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劳教所被强制生产奴工产品的调查报告  

（一） 

2003 年 11月 7日 

报告综述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下简：追查国际）成立于 2003 年 1 月 20 日，致力于系统地追查由江泽民及其领

导下的各级 610 系统以及劳教所、看守所、精神病院等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本篇调查报告旨在揭示中国大陆劳

教所强制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生产奴工产品的证据和事实，其中包括 57 岁的法轮功学员万贵福在兰州市第

一看守所被强制为兰州正林农垦食品有限公司用嘴磕，用手剥一种大板瓜子，因不能完成大强度的任务而被 4 队

队长吕军暗示 9号室的犯人毒打致死。  

强制劳工产品不仅是对被劳教人员基本人权的侵犯，而且强制劳工产品所带来的巨大利润，又刺激监狱、劳教系

统进一步对被劳教人员的迫害。另外，强制劳动所产生的价格低廉的商品向国际市场的倾销，也对国际劳工市场

和经济市场的稳定造成了冲击。同时也令消费者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去购买这些强制奴工产品蒙受欺骗。中国政

府却通过给劳教系统和监狱的企业制定优惠政策来鼓励和吸引外资合作，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01]56 号

文件明确规定，全部产权属于监狱、劳教系统的企业将被获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中国的一些

省市经济发展区的招商广告, 甚至以地处监狱、劳教所区域的廉价劳动力来吸引外资。 

充分证据显示，“北京咪奇玩具有限公司”，“兰州正林农垦食品有限公司”，“济南天一印务有限公司”，和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四友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等企业与劳教所或看守所一起，强迫法轮功学员在被关押期间，为

其无偿生产强制劳工产品。北京咪奇玩具公司与北京新安劳教所联系，利用被关法轮功学员为雀巢公司制作玩具

兔一事，经澳大利亚和瑞士记者的曝光，对咪奇公司进一步使用强制劳动有了较大的抑制。 

兰州正林农垦食品有限公司与兰州大砂坪和第一看守所一起，强制约一万名被劳教人员（包括在 1999 年 7 月以

后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为其“手拣精选瓜子”。包括用嘴磕一种大板瓜子，然后再用手剥去瓜子皮，取出

里面的瓜子仁。导致许多人牙被嗑掉、嗑坏，手被磨破，很多人指甲整个被剥掉。被劳教人人员每天被迫干十多

个小时以上，得不到任何的劳动报酬。而正林农垦食品有限公司却在几年的时间，成为中国境内最大的炒货类食

品生产基地。1999 年营业额达 4.6 亿元，主打产品“正林手选瓜子”远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和

台湾等。  

必须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大陆严密封锁消息，并对此类调查设置障碍，这篇报告提供的只是法轮功学员在劳教

所内受到强制劳动而致残和死亡案例中的极少部分。目前，由“追查国际”主导的此项调查工作，正在对更多的

案例进行追查和证据核实。 

报告正文 

中国劳动教养制度于1957年建立。根据公安部1982年颁发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劳动教养是用来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1。由于实施劳动教养和关押劳教人员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法律

程序，劳动教养制度成为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独裁政权违背宪法、逃避法律、镇压人民和异己的一种特殊工具。

目前，“中国庞大的强制性劳动教养系统成为今天世界上最隐蔽和最令人恐怖的刑事制度"。2 

中国劳教制度达到了两个直接目的：一是通过强迫劳动得到便宜、可靠的生产力；二是通过“思想改造”强行洗

脑，即所谓“通过劳动改造思想”。这不仅是对被劳教人员基本人权的违反和侵犯，同时，强制劳工产品所带来



 

 

的巨大利润，又刺激监狱、劳教系统进一步对被劳教人员的迫害。另外，这些低廉的商品向国际市场的倾销，令

消费者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去购买这些强制奴工产品，也对国际劳工市场和经济市场的稳定造成了冲击。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劳教制度不具有合法性。它不仅违反了若干国际法律和中国签署的许多公约，其中包括联合

国宪章，人权宣言，以及反对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的处罚公约；同时劳教制度也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宪法，中

国自己的法律学者认为：“‘劳动教养’政策主要存在着四个问题。首先是这项制度本身的合法性。劳教制度像

收容遣送一样，其实都未得到法律的授权。《立法法》中明确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但现在支撑整个劳动教养制度的仅是公安部颁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

法》，全国人大未制定这方面的法律。”
3
 

另外，中国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参加国。劳教系统对被劳教人员酷刑折磨、非法关押和基于政治和宗教信仰等

原因的关押和强制劳动等均违反了“劳工组织”关于“劳工条件和权利”中的有关规定。
4
 

虽然由于西方民主国家对“强制劳工产品”的强烈抵制，中国国务院1991年重申关于禁止劳改产品出口的规定，

以及监狱不得与外商建立合资或合作企业。5 然而在实际运作上，中国政府对劳教系统和监狱的企业给与了大量

的优惠政策，以此鼓励和吸引外资合作和出口等。如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01]56号文件明确规定，全部产

权属于监狱、劳教系统的企业将被获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6 中国的一些省市经济发展区的招

商广告, 甚至以地处监狱、劳教所区域的廉价(或无偿)劳动力来吸引外资。在湖南省湘南监狱的招商引资广告中

就特别强调，“湖南省新生煤矿，又称湖南省湘南监狱。位于湖南省耒阳市黄市镇。… 劳动力资源充裕且相对

低廉，…（如果能用服刑人员生产的话将更低），企业运营成本较低。…我单位为特殊企业,与当地政府及有关

部门有着良好的关系，且有国家给予的各项优惠政策，可以创造一个宽松、融洽的投资环境。…新生煤矿热忱欢

迎海内外企业家前来投资兴业。”曾经被报道过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浙江十里坪劳教所所在地湖镇工业园区进

行招商投资提到，工业园区位于湖镇火车站南面。交通便利，南接十里坪监狱、劳教所，是湖镇总体规划内的工

业发展区块。7 

自1999年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动镇压法轮功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一百八十多个劳教所直接参与了对

超过十万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强制劳教迫害。至2003年10月8日，793 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219名是死于

劳教所的酷刑折磨，占迫害致死总人数的28%。直接导致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致死的劳教所多达69所，上至65岁

的老人，下至8个月的婴孩，甚至连残疾人修炼者都不能幸免。8 

从“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收到的举报资料中显示, 中国大陆的劳教所除对法轮功学员强制洗脑和滥用酷刑

外，也大量强迫法轮功学员成为劳教所奴工，无偿劳动。由于恶劣的环境和超强度的劳动, 法轮功学员无论在精

神上和身体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有的致残、甚至死亡。 

证据显示，“北京咪奇玩具有限公司”，“兰州正林农垦食品有限公司”，“ 济南天一印务有限公司”，和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四友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直接参与了与劳教所、看守所等一道，强迫法轮功学员在被关押

期间，为其无偿生产劳工产品。迫使法轮功学员每天劳动时间长达十多小时，有时甚至通宵，完不成任务的法轮

功学员被毒打、甚至酷刑致死。这几家企业的劳工产品除在中国本土各大城市销售外，其中“兰州正林农垦食品

有限公司”的产品还远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新西兰及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与地区。 

“追查国际”提供的这份调查报告是揭示劳教所非法强制生产劳工产品以及通过此种方式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

的一个开端。必须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大陆严密封锁消息，并对此类调查设置障碍，这篇报告提供的只是法轮

功学员在劳教所内受到强制劳动而致残和死亡案例中的极少部分。目前，由“追查国际”主导的此项调查工作，

正在对更多的案例进行追查和证据核实。 

北京咪奇玩具有限公司、雀巢公司和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                        



 

 

北京咪奇玩具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7年，是集毛绒玩具及毛绒制品的设计、生产、销售、出口于一体的中外合资

企业。年产量在 20万打以上。产品出口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巴西、匈牙利、日本等国，并在东

南亚地区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9 

 

 

图：北京咪奇公司大门标牌照片。 

 

北京市新安女子劳教所（原为北京市天堂河劳教所的一个大队，后升级为独立劳教所），地处北京大兴县南苑，

原来是男子劳教所，因为抓的女法轮功学员太多，原有的女子劳教所容纳不下，就将女所和男所互换了。在镇压

法轮功以前，北京市女子劳教所的规模在一、二百人之间，打压法轮功后，劳教所的规模从 2000年 7月的一百

多人急速上升到 2001年 4月的近一千人。多名法轮功学员在新安劳教所被关期间被致死或致残。新安女子劳教

所承接了多家企业出口产品的手工加业务，北京咪奇玩具有限公司是其中一家。2001年 2月，被非法关押进来

的近千名法轮功学员被强制为其无偿劳动, 加工生产雀巢公司转包给北京咪奇公司承做的 100，000只玩具兔。 

现居住在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 Jennifer Zeng是这样描述在新安女子劳教所被强制劳动和生产雀巢玩具兔的，

“在劳教所，我们被强迫做各种苦役，包括种草、种树、淘垃

圾、挖菜窖、织毛衣、织坐垫、做玩具、做一次性输液器、包

一次性筷子等等。我们生产的产品大部分都是出口的。特别是

我们织的毛衣，尺码很大，只有体型高大的外国人能穿。2001

年 2 月，我们接到一批做 100，000 只玩具兔的订单。据警察

说这些玩具兔是为雀巢公司做的，用于促销。这些玩具兔高约

三十公分，身体是棕色的，脖子很长，戴大红色平绒布脖圈，

嘴巴两边各有两根长约五六公分的黑胡须有的穿牛仔背心，有

的穿风衣，有的象海盗一样戴着挡住一只眼睛的墨镜，胸前有

英文字母，握着拳头，翘着一只大拇指。脚有三个脚趾，是淡

黄色。尾巴是白色的，很短。”右图为在咪奇公司拍摄的为雀

巢生产的玩具兔照片。可以看出与 Jennifer 的描述一致。  
图：咪奇公司为雀巢生产的玩具兔。照片在得到

Jennifer 的证词后拍摄于咪奇公司。 



 

 

“需要加工的兔子通常由一个中年妇女骑一辆三轮车送到劳教所，这样一只兔子需要三十多个工序才能完成，即

相当于十几个小时才能做出一只，而每一只兔子的加工费才合人民币三角钱！每次（相当于澳币六分）加工费是

付给劳教所的，我们拿不到任何报酬。通常我们都是从早上五点半起床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

有时还要通宵达旦地加班，否则就完不成任务。任务最紧时，我上完厕所连手都不敢洗，为的是不敢花费那几分

钟的时间在洗手上。到了晚上，我曾困到连从一数到九都数不清楚，还得奋力睁着眼睛织毛衣。毛衣的花样很复

杂，头脑不清醒时很容易织错，有时候好容易在晚上织出来了，第二天早上一看却全织错了，还得拆了重织。长

时间的超强度劳作和睡眠严重不足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里觉得我对生活的唯一需求只剩下了睡觉。” 10  

悉尼晨锋报和日内瓦时代报（Le Temps）分别对这一事件进行过报道，2001 年 12月 28 日悉尼晨锋报的文章

“精巧的玩具兔隐含着中国劳教所的苦难”中报道：“雀巢公司向本报发布了一份声明，证实该公司今年初向北

京的一家玩具制造商——北京咪奇玩具有限公司订购了 11万只绒兔，以为 Nesquik（热巧克力饮料品牌）做促

销之用。”  

尽管雀巢总部称，“没有证据表明雀巢在中国的生意来往与（劳教所的）强迫劳动有关联。”然而却在此后中国

的合同书中加入了“保证它的转包商不使用强制劳动”的新规定，并发表声明说，“依照雀巢公司的商业原则，

雀巢不从那些使用强迫劳动或监狱劳动的公司或机构购买产品或材料。”11 

日内瓦时代报驻北京记者 Frederic Koller 还前往北京大兴进行实地取证，但咪奇公司拒绝接受采访，也拒绝

提供它在北京的厂家的地址。但记者 Frederic Koller 根据自己对劳教所幸存者和大兴城工业区居民的调查，

撰写了报导发表在日内瓦时代报（Le Temps）2002 年 4月 13日星期六经济版上。文章指出，“雀巢公司确认，

米奇玩具厂不偏不倚，（与天堂河劳教所都）地处（北京）大兴。” 
12
 一年以后，咪奇公司定单减少了 60%。

咪奇公司主动要求 Frederic Koller 到厂采访，希望记者能写篇报导“澄清”他们的“名誉”。记者经过采访调

查，没有撰写任何“澄清”报导，并且发现“咪奇玩具公司”与“新安劳教所”仅相隔 500米的距离。这与

Jennifer Zeng的证词中所说：“这个玩具厂应该离劳教所不远，因为送需要被填充的玩具兔的妇女是骑三轮车

到劳教所送货的。”相吻合。 

兰州正林农垦食品有限公司 

兰州正林农垦食品有限公司于1988年由台湾商人林垦在甘肃省创建，是当地最早的台资企业之一。自1992年在兰

州设立公司以来，便与兰州大砂坪看守所和兰州市第一看守所（又名：西果园看守所）联营，约一万名在押人员

（包括在1999年7月以后几十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强制性地为其手拣精选瓜子, 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

动。在押人员被要求用嘴磕一种大板瓜子，然后再用手剥去瓜子皮，取出里面的瓜子仁。冬天在放风场露天分拣

大板瓜子，许多人手被冻伤、磨破，手上的疥疮淌着脓血滴在瓜子上；夏天嗑瓜子、剥瓜子。很多人牙被嗑掉、

嗑坏，指甲整个被剥掉。在押人员每天被迫从早到晚连续蹲着干十多个小时以上，得不到任何的劳动报酬。 

 



 

 

 
 

正林农垦食品有限公司和西果园看守所为赚取高额利润，为在押人员制定高额劳动定额，看守所的管教肆意毒打

被管教人员，并且有贪污和经济犯罪行为。1998年，大砂坪看守所的一个大队长因贪污瓜子加工费被发现而饮弹

自杀。  

2001年4月底，57岁的法轮功学员万贵福被非法关进兰州市第一看守所。万贵福被强制每天大强度的用嘴磕、用

手剥瓜子，导致双唇肿烂、两手指甲脱落，手指流血流脓。由于无法完成每天的定额，万贵福被第一看守所4队

队长吕军暗示9号室的犯人毒打致腹部严重受伤，2001年12月20日被送进兰州大沙坪劳改医院三天后死亡，医生

从万贵福的腹中抽出了许多腹液，是被毒打所致。
13
 据长期关押在兰州大砂坪看守所在押人员（姓名略）证实，

在兰州大砂坪看守所，在押人员每年死亡率相当惊人，但由于封锁消息具体死亡人数不详。 

这些无偿的劳动力，为正林农垦食品有限公司带来可观的利润。1999年度其营业额达4.6亿元。14 经过短短几年

的光景，兰州正林农垦食品有限公司成为中国境内最大的炒货类食品生产基地。其主打产品 “正林手选瓜

子”( 即经在押人员手拣挑选的瓜子), 远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及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

兰州正林农垦食品有限公司目前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设有海外分公司，在澳大利亚有进口商联络

人。15 



 

 

插图为正林海外经销情况 

兰州正林农垦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法人: 林垦 

中国专利号: 901010928 

 在中国拥有北京、上海、兰州、西安、厦门、南京、天津、重庆、成都、山东、沈阳、武汉、深圳、杭

州、广州、香港、南昌等分公司 

 为中国首家进口美国葵花子之公司，并加工转内销，成为美国葵花子最大的进口商. 

在澳洲的进口商( Importer ) 是: 
JOYQUIL P/L  

Unit 1 –2 NO. 7 – 8  Nello Place 

Wetherill Park N.S.W. 2164 

Tel: 61-(02) 9756 – 3699 

Fax: 61-(02) 9756—3695 

 
兰州正林农垦食品有限公司海外分公司 

美国分公司             

负责人：林  垦 

地  址:5694  ROLLING  OAK  DRIVE  SACRAMENTO  CA. 95841  U.S.A 

电  话:001-916-3316272 

传  真:001-916-3316869 

列治文新华食品有限公司   

谢堃琪 
SUN WAH FOODS LTD. 

Winnie K.K.Tse Executive Director 

2633 Simpson Road 

Richmond, B.C. 

Canada V6X 2R2 

Tel:(604)207-0083 

Fax:(604)207-0093 

E-mail:sunwahfoods@sprint.ca 

鸿翔食品有限公司        

许雅掀  董事经理 
HONG SIANG FOOD SDN.BHD.(Co.No:473821-H) 

KOH AH SENG Managing Director 

H/P:019-7149218 

(A member of Wen Ken Group) 

No.8&10 

Jalan Jening,Taman Johor 81200 Johor Bahru Johor Darul Takzim Malaysia. 

Tel:07-2384984,2383097 

mailto:E-mail:sunwahfoods@sprint.ca


 

 

Fax:07-2389787 

Email:hongsiang@pd.jaring.my 

福南（1998）私人有限公司 

福业私人有限公司 

林清荣 董事经理 
HOCK LAM (1998)PTE LTD 

HOCK GIAP CO(PTE)LTD 

Lin eheng eng(B.Sc.) Managing director 

150 South bridge rad #01-10 Fook Hai Building.Singapore 058727. 

Tel:5336497/5358196/5339173 Fax:(65)5350615 

Email:kocklam@cyberway.com.sg 

Web site:http://www.hocklam.com 

齐齐哈尔双合劳教所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四友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双合女子劳教所是没有国家认定生产农药资格证书的非法加工点，专为齐齐哈尔市四友化工实业有限公

司包装农药。劳教所不具备生产农药的设备厂房，法轮功学员在无任何劳动保护的情况下，被强迫为劳教所包装

毒性大的农药粉, 致使身体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许多人被弥漫在整个车间的毒性农药粉呛得流鼻血，还有的出

现恶心、呕吐、流鼻血、流眼泪、咳嗽吐痰（痰内有血）、月经失调、眼晴几乎失明等。受害人在出现中毒反应

的情况下仍被强迫继续劳动。农药包装上明确说明生产农药时必需的防毒设施以及每天工作后必须洗澡，药厂却

没有洗浴设施,   在炎热夏日，汗水与药粉粉尘粘在一起使人皮肤蜇痛难忍。待汗水干爽后便出现癣状疮面，令

受害人又痒又痛。若赶上值班干警不顺心便不让洗漱，受害人带着一身一脸的药粉便睡下。 

法轮功学员张贵芹、祁柏琴、林秀梅、姜阅宏因抵制迫害拒绝出工, 被施以酷刑 “坐铁椅” ：手反铐，两脚插

入两个方形孔内，身体被胸前一铁板固定。迫害致腿肿、肉烂、晕了过去。事后，以高珊珊为主的六位法轮功学

员联名呼吁停止迫害，劳教所立刻把高珊珊关在小号隔离，并超期非法关押长达两个月之久，对这位年仅20岁的

法轮功学员进行精神迫害。16 

双合女子劳教所的干警队长张志捷和干警陈建华等为维持较高的奖金额，而将多数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加期关押一

年, 因干警面临下岗，解教人数越多，干警下岗人数越多。 

仅1999年一年, 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就为该所创造了十八万元的利润。双合劳教所大队干警每年每人分红几

千元，所里还购置新车。17 

由于是非法生产农药, 每当遇到上级检查时间马上停产。在没有起码的消毒设施和厂房的条件下, 劳教所强迫法

轮功学员在劳教所住的寝室中包装卫生筷。 

双合女子劳教所还弄虚作假坑害农民; 每到旺季，农药厂便将长期积压的过期变质农药及农民退返的作废堆积如

山的农药, 重新包装，改换日期投入市场。法轮功学员多次向双合劳教所四个所长及药厂厂长提出不能弄虚作假

坑害农民，双合劳教所反利用主管队长（张志捷、郭丽、刘淑荣、王梅）责骂逼迫法轮功学员。18 

后续调查 

在完成本篇报告期间，“追查国际”又接到了许多关于在中国劳教系统的强制劳工产品的举报资料。其中包括一

些涉及到国际知名公司的案例，现列出两例。本组织将进行立案追查。 

现为加拿大居民的法轮功学员林慎立因不放弃法轮功而被上海警方判 2年劳教。在江苏大丰劳教所(上海第三劳

教所（地点在江苏大丰 902 信箱一分箱）内曾经为“艾迪达斯”（Adidas）缝制过皮球。 

mailto:hongsiang@pd.jaring.my
mailto:Email:kocklam@cyberway.com.sg
http://www.hocklam.com/


 

 

一奥地利人在购买的产品中发现了一封英文手写信，是一位被关押在广东槎头女子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写的。据

信这是在该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被夹带进去的，显示广东槎头女子劳教所利用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为某德国公司生

产产品。目前此信件已被转交给了国际大赦奥地利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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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Jennifer Zeng 关于“雀巢”玩具兔的描述 

 

兔子高约三十多公分，身体是棕色的，脖子很长，戴大红色平绒布脖圈，脖圈里与身子里一样塞有人造棉丝，头

上有一朵与身体同颜色的五辫的棕色小花，花的直径大约是四公分左右，嘴巴两边各有两根长约五六公分的黑胡

须，上边那根比下边那根大约要长一公分（或下边那根比上边那根长，这一点我不能肯定。总之是其中一根比另

一根长一公分左右，上边长的可能性更大）。嘴巴里有两颗白色的牙齿，有一小截大红色的舌头露在外头，嘴巴

看起来是在笑的样子。眉毛是黑色的。有的兔子穿牛仔背心，有的穿风衣，有的象海盗一样戴着挡住一只眼睛的

墨镜，胸前有英文字母，握着拳头，右手的大拇指翘着，大拇指下面好象只有三个，而不是四个手指头。脚有三

个脚趾，是淡黄色。尾巴是白色的，很短。 

 

玩具兔的制作过程 

 

需要加工的兔子通常由一个中年妇女骑一辆三轮车送到劳教所，我们做的工序有：将从里面缝住的兔子翻过来、

往后背、脖子、耳朵、头上的五瓣小花、脖圈里填人造棉、往耳朵里穿软铁丝、缝合后背、脖圈、缝胡子、用线

缝嘴巴，以使大张着的嘴略微合上一些、缝眼睛，使之更牢固、粘眉毛、用线缝出兔子的手指和脚趾（来的半成

品手和脚都是一整块，我们用线使劲勒着缝，有线的地方凹过去，看起来就象是指缝了）、缝尾巴、往胸前粘字

母，等等。眉毛和胸前的字母是用有点象热气枪的工具粘上的，除了这道工序和缝尾巴我没做过外，其它的工序



 

 

我都做过。耳朵、五瓣小花和脖圈来的时候与身子是分开的，我们负责往里填人造棉。耳朵填完后翻过来，再往

里穿软铁丝（或铝丝）。制作过程如图所示。 

 

 
 

 

如果您能想办法要一只兔子，您可将兔子耳朵拆开，翻过来，看看它的上面是否留有一个用以填充棉花的小洞。

五瓣小花也是在“花”的中间留着一个小洞，用以填棉花用。 

兔子的脖圈是一个圆环，圆环的直径大约在四五公分。填好了人造棉后从外面直接用红色的线缝上。缝的方法如

图所示。 



 

 

 
 

这种缝合方法是我在劳教所第一次学到的，缝完了以后将线一拉，两边非常平整，看不出缝合的痕迹来。兔子的

身子也是用这种方法从背后缝住的（若能要来一只兔子将其小心拆开，也能看出它的脖圈的某一段和后背较靠上

的那一段是不是用我所说的这种方法缝合的）。缝之前先填好人造棉。兔子的身子里有铁丝（比耳朵里的铁丝粗

些，铁丝好象是双股的，一直通到兔子的后脑勺。） 

 

胡子是用黑色的直径约一毫米的尼龙丝做的。这种尼龙丝在做成胡子前大约有五十公分长，将它穿到针眼里，将

针从兔子脸颊的一边扎进去，从鼻子下面走，再从脸颊的另一边将针捅出来，留五六公分长的尼龙丝在原来进针

的那边，它就成了兔子的胡子了。这时候把尼龙丝挽个结，使它的位置不会移动，然后再将针从脸颊的这一边穿

到原来的那一边，然后将尼龙丝剪断，剪的时候使它比上边另一根胡须短一公分左右。做好了一边再用同样的方

法做另一边的两根胡子。针上面的尼龙丝用完了就再穿一根进去继续。 



 

 

 
 

 

附录二：齐齐哈尔市双合劳教所被关押法轮功学员被强制生产农药证词 

  

【明慧网】齐市北方四友化工厂是个体私营企业，距离双合劳教所几公里处。自九九年十一月至今，陆续的大批

齐市地区的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双合劳教所，药厂便成了邪恶势力迫害大法弟子的重要基地，也是双合劳教所

利用职务之便榨取大法弟子血汗非法捞取资本的罪恶场所。大法弟子们每天穿越荒野堤坝徒步来到这里，夏日赶

上雨天，便在泥泞中在干警、刑事犯的吼骂声中小跑着前行；寒冷的冬天，踩着厚厚的过膝深的积雪，举步维艰。 

 

走近药厂，远远地便能闻到一股刺鼻的、呛人的药味儿。制作农药的活儿又脏又苦又累，是重体力活儿。劳作时

厚厚的药粉粉尘烟雾一般弥漫在整个车间，衣服、眉毛、睫毛上都是药粉，带上几个口罩依然呛得不住流鼻涕、

流眼泪。且农药对人身体的危害极大，有的人眼、脸红肿，手皲裂，有的流鼻血，有的皮肤起疙瘩，有的几个月

甚至整年不来月经。而且没有必需的劳动保护，长期制作农药，工作服只发一次，口罩只发一个，手套从来不发。

农药包装上明确说明生产农药必需的防毒设施以及每天工作后必须洗澡，可是多次要求洗浴设施，至今仍未解决。

而且每天工作超负荷，又无休息日。每逢售药旺季，药厂和双合劳教所为牟取暴利不顾大法弟子的死活，搞什么

所谓的大会战，实质就是不分昼夜地超负荷劳作，每天四点多起床，为了挤时间不让洗漱，喝点简单的菜汤和吃

点发糕，便徒步来到药厂。中午仅用半小时吃饭、方便，马上又投入紧张的劳作。晚饭后直到深夜11点多才收工。

回到宿舍，又脏又累，又困又饿，若赶上值班干警不顺心便不让洗漱，带着一身一脸的药粉便睡下。刑事犯累得

嚎啕大哭，在工作台上滑倒在地便睡过去了。夏日炎热，加之劳累，汗水与药粉粉尘粘在一起使皮肤蜇痛难忍。

待汗水干爽后便出现癣状疮面，又痒又痛。更为恶劣的是每到农药需求旺季，药厂便将长期积压的过期变质农药

及农民退返的作废农药重新包装，改换日期投入市场。有的药粉已发霉成硬块，便踩碎入袋装箱。成卡车的过期

农药由其它分厂运往这里，堆积如山。大法弟子多次向双合劳教所四个所长及药厂厂长严正提出不能弄虚作假坑

害农民，可是双合劳教所与四友化工厂利欲熏心，非但不听劝阻，且利用主管队长（张志捷、郭丽、刘淑荣、王

梅）责骂逼迫大法弟子。至今双合劳教所与四友化工厂依然干着狼狈为奸的勾当。 

 

双合劳教所利用大法弟子在药厂出卖苦工牟取暴利。大队每年每人分红几千元，又买新车大搞福利，都是出卖良

心道义的不义之财。不法之徒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处。 

 

附录三：法轮功学员林慎立证词：“我被劳教所被强迫劳动做皮球” 

 

我叫林慎立，中国籍，1954 年 11月 16日出生于上海，现住在加拿大多伦多。 

 

1996 年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 年 7 月 21 日由于江泽民的疯狂迫害法轮功，我被警察强迫绑架到警署洗脑二个月。

同年 12月 24日，我去北京信访处上访被押回上海平凉路警署关押了 48 小时，由于不转变对真善忍的信仰而被

送到拘留所关押了 15天。 2000年 1月 24日因为呼吁政府与法轮功学员和平对话而被判劳教一年半,并被送往

第三劳教所二大队一中队，地点在江苏大丰四岔河 902 信箱一分箱。 

 

在劳教所（每天早晨还有星星月亮的时候（大约 6点钟左右）就被叫起来被强迫劳动，晚上披星戴月（一般都在

9点钟）才给收工回房。劳动是用手工做皮球，用铁锥钻眼，用针线缝眼，然后二根线还要收紧，时间做长以后

两只手被绳子勒开出血，那个线是打过蜡的，犯人说蜡是有毒的，所以两手指又肿又烂；由于超时超负荷劳动，



 

 

胸前背后臀部出现了大面积的出血溃烂，特别是臀部溃烂的血水倾透了内裤，短裤每天象浸在血水里一样，而且

连运动裤都被血水倾透出来。内裤不断干了湿，湿了干和皮肉粘在一起，走路举步维艰，上厕所的时候，短裤脱

不下来，每次硬脱的时候，都活生生的撕下一片皮肉疼痛难当，晚上无法睡觉，只能半躺半睡，由于超时超负荷

被强制劳动人很劳累，所以经常睡着了不注意碰到伤口而痛醒，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不让你休息，仍然逼迫你

劳动，因为逼迫劳动不仅可以剥削廉价的劳动力，因为无论是我们法轮功学员还是罪犯劳动是不给钱的，而做的

皮球有出口的，记得当时做的皮球有很多种类，其中有阿迪达斯，这是罪犯教我做球的时候对我讲的，还有日本

的，听罪犯说做的球里面有礼品球。他们强制利用劳教人员赚取外汇，更重要的是他们想通过这种折磨人的苦役

达到转化我、从而让我放弃信仰“真善忍”，当我不转变的时候他们就给我加刑半年，使我在劳教所被非法关押

了二年。 

 

 
 

林慎立 

2003年 11月 4日 

 

附录四：法轮功学员Sam Lu 关于在劳教所内被强制生产出口产品的证词 

 
Sam Lu ’s Personal Experience: Why China’s Products so Cheap 

 

I used to be a graduate student in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in 1996.   I ’d like to share my personal experience to let 

people know why some products from china are so cheap. 

 

Before I returned to USA in Feb. 2001, I worked as a tax auditor in china for 9 years. In June 7 ,2000, I was arrested  in 

china only because I handed in a letter at the State Petition Bureau in Beijing to express my opinion about Falun Gong 

which is a traditional exercise based on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forbearance” and is persecuted in China. I was put in 

a jail in Guangdong Province for almost two  months. 

 

Here I will not mention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ersecuted family church members, Tibet Monks and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 only want to let you know how some products from china are made and why they are so cheap. 

 

In prison, I were forced to work on export products such as toys and shopping bags without pay .I still remember one of 

the shipping bags were printed with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 #)” 

 

The cell is only about 300 sq. feet with about 20 prisoners and one toilet inside. They slept and worked in the cell.  

Sometimes we were forced to work to 2:00 in the morning to catch up with the schedule.  They only provided two meals a 

day (only once a week you have meat in your food) . In other words, being hungry, you still need to work more than 15 

hours per day.  

 

The police used wire whip to beat you if you did not do a good job or you can not catch up with the schedule. 

In the desperate time in prison, I was always wondering who gave them the business and who help them to abuse us. 

 

Now the same kind tragedy is happening to my wife .she was sentenced to forced labor camp for three years without trial 

without lawyer only because she passed out flyers in street to clarify to the Truth of Falun Gong. She has already stayed  

there for more than 34 months. 

 

In my wife’s letter to my parents, she mentioned that she was forced to work for embroidery exports. This tough job, 

malnutrition and torture make my wife almost lose her eyesight. 

 



 

 

Only in that single female labor camp where my wife stays now, approximate 3000 femal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has 

once been detained there and forced to work for export business. 

 

According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there are more than 100,000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detained in China’s Forced 

Labor Camps .How many people other than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re detained in forced labor camps and prisons and 

forced to work without pay for china’s export business.who knows? 

 

Sam  Lu  

250 VILLANOVA  DR. ATLANTA,GA  30336 

TEL:404-629-6262 (O)   678-595-7229 (C)  

Samlu69@hotmail.com   

( OCT.16,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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