的管教们为了逼他放弃修炼法轮功，对他进行了更加残酷的迫害，对卢兆峰施以

毒打，挨冻，恐吓等。有一次警察恐吓他：“你再不转化，就将你活埋。”由于长期的非法关

押、重体力劳动，使原来健康的他身体越来越虚弱，再加上长期毛毯印花色浆毒素吸入肺

内，使得卢兆峰经常咳嗽、气喘、呼吸困难，三个多月不能正常吃饭，瘦的皮包骨，行走困

难，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劳教所还是不放人，只给他输液，打针（说是每天打一针链霉素）

以维持他的生命。最后看卢兆峰生命垂危了，才给他办了保外就医（查出患心脏病、肺结核

等疾病）手续，通知家属于 2002 年 4 月 12 日将他接回家中。 回家后，因劳教所长期的酷刑

摧残，卢兆峰双腿胀痛、抽筋、肌肉萎缩、呼吸困难，身体每况愈下。2002 年 6 月 30 日晚

上九点左右，离开了人世。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1979#_ednref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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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于 2002 年 8 月 24 日晚将卢兆峰坟墓挖掘，盗走尸体，在次日凌晨左右将卢兆峰尸体在

大名县殡仪馆私自火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大名县公安局 310-6587113 
垫头乡派出所 
河南南乐县公安局 
警察 苏银怀 
南乐县看守所 
大名县看守所 
垫头乡派出所：0310─6315110 
所长郑章社 
乡政法委书记任学贤 
高占士、周清文 
邯郸劳教所 0310-4010037 、4010707、 4010158 
二队队长李海明 
保定高阳劳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9/15/36601.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9/22/3691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14/46437.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9/18/26620.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1/340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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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6 张晓茹(624) 

 

受害人：张晓茹(Zhang, Xiaoru)，女，50 岁，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胜利桥人。 
酷刑致死地点：河南濮阳市公安局 

案情简单描述:  
张晓茹，原在邯郸市日报社工作。1999 年 7.20 到北京上访，被抓回后关押在邯郸市复兴区

派出所，张晓茹的家人和单位领导都去劝她放弃修炼法轮功。 

2000 年 3 月张晓茹又一次进京上访，被抓回后送邯郸市第二看守所，两个多月后，张晓茹家

人花了几千块钱把她赎了出去。出去后邯郸市复兴区派出所三天两头到她家骚扰，张晓茹丈

夫由于受江集团谎言的宣传，硬逼她放弃修炼，她不从，只要派出所一来，她丈夫就对她大

打出手，弄的张晓茹脸上总是有伤。 

2000 年 8 月，邯郸市复兴区派出所又到家里骚扰，警察看到张晓茹家有法轮功的真相资料，

就又把她抓走，再次送进邯郸市第二看守所。被关押 5 个月后，于 2000 年底被判劳教一

年，送石家庄劳教所。2001 年 5 月被 

放回后，张晓茹继续向人们讲真象，被邯郸市 610 团伙及复兴区派出所警察连续骚扰，并唆

使她的丈夫对她进行毒打。最后被迫流离失所将近两年。 

2003 年 2 月 27 日，张晓茹在河南省濮阳市在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有人告密，被大庆路

派出所绑架，送文华龙区公安分局，后又送濮阳市公安局。在审问时，由于张晓茹非常坚定

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王海真（河南省濮阳市公安局副队长）恼羞成怒，对她拳打脚

踢，百般折磨，在一周内将张晓茹活活打死。濮阳的警察为了推托责任，还说张晓茹是跳

楼。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邯郸市复兴区派出所 
邯郸市第二看守所 
邯郸市 610 
石家庄劳教所 
河南省濮阳市大庆路派出所 
河南省濮阳市文华龙区公安分局 
河南省濮阳市公安局 
副队长王海真 (打死张晓茹的直接责任人) 
张晓茹丈夫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1/514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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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27/6341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27/47256.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6/17/37056.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29/339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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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7 王书军(990) 

受害人：王书军(Wang, Shujun)，男，36 岁，河北省邯郸成安县林里堡乡王彭留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邯郸市洗脑班（邯郸劳教所专管队）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 10 月 1 日，王书军因进京上访，被绑架回来后被非法判刑三年，关押在石家庄第四

监狱。在那里王书军因不放弃修炼受尽了折磨，于 2003 年 10 月才被放回家。 

2004 年农历 1 月初 6，又被成安县公安局闯入家中，强行绑架到成安县县看守所。当时王书

军刚从监狱回来不久，身体还很虚弱，被迫害得生命出现危险。家属找到公安局要人，连日

红（成安县政保股股长）故意推脱责任不肯放人。后来在家人的坚决要求下才把人放出，但

又敲诈 2000 元，关押 2 个多月才把人放回。收钱时没有给任何手续。 

 2004 年 4 月王书军再次被曹志霞（邯郸市 610 主任）指使连日红等 4、5 个警察，以王书军

不转化为由，当天就被送到邯郸市第一看守所关押，然后再送进邯郸市洗脑班（邯郸劳教所

专管队）。在邯郸市洗脑班里王书军受到惨无人道的摧残，王书军绝食抗议 20 多天。在洗

脑班关押一个多月后，王书军已是奄奄一息，但仍坚决不写放弃信仰真、善、忍的保证书。

后来曹志霞看王书军身体实在不行了，怕担责任才放他回家。可长期的迫害使王书军的身体

再难恢复，于 2004 年 6 月 20 日凌晨 4 点去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石家庄第四监狱 0311-7751912、7754977、7755775 
成安县公安局 
成安县看守所 
成安县政保股股长：连日红 0310-7212511（宅）、 13803291509（手机） 
邯郸市 610 主任： 曹志霞 0310-7413519（办） 13803101111 （手机） 
0310-3158028（宅） 
邯郸市第一看守：0310-4042017 
邯郸市洗脑班（邯郸劳教所专管队）：0310-4010158、4010957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6/23/77731.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6/30/49675.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1979#_ednref17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6/23/77731.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6/30/496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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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王改便(687) 

受害人：王改便(Wang, Gaibian)，男，63 岁，河北邯郸武安市大同镇同乐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河北邯郸武安市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2 年 3 月，王改便因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大同镇派出所劫持，送至武安看守所。在武安看

守所里警察强制他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撕棉丝。有时警察用皮鞭打他的手，还长期罚

站，直至王改便身体已经很虚弱了，警察仍不放人，又非法将他判了劳教。于 2002 年 6 月

送到邯郸劳教所，因身体被迫害得多处有病，劳教所拒收。又回到武安看守所，这期间王改

便被折磨得双腿浮肿，进食困难，奄奄一息。武安看守所怕担责任，才让家人把他接回家，

并且又勒索 3000 元。回家后王改便身体一直无法恢复，于 2003 年 4 月 18 日离开人世。 

武安大同镇派出所( 0310-5959213)日前证实王改便于年 4 月死亡。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河北武安市看守所 ：0310-5610878 
武安大同镇派出所：0310-5959213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23/50856.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26/36184.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14/470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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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9 刘焕青(302) 

 

受害人：刘焕青，女，58 岁，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胜利桥人，邯郸市医药公司职工  
酷刑致死地点：邯郸第二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刘焕青因不放弃学炼法轮功，曾三次被复兴区胜利桥派出所及复兴区公安局警察非法关押拘

留在邯郸第二看守所。第一次关押一个月，第二次关押五个月，最后一次在 2000 年 10 月 6
日，警察再次将她从家中绑架，非法关押在邯郸市第二看守所长达十个月之久。这期间她曾

被戴上沉重的脚镣、手铐，常被所长赵 xx、副所长崔树敏殴打折磨，用电棍击打全身，使刘

焕青身体和精神受尽了野蛮摧残，体重由原来 140 斤降到不足 80 斤。直到生命垂危奄奄一

息时邯郸第二看守所为了推托责任才允许家属把她接回家，但身体已无法恢复，回家后不到

一个月时间刘焕青就离开了人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邯郸市复兴区公安分局：0310-4042220、0310-4042198 
邯郸市复兴区胜利桥派出所：0310-4042957 
邯郸第二看守所：0310-4157160 
所长  赵 xx 
副所长  崔树敏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2/16/21459.html 

http://minghui. ca/mh/articles/2001/12/18/21566.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2/18/16913.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4/8/207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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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0 陈玉清(372) 

受害人：陈玉清(Chen, Yuqing)，女，61 岁，河北省邯郸市联纺路人。 
酷刑致死地点：河北邯郸市第一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 10 月 1 日，陈玉清到北京上访，被邯郸市丛台区公安局关押在邯郸市第一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陈玉清受到了非人的折磨，致使她在 10 月 14 日就开始呕血，咳嗽不止。多次报

告管教人员马俊霞却无人理睬。在生命垂危时，法轮功学员按警报器也都无人理睬，致使陈

玉清于 10 月 18 日死亡。 

死后看守所的管教和狱医连看都没看一看，就叫犯人把陈玉清抬出去，警察还欺瞒看守所里

的人，说陈玉清已经被救活了，回家养病了。 陈玉清被火化时，邯郸市公安局的执法人员们

规定连亲属都不准参加，他们在火化的路上布满了警车和警察，一步一岗，戒备森严，严密

封锁消息。 

邯郸市第一看守所人员向记者证实，陈玉清曾在该所关押，但没有提供进一步消息。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邯郸市丛台区公安局：0310-3010944 
邯郸市第一看守所 ：0310-4042017、 0310-6151136 
管教人员马俊霞 
邯郸市公安局：0310-3025991 、3023299 、3022465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7/2802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11/28268.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1/21/65425.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4/8/28084.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4/8/207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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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1 周振杰(373) 

受害人：周振杰(Zhou, Zhenjie)，男，68 岁，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四清街人。 
酷刑致死地点：邯郸市成安县公安局 

案情简单描述: 
2001 年 8 月，成安县公安局非法搜查，发现周振杰家中有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照片，

成安县公安局警察田贵生、杨士华等人便将周振杰抓到公安局里扣留了 3 个月，其间还肆意

折磨他，之后索取人民币 2000 元才放人回家。周振杰被放回家后不久便离开人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成安县公安局：310-721-1245 
警察田贵生、杨士华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7/2802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11/28268.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4/8/28084.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4/8/20757.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1/28/162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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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2 翟连生(288) 

受害人：翟连生(Zhai, Liansheng)，男，60 多岁，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四清街人。 
酷刑致死地点：邯郸市第二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 10 月翟连生进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打坐炼功而被抓捕，成安县公安局警察田贵

生、杨士华等人将翟连生抓进邯郸市第二看守所，翟连生被关押 7 个月，关押其间遭到警察

毒打，折磨成病，不能进食，后警察向家属索取 1200 元才放人，回家不久离开人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邯郸市第二看守所：0310-4157160 
邯郸市成安县公安局：310-721-1245 
警察田贵生、杨士华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7/2802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5/30/31043.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4/11/28268.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4/8/28084.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1/16/19716.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4/8/207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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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3 张秀玲(411) 

受害人：张秀玲(Zhang, Xiuling)，女，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滏东某家属院。 
酷刑致死地点：不详 

案情简单描述： 
张秀玲曾多次到北京上访，也多次被抓捕、关押及被残酷折磨，最后在警察酷刑折磨下导致

精神失常，于２００１年７月被迫害致死。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邯郸市第一看守所 
滏园派出所许庆友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6/21/32125.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6/22/233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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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4 窦合军(455) 

受害人：窦合军(Dou, Hejun)，河北邯郸魏县人。 
酷刑致死地点：魏县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窦合军于 2000 年底在郑州被绑架，后被关押在魏县看守所，之后又被关押在别处，几个月

后被迫害致死。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魏县看守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9/9/36307.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9/12/264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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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5 任孟军(281) 

 

受害人：任孟军（Ren，Mengjun），男 ，56 岁，河北省刑台市沙河市东冯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邯郸市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于 2001 年元月进京上访，回家后被新城派出所非法拘留，后被送至沙河市看守所，此后又

被警察贾起芳等送至邯郸市劳教所非法劳教，被分在五大队。 

2001 年 8 月，任孟军与 40 名法轮功学员集体声明劳教所强化洗脑作废，抵制无理迫害和关

押。当即遭到五大队队长王峰的毒打。王峰不让任孟军睡觉，一打瞌睡就用电棍电，同时用

两根木棒往身上打，换用穿著皮鞋的脚踹（木棒为现砍的木棒，直径 6、7 厘米粗）。在一

次五大队集体出工时，王峰故意刁难任孟军，任孟军走到劳教所大门口时，以任孟军东张西

望为借口，王峰像疯了一样扑上去把任孟军打倒在地，专门用拳头往头上打，用穿著皮鞋的

脚往任孟军的腰眼猛踢，打的任孟军喘不上气来。任孟军脸部肿胀，身体受严重内伤。 

2001 年 10 月期间，在第五大队出工工地，因任孟军向队长再次声明自己以前被逼所写的“悔
过书” 作废，而被五六名值班队长长时间毒打，从此任孟军拉肚子、发高烧，臀部和大腿黑

紫淤血，内脏严重受伤，上厕所需有人搀扶。没几天，因伤势过重，不能进食，已奄奄一

息，劳教所为了推卸责任，匆匆把任孟军送回家。接回家后发现任孟军两耳失聪，臀部和大

腿黑紫淤血，内脏严重受伤，尿血便血，汤水不进。任孟军自言两耳失聪是被五队的王峰毒

打所致。王峰曾叫嚣：谁不放弃修炼就送我这儿。在王峰的指使下，任孟军遭犯人木棒重

击，被长期折磨。任孟军被接回家几天后，于 2001 年 10 月 29 日下午 4 时去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新城派出所 
沙河市看守所 
警察贾起芳 
邯郸市劳教所 五大队队长王峰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2/20/62897.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1/1/18904.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1/2/15348.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1/2/43733.html 

加拿大国际电台 2001 年 11 月 5 日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1/6/191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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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6 王兴田(25) 

 

受害人：王兴田(Wang, Xingtian)，男，44 岁，河北省刑台市宁晋县大杨庄乡南齐村  
酷刑致死地点：宁晋县法制教育中心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 2 月 21 日，大杨庄乡乡政府怀疑王兴田要去北京上访，就将他非法关押在宁晋县“法
制教育中心”，非法拘禁 33 天之后，又转押至大杨庄乡借用的北圈里乡政府，同时不给饭

吃，不给水喝。 

在非法关押期间，大杨庄乡政府交所谓的“上访押金费”1000 元，有的不开收据。并强制另行

罚款 1000 元，逼迫写保证书。王兴田坚持信仰，坚决不写保证。 

2000 年 3 月 25 日中午，王兴田的朋友前去看望他，劝其写保证、交罚款就可回家，王不为

所动。家人迫于压力，只好替王兴田写保证，并交罚款，当日下午 2 点至 3 点之间，乡政府

指使打手李西春、赵志奇对他进行了非人折磨：用电警棍等硬器对其进行暴打，致使王遍体

鳞伤，周身多处是窟窿。它们用三寸粗的木棒在王兴田的腿肚子上压，木棒折了，又用铁棒

进行毒打，后脑勺打了一个窟窿，鲜血直流不止，又用铁火柱朝王兴田的胸部，背部乱扎，

以致血肉模糊。家人写了保证、交了罚款，才被允许将王兴田拉回了家，此时王已不省人

事，到 5 点拉回家时发现王已死亡。 

事发后，大杨庄乡乡长铁京波以公款 15 万元进行所谓的“私了”，可王兴田的家人只得到了 7
万 5 千元，其它资金下落不明。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宁晋县法制教育中心 
北圈里乡政府 
大杨庄乡乡政府 乡长铁京波，电话 0319--5678029； 
大杨庄乡主任李明华，电话 0319--5660062。 
打手 赵志奇：男，河北省宁晋县大杨庄乡大杨庄大队民兵,李西春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1/27643.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5/“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告-追查虐杀罪行及

成立专项调查委员会-44041.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4/3/20572.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2/6/31801.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25/348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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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7 陈彦英(459) 

受害人：陈彦英(Chen, Yanying)，女，35，河北省刑台市宁晋县四芝兰村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河北省高阳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1999 年 7.20 陈彦英第一次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关押。1999 年 10 月 1 日再去北京上访，被非

法关押在宁晋县看守所，长达 6 个多月，绝食抗议 8 天后放出。2000 年 10 月 1 日，发放真

相资料时被绑架，在宁晋县看守所被劫持长达 2 个多月，绝食抗议非法关押，9 天后被放

出。 

此后 610 办公室因怕她再去北京，2001 年春节，从家中将她非法抓捕，并关押在宁晋县看守

所一个月，后转送河北省高阳劳教所。陈彦英在被非法劳教期间遭到酷刑折磨，她坚定信

仰，不为任何迫害所动，在各种酷刑的折磨面前，仍然坚持绝食抗议。长期以来艰苦而漫长

的绝食使她骨瘦如柴，皮包着骨头，不能站立、行走。在被迫害 1 年多后，生命处在非常危

险的状态，高阳劳教所警察为推卸责任，急忙通知其家人接回，陈彦英在到家 4 个小时后含

冤而死。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宁晋县看守所 
宁晋县 610 办公室 
河北省高阳劳教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9/12/364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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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8 孙兰成(956) 

受害人：孙兰成(Sun, Lancheng)，女，41 岁。是河北刑台市威县邵固乡丁寨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河北清河县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自 99 年 7.20 开始对法轮功迫害以来，孙兰成多次到北京和平上访，也多次被绑架、关押、

抄家并钜额罚款。 

2001 年元旦再次进京上访后，被威县公安局绑架回来，出来后被迫和她的丈夫一起流离失

所。2001 年约 8、9 月份，被河北清河县公安局警察绑架到河北清河县看守所，非法关押 9
个多月。9 个月之间多次绝食抗议。由于长时间的迫害与精神的折磨，孙兰成的身体非常虚

弱。警察又送他到劳教所，被拒收。回到看守所孙兰成再次绝食抗议，被弄到医院灌食时，

从医院走脱。 

2002 年 12 月份的一天，在山东某县和丈夫郑忠奇被再次绑架。长期的迫害使她身体已极度

虚弱，送山东劳教所被拒收，后被送回家中。不久，于 2003 年正月初三去世。而丈夫郑忠

奇被非法劳教三年，目前还被非法关押在山东劳教所。家中有 2 个老人，和三个未成年的孩

子。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河北威县公安局 
河北清河县公安局警察 
河北清河县看守所 
山东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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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9 陶善根(617) 

 

受害人：陶善根(Tao, Shangen)，男，65 岁，河北省刑台市宁晋县东汪乡铺兴村农民  
酷刑致死地点：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陶善根 2001 年进京为法轮功上访，被宁晋县公安局接回后，警察诈取其儿子、女儿 6000 元

才将人放回。 

2002 年 10 月 24 日深夜，有十几个警察窜入他家非法搜家时，发现了他印刷的法轮功资料和

油印机。陶善根随即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宁晋县看守所。他不愿放弃信仰，坚决不写

“保证书”。 

在 2003 年 2 月陶善根开始绝食以示对非法关押的抗议。宁晋公安和看守所的警察命令看守

所里的在押犯人毒打陶善根。将陶善根毒打至奄奄一息时，宁晋公安和看守所的警察惧怕承

担致死人命的罪责，慌忙通知其家人，说是要判劳教。他们将陶善根送到邯郸劳教所，但邯

郸劳教所见陶善根已生命垂危，拒绝接收。宁晋公安局警察只好通知陶善根的家人接回。 

陶善根到家后，他的脸上还留着被打的青紫的伤痕。据陶善根当时对家人所说，在看守所是

被犯人把他的肚子打坏的，他妻子摸他的肚子里都是硬硬的。陶善根到家仅仅三天后，就因

伤势过重离开了人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邢台市宁晋县公安局 政保科刘丽英、王刚军（主管迫害法轮功） 电话：0319─5887906 
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看守所 
看守所犯人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18/4671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19/4678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22/4690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7/26/54625.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8/26/39523.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1979#_ednref29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18/4671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19/4678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22/4690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7/26/54625.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8/26/395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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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薛霞(614) 

受害人：薛霞(Xue, Xia)，女，33 岁，河北省邢台市介家屯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石家庄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薛霞于 2000 年 1 月 1 日到北京上访，被送至石家庄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在劳教所里被毒

打、灌所谓“洗脑丸”。自从灌了洗脑丸后，身体出现过敏、拉肚子、呕吐等反应，到后来昏

迷不醒。劳教所见人已危在旦夕，于 2001 年 5 月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将薛霞释放。回邢台

后，经邢台市人民医院确诊为“脑萎缩”，医生说只有老年人才得“脑萎缩”。在医院治疗花了

一万多元（自费）。后来其母把她接回家，薛霞逐渐恢复，被人扶着能下地走路了，也能正

常发音说话了，生活也基本能自理了。（邻居有见证）。在此期间，每逢敏感日，新华南路

派出所警察就到家骚扰，有一次，新华南路派出所非法闯入薛霞母亲家，把法轮功书籍非法

抄走。 

2002 年 9 月 27 日，煤市街街道主任与办事处的两人带领石家庄劳教所的五名女管教非法闯

入薛霞的母亲家，强行绑架抬走行走不便的薛霞及其母亲，并非法抄走两本《转法轮》及录

音机、一套磁带。 

在石家庄劳教所，薛霞被强行洗脑。在 2002 年 11 月 15 日，薛霞病情复发，再次昏迷不

醒，人事不知，。于 2003 年 1 月 4 日被送回邢台治疗，靠输液、输氧维持，在 2003 年 2 月

21 日下午去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河北省石家庄劳教所 
河北省邢台市介家屯煤市街街道主任与办事处 
新华南路派出所：0319-3192755，0319-3183145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17/466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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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1 刘冬芬(426) 

受害人：426(Liu, Dongfen)，女，52 岁，原籍天津，是天津知青落户任县，住在河北任县河

头村。 
酷刑致死地点：河北刑台市任县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自 1999 年 4.25 以来，刘冬芬多次被洗脑班关押，她坚决抵制对法轮功的迫害。2002 年 2 月

27 日在南和县张路村，当被南和县警察绑架至南和县看守所。后转至任县看守所，期间她多

次绝食抗议。于 2002 年 7 月 17 日上午 9 点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公安内部对外散布谣言，

胡说是刘冬芬“越狱逃跑”被电网电死。后遗体停放在任县医院太平间，其家属恳请法医鉴

定，法医否定电死的说法，说是硬伤，但法医怕担责任不敢给予鉴定。刘的遗体经多人目

击，发现身体多处外伤，头部多处肿胀，有出血痕迹，身体一侧发黑发紫。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河北南和县警察 
河北刑台市南和县看守所 
河北刑台市任县看守所 
看守所所长：李永军 电话：0319---7512603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7/23/337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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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2 游志兰(863) 

受害人：游志兰(You, Zhilan)， 女，51 岁，住河北省邢台市邢台县邢东市场。 
酷刑致死地点：邢台县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1998 年游志兰开始修炼法轮功，炼功前，身体状况很差，鼻子经常出血不止，到处去治，花

了上万元，也没治好。从 98 年学法炼功后，身体很快康复。 

2003 年 1 月 2 日由于被举报，邢台县邢东派出所将她非法绑架，抄走了炼功带、录音机和法

轮功书籍。后被邢台县公安局警察张印朝及一陈（音）姓警察等几人带走，关押在邢台县看

守所 20 多天，被提审时，有警察说：“怎幺又抓了个穷鬼。”这期间，她前夫及儿子也先后

被邢台县公安局非法关押数天，儿子的手机及身上仅有的 100 元被陈姓警察从拿走。家人怕

游志兰在里面身体受不了，就托人请客送礼，请张印朝一家人吃饭，那一桌就花掉上千元，

张印朝还拿走现金两三千元。游志兰被释放出来时，又被无理罚款 3000 元，共花了一万多

元。20 多天的关押和迫害，游志兰的身体已极度虚弱，当时自己已无法行走。 

2003 年 8 月下旬，由于再次被举报，邢台县公安局张印朝带人再次闯入游志兰家，没出示任

何证件，非法抄走两盘炼功带、一本《转法轮》、一台录音机和两本新经文，当时只有游志

兰的儿媳妇在家。那几天，每到傍晚时，就有警车在她家门口转。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的游

志兰精神再次受到了打击，于 2003 年 11 月 14 日傍晚去世。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河北省邢台县邢东派出所 
河北省邢台县公安局 
警察张印朝（主管迫害法轮功） 
办公室：0319－3038030 手机：13091273271 
单位地址：河北省邢台市团结东大街 邮编：054001 
家庭住址：邢台市桥东碾子头村村西东数第二栋小二层楼。邮编：054001 
陈姓警察 
邢台县看守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2/10/67055.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2/13/45079.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1979#_ednref32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2/10/67055.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2/13/450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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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2 名法轮功学员之一(120) 

受害人：2 名法轮功学员之一（2 Dafa Dizi，No.1），男 ，三十多岁。 
酷刑致死地点：北京市密云县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 12 月 29—30 日期间，河北某市一位法院工作人员以抽签的形式被抽去北京接本地去

北京为法轮功上访的学员回乡。当这位工作人员赶到关押着他们地区法轮功学员的北京市密

云县看守所时，却看到在一间阴暗的牢房里直挺挺地躺着两具男尸，都系外地人，年龄大约

都是在 30 多岁，遍体鳞伤，惨不忍睹……于是河北这位工作人员就问密云看守所执勤的一

位看守人员说：“这是怎幺回事？怎幺打死的？”那位看守员不屑一顾：“问他们哪儿来的他

们不说，不说就打死了！谁让他们不说！”这位工作人员被这位看守人员的话怔住。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北京市密云县看守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18/6928.html#chinanews0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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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4 2 名法轮功学员之一(121) 

受害人：2 名法轮功学员之一（2 Dafa Dizi，No.1），男 ，三十多岁。 
酷刑致死地点：北京市密云县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0 年 12 月 29—30 日期间，河北某市一位法院工作人员以抽签的形式被抽去北京接本地去

北京为法轮功上访的学员回乡。当这位工作人员赶到关押着他们地区法轮功学员的北京市密

云县看守所时，却看到在一间阴暗的牢房里直挺挺地躺着两具男尸，都系外地人，年龄大约

都是在 30 多岁，遍体鳞伤，惨不忍睹……于是河北这位工作人员就问密云看守所执勤的一

位看守人员说：“这是怎幺回事？怎幺打死的？”那位看守员不屑一顾：“问他们哪儿来的他

们不说，不说就打死了！谁让他们不说！”这位工作人员被这位看守人员的话怔住。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北京市密云县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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