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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立案通知书 
                              2022（第004号） 

 

追查事件：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系列案件 

                                                                                                   

涉案相关责任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人员：呼兰监狱监狱长 魏玉川，副狱长 邓晓更、 刘怀明，狱侦科 

裴德林，教改科科长 王晓臣，刑罚执行科科长 胥如野，监狱医院院长 韩超，原驻检察院主管 张鹤鹏

，监狱侦察处处长 李友，指挥中心主任 于猛，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局长 伊建民；二监区监区长 许文

龙，副监区长 施磊，副教导员 罗茂盛，狱警 张冬生、付元玺、宋云鹏，犯人 沈博、张岩；五监区副

教导员 李迪；六监区监区长 李闯，教导员 张佳，中队长 刘力，中队教导员 许延军，犯人 刘大为；

七监区监区长 赵某；九监区监区长 隋明义，教导员 张磊，副教 吕宁，一中队队长 王玮，犯人 何岩

；十监区副监区长 那云龙，中队长 周洋，教导员 南明，副教 苑东；十三监区监区长 付宽敏，副监区

长 魏景柏；医院监区副监区长 姜亮，犯人 王洪斌、赵长香、田宇顺、林威；看守大队队长 应曙光，

防暴队队长 王云志；集训队队长，犯人 杨臣、邢海龙、仲维农、孙延州、张志伟。 

 

涉及案情： 

近期，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王宏滨因不放弃信仰，在呼兰监狱七监区被严重迫害，目前生命垂危。 

长期以来，呼兰监狱以所谓“转化”为名，对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折磨。 

具体手段有： 

立肩睡：只能睡两个人的床，让8个人睡一张床上，有空床也不让睡，挤压的喘不上气来。 

被褥很薄且极脏，血尿斑斑，虱子随处可见。大多数人浑身长满了疥疮，有的人腿上有黑洞，流脓、流

血、溃烂。 

限制大小便，不许洗衣，不许洗澡、洗脸、刷牙。 

 食品就是馒头，清水白菜、清水萝卜，限制喝水。 

把数量众多的虱子倒入学员的裤兜子里，不许抓挠。 

不让接见、不让和家属通电话。 

把身体关节推、掰到极限，例如：把手指一根根向手背方向慢慢掰，一直把手指掰到贴在手背上，然后

松开手指再掰，反复数十次，致人休克。 

吊铐，强迫站立抻成“大”字形，用3公分粗的鞭子抽，用床板打，多根电棍同时电击。 

指使犯人24小时包夹看管、暴力殴打，用针扎、用打火机烤、用8号线铁丝扎尿道、用肘拐撞脖子、按头

撞墙、塞床底弯腰坐地，冬天扒光衣服吹风，浇水。 

 长时间剥夺睡眠、长时间连续罚站、不许吃饭、不许上厕所、不让喝水等。 

野蛮灌食，用辣椒水喷眼睛，往鼻孔里塞辣椒面，灌盐水。 

关小号，双手背铐，坐老虎凳，往头上塑料袋。 

强制体力劳动，严重克扣伙食，长年吃不饱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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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知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王凤臣、钱厚民（大庆市），王德臣、冯雪、由大兵、刘雨（

哈尔滨市），吕树彬（牡丹江市），罗井山（鸡西市），冯志福（肇东市），郭兴旺（鹤岗市），纪保

山（方正县），孙绍民（五常市），刘宇，卞福生，张学文，郑国林等。 

被迫害致残的有：莫志奎、赵海军、李润华、张文龙、张金库、王志革等。 

目前已知仍然被非法关押，遭受酷刑折磨的法轮功学员有：莫志奎、谭凤江、刘景洲、李占斌、何海军

、刘国良、佟恒彪、杨志、王宏滨、高鹏光、瞿延来、周克铭、马义涛、李原林、岳宝庆、包万明、宫

文义、高洪斌、李长安、赵林、刘恩喜、张庆武、李长安、吴峰、康昌江、郝儒文、岳宝庆、杨学文、

赵兴有、谭长军、孙同庆、刘恩权、李学良、张洪珠、李力壮、霍晓辉等。 

 

法轮功属于信仰范畴，受国际人权法和中国法律保护。涉案相关责任人的上述迫害行为涉嫌违犯《国际

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六条群体灭绝罪、第七条危害人类罪，同时违反中国《宪法》第三十六条，《刑

法》第二百五十一条。 

 

本组织对涉案相关责任人所涉嫌的罪行，进行追踪调查，收集证据；同时向社会上的知情人， 广泛搜集

上述人员的个人及家庭成员信息，本人、配偶和子女的护照及出国签证信息，国内国外的资产信息，以

及其它刑事、经济犯罪事实。经调查后，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将调查结果和信息提交

给国际社会和相关国家的政府部门，由他们实施制裁。并且，所有证据将在未来的刑事诉讼时，提交到

特别刑事法庭。 

 

如有证据证明，本案涉案责任人在本案发生过程中，明确表示反对迫害实施的，得以免除责任。 

                                                           

                                               2022年6月7日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国际）  

举报电话：347-448-5790；传真：347-402-1444 
举报邮址：P.O. Box 84，New York, NY, 10116，USA 
举报网址：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7, http://zhuichaguoji.org 

 附带说明： 

追查国际（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成立于2003年1月20日，在全球范围内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

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追查原则是：谁犯罪谁承担，所有在组织、单位、系统名义下所犯罪行最终由个人承担。任何执行“命

令”的托词都不能作为豁免的理由，所有参与者必须承担个人罪责。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适用普遍管辖原则。对于没有签署的国家的被告，强制行使管辖权，没有追

诉时效限制。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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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相关单位及责任人：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监狱长                     魏玉川：15045607000、0451-57307301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副狱长                     邓晓更：13946151808、0451-57307719、

57304738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副狱长                     刘怀明：18004663555、13634518678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狱侦科                     裴德林：13199561980、18004663577、

13936101036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教改科科长                 王晓臣：13104619990、18004663517、0451-

57307353、5730661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刑罚执行科科长             胥如野：18845044000、18004663344、0451-

57307645、57307732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监狱医院院长                 韩超：13946125577、18004663836、

18686732557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原驻检监察室主管           张鹤鹏：13904800666、0451-5730733、

5730773、57307703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九监区监区长               隋明义：15636158100、18004663258、

13904809589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九监区教导员                 张磊：13224607879、18004663557、

18004663232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九监区副教导员               吕宁：18904653622、18004663069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九监区一中队队长             王玮：13836007737、18004663144、0451-

57307105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七监区监区长                 赵某：15046777746、0451-57307707、

57307641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十监区教导员                 南明：13304817000、18004663535、

1394609496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十监区副教教导员              苑东：0451-57307024、57307723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十监区副监区长             那云龙：18646649345、18004663907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十监区中队长                 周洋：13945655311、0451-57307024、

57307723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十三监区监区长             付宽敏：0451-57307109、57307106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十三监区副监区长           魏景柏：13796624207、18004663987、0451-

57307109、57307106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六监区监区长                 李闯：13946040000、13766982999、

18004663311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六监区教导员                 张佳：13351616166、18004663616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六监区中队教导员           许延军：13654754574、18004663998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六监区中队长                 刘力：18004663989、13633614763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五监区副教导员               李迪：13614516575、18004663160、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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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07705、57307103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指挥中心主任                 于猛：15546406080、18004663336、

13644586345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二监区监区长               许文龙：15104668379、0451-57307026、

57307614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二监区副监区长               施磊：13204510980、18004663411、

13766900707、0451-57307026、57307614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二监区副教导员             罗茂盛：13936158189、18004663949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二监区狱警                 张冬生：18004663946、13796760713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二监区狱警                 付元玺：15663417007、0451-57307026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二监区狱警                 宋云鹏：18004663383、15636308333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二监区犯人                   沈博：0451-57307026、57307614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二监区犯人                   张岩：0451-57307026、57307614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六监区犯人                 刘大为：0451-5730758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医院监区犯人               王洪斌：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医院监区犯人               赵长香：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医院监区犯人               田宇顺：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医院监区犯人                 林威：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医院监区副监区长             姜亮：18745178778、18004663664、

13936073272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看守大队大队长             应曙光：18004663773、15561870807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看守大队防暴队队长         王云志：18545198777、18004663303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集训队大队长                     ：0451-57307931、57307713、

57307544、57307855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集训队犯人                   杨臣：0451-57307931、57307713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集训队犯人                  邢海龙：0451-57307931、57307713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集训队犯人                  仲维农：0451-57307931、57307713、

57307544、57307855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集训队犯人                  孙延州：0451-57307931、57307713、

57307544、57307855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集训队犯人                  张志伟：0451-57307931、57307713、

57307544、57307855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九监区犯人                    何岩：0451-57307709、57307105 

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局长                              伊建民：0451-82687778、0451-86335924、

86334371、86312139、86310097、86345777 

监狱侦察处长                                          李友：13045153126、15084678711、

18004663988、13796210855 18004663248、0451-86335924、86334371、86312139、86310097、863457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