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大连教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基

本犯罪事实

2003年 3月 4日―2005年 5月 1日

大连教养院院长郝文帅、副院长张宝林、政委张子亮。大连教养院跟随江泽民集团

迫害法轮功，据不完全统计，酷刑致使至少 1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见案例 1-
15)，多名法轮功学员致残。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郑巍、王秋霞、孙莲

霞、陈勇、刘永来、陈家福、于丽新、张万年、王哲浩、曹玉强、张军、孙瑛、

李岩松、王虹、孙倩。

大连教养院采取多种肉体和精神摧残，强迫法轮功学员写放弃修炼的“保证”，长期

强制灌输诋毁法轮功的宣传。大连教养院专门成立了用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男队

和女队。女队于 2000年 11月成立，在这里非法关押了上百名来自大连各区的法轮

功女学员及少数女刑事犯，这里的管教人员曾到马三家教养院学习“先进”经验；

逼迫法轮功学员每天干活长达 12至 15个小时；教养院牟取暴利榨取劳动价值每年

1,500,000元以上(见案例 22)；还定期或不定期将法轮功学员拉到五楼教室强制“转
化”。女队主管队长苑龄月策划授意多种酷刑用来摧残法轮功女学员，如：“五马分

尸”(即把人成大字形绑上，吊起来，同时向五个方向拉扯，两腿被劈开，下面放

一把椅子，人吊起来一上一下的往下墩，用椅背的尖角撞击阴部)、用拖布把捅阴

道、把辣椒掰碎往阴道里塞、用鞋刷子刷阴部、用锥子刺、开水烫、关小号、吊

铐、毒打、强迫吃大便、300,000伏高压电棍电击、灌白酒、24小时罚站等。大量

的事实显示，大连教养院以残酷的性虐待酷刑迫害女法轮功学员。2001年 3月
份，教养院把女队迁入新楼。男队(八大队)于 2001年 3月 12日成立，狱警指使犯

人打手扒光法轮功学员的衣服，用胶皮棍毒打，用几个高压电棍同时电脚心、腿

弯、腋窝、脸两颊、嘴、生殖器等。2001年 3月 19日，大连教养院对 400多名法

轮功学员施以酷刑。副院长张宝林亲自强迫法轮功女学员双手抱头，强迫法轮功

男学员双臂向后伸，全部 90度大弯腰，从晚上蹶到第二天中午进行体罚。狱警们

还采用上“死人床”、“抻刑”(被吊在铁笼里进行分身撕拉)、胶皮棒打、“飞机式”、
坐“老虎凳”、电棍长时间电击等酷刑进行摧残。2002年初，法轮功学员集体绝食

抗议迫害，狱警指使刑事犯人对动用大刑“劈跨”(即：将人的双手与双脚都水平吊

起，用棒子往阴道捅、罐辣椒水、毒打)、用开水烫肢体、不让睡觉、罚站、把胃

管下到胃里不拔出、铐在床上等非人手段进行迫害。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6/2/31160.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2/25/25605.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9/23993.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1/9/12/16439.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0/9/377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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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被大连教养院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遗像：

主要犯罪警察：

院 长：郝文帅

副院长：张宝林

政 委：张子亮

管理科科长：吕某

女队大队长：韩 xx、韩健民、万某、杨 xx
女队副队长：苑龄月、万雅琳

原女队大队长：陶军

原女队副队长：高成有

八大队大队长：刘忠科、景殿科

男队队长：王琦

原男队大队长：孙健

队 长：乔威、李学忠、李少福、郭东、周新明、朱凤山、尹某、彭达华、王化

金、黄晓东、宋恒岳、李茂江、韩建敏、王某、郭鹏、万某、杨某、李某

四防大队长：宋恒月

干警：隋子强、黄某、林毅、周友善、万雅琳、袁某、雍鸣久、(大)王军、(小)王
军、孙有发、赵阳、谭某、王仕金

狱医：韩琼

案例 111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郑巍(残疾人)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郝文帅(院长)、张宝林(副院长)、郝宝坤(司法局局长)
基本犯罪事实：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大连教养院非法关押郑巍(高度驼背)，被并非法判劳教。在教养院里，

狱警和普教对他进行非人折磨，侮辱取笑，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郑巍被释放不久，

于 2001年 4月被迫害致死。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31/27597.html

案例 222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秋霞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郝文帅(院长)、张宝林(副院长)、郝宝坤(司法局局长)、苑龄

月(女队副队长)、孙健(原男队大队长)、乔威(队长)、王军(狱警)、张雪梅、蒋

义、梁美花等

基本犯罪事实：迫害致死

法轮功学员刘永来 法轮功学员陈勇 法轮功学员孙莲霞 法轮功学员王秋霞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31/27597.html


详细情况：2000年 10月，大连教养院非法关押王秋霞，并被非法判劳教。在教养

院里，王秋霞遭到毒打等多种形式的折磨。2001年 6月 10日，不法人员连续不断

地对其进行毒打，直至奄奄一息时才被送往医院。王秋霞在被送医的途中因伤势过

重死亡。遗体整个头脸肿大变形，整个身体成黑紫色，双腿肿大呈黑紫色。副队

长苑龄月是纵容打手毒打王秋霞致死的的直接责任者。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4/64011.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6/13/1205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18/12213.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6/30/12680.html

案例 333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孙莲霞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隋子强(狱警)等
基本犯罪事实：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2000年秋，大连教养院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孙莲霞，并被非法判劳

教。孙莲霞绝食抵制迫害 1周后，被强行插管灌食，导致其鼻腔、食道全部发

炎，两鼻孔因流血、流脓长了一层厚厚的鼻疮把鼻孔糊死，只能用嘴喘气。而气

管、喉咙也因强行灌食发炎而导致不断地吐痰，吐的都是血和脓，以至从鼻、嘴

都灌不进食，瘦得皮包骨头；在孙莲霞绝食抗议迫害 26天后，于 2001年 1月 16
日被迫害致死。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6/23/3222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18/6928.html

案例 444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陈勇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乔威(队长)、王军(狱警)、李学军、刘勇(刑事犯)等
基本犯罪事实：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2001年 5月，狱警王军带领一班刑事犯把法轮功学员陈勇单独带到一

个空房间，王军指使刑事犯刘勇对陈勇进行毒打，陈勇被打得伤痕累累。他们怕其

他人听见陈勇被毒打时的惨叫声，用肮脏的拖布堵住陈勇的嘴，并用电棍对其毒

打。在教养院里，陈勇被迫害得患上疥疮，腿上烂了两个鸡蛋大小的坑，奇痒难

忍，每天只能睡 2个小时觉。大连教养院对陈勇进行了残酷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摧

残，致使陈勇于 2001年 8月被送往昌图关山教养后不久被迫害致死。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8/4350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16/26751.html

案例 555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永来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乔威(队长)、王军(狱警)、景殿科(八大队大队长)、朱凤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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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队小队长)、姜涛

基本犯罪事实：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2001年 6月，大连教养院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刘永来。在转到男子大

队的第二天早上 8点左右，被带到 4楼 (狱警专门对法轮功学员酷刑折磨的地方)逼
迫其放弃信仰。在长达 7个小时的连续用刑期间，所有的人都能听到他被折磨时的

惨叫声。狱警用上板子、坐“老虎凳”、警绳勒嘴、用 8根高达 720伏电棍电击其

身体各处敏感部位；刘永来被警绳勒伤的嘴根本不能闭合(嘴角两侧向外裂开

5CM，以至其长时间内不能进食，只能靠其他学员帮助喂食)，身体多处大面积电

棍烫伤，已没有一处好肉。7月初迫害加剧，刘永来被逼从教学楼外挂消防楼梯跳

下，当场身亡。这完全是大连教养院的酷刑和精神折磨威逼下的结果。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5/3/2945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7/15/13457.html

案例 666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陈家福(大连一所中专教师)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郝文帅(院长)、张宝林(副院长)、张子亮(政委)
基本犯罪事实：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1999年 10月，大连教养院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陈家福，并被非法判劳

教。在教养院里，强迫其干最重的活：抓砖。陈家福被逼连续弯腰、直腰，几天

后就累得便血，腰直不起来，身体非常虚弱；后从小号放出又转入“严管”。一次开

会时，只因他眼睛稍微闭了一下，副院长张宝林将他从座位上拖出，几个警察将

他摁住拳打脚踢，并逼迫其跪下；院长郝文帅逼迫他放弃信仰，遭陈家福拒绝，因

而再次被关入小号，被迫害致死。
http://minghui.cc/mh/articles/2001/7/23/13802.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7/4/12832.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2/14/8030.html

案例 777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于丽新、薛楠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于丽新被迫害致死、薛楠被迫害致重伤

详细情况：2001年 4月 15日，大连教养院女队干警与从外地来的“帮教团“秘密开

会、策划方案后，进一步对拒绝 “转化”的法轮功女学员展开进一步的迫害。当

晚，不法人员开始毒打法轮功学员，强迫法轮功学员撅屁股、两手抱头腰 90度弯

下，被拳打脚踢、被电棍电脖子等，被折磨了整整一夜。法轮功学员于丽新、薛

楠也被折磨的伤痕累累。第二天早上，于丽新和薛楠被叫到一房间(教养院所有房

间都有铁栏杆，唯独这里的窗上没有栏杆)内打扫卫生，于丽新和薛楠不堪酷刑折

磨从五楼的窗户摔下，于丽新当场死亡，薛楠摔成重伤，被送往医院。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5/22/113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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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888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万年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大连教养院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张万年。在被非法关押在大连教养院

期间，队长及犹大毒打张万年，致使他整晚睡不着觉、咳嗽、经常吐血(一次吐血

半茶缸左右)。教养院为推卸责任，给张万年办了“保外就医”。张万年回家后不

久，于 2003年 1月 10日被迫害致死。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7/10/53766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7/10/53772.html

案例 999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哲浩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劳教、严管迫害

详细情况::::王哲浩，男，27岁，大连轻工学院投资经济专业毕业，原工作在大连化

工设计院任电脑及绘图员。1999年，王哲浩被大连教养院非法劳教 1年。在大连

教养院他被严管迫害，手脚都被铐在床上，遭受强制“洗脑”迫害，身体遭受严重摧

残。于 2004年 12月 25日被迫害致死。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5/3/9/58290.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5/2/23/96015.html

案例 1010101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曹玉强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 2001年，法轮功学员曹玉强被非法关进大连教养院，在大连教养院，每

天只许坐在木凳上，两边有“包夹”人员看着，不许活动，不许说话，不许洗澡，不

许刷牙，不许洗衣服，不许家属接见。大热的天，一天只许喝一次水，上 4次厕

所，只许早晨大便，方便必须在“四防（被选出协助警察管理的被教养人员）”数三

个数中完成。被褥到处是虱子。后曹玉强被迫害致死。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4/20/72748.html

案例 1111111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军、曲滨、曲飞、常城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张军(警察)等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劳教、吊铐、体罚、不许睡觉、电击恐吓、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法轮功学员张军，男，33岁，大学毕业，曾任外资企业技术骨干。2000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7/10/53766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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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送到大连教养院非法劳教 1年半。在强制劳教期间，张军精神和肉体都遭受

了极大的伤害，曾遭受吊铐、体罚、不许睡觉，电击恐吓等折磨，其一条腿经常

无法站立、走路。2001年 3月 12日，大连教养院成立专门迫害男法轮功学员的 8
大队。警察王军、姓朱的等还领着犯人（用减刑利诱犯人）把曲滨、曲飞、常城

衣服扒光，用胶皮棍一顿乱打，高压电棍猛电，好几个电棍同时电一人（脚心、腿

弯、腋窝、脸两颊、嘴、生殖器）残忍至极。警察把张军铐在暖气片上用电棍

电。张军从大连教养院出来后，于 2004年 10月被迫害致死。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12/16/9151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12/19/55739.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1212121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孙瑛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市劳动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劳教、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法轮功学员孙瑛，女，62岁。2000年 10月 17日被非法判刑 3年，关

押在大连市劳动教养院。在此期间，身体和精神受到严重摧残，致使疾病上身，

回家后病情加重，于 2004年 5月 12日被迫害致死。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11/18/54673.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11/12/88955.html

案例 1313131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岩松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 2000年 9月份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李岩松被送到大连教养院非法关押。在

教养院，李岩松被严重迫害，因此出现了包括糖尿病 4个加号在内等多种疾病，教

养院怕承担责任，办了保外就医。李岩松于 2001年 4月回家，2003年 11月被迫

害致死。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6/14/76994.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6/17/49294p.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1414141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虹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折磨致死

详细情况:::: 2001年春节法轮功学员王虹被警察送到大连教养院劳教 2年。在教养院

期间，遭到惨无人道的折磨。例如：倒控（将臀部高高撅起）、打耳光、不让睡

觉等。再加上伙食极差，导致 3个月内体重下降了 30多斤。因咳嗽不止，王虹被

送往大连市中心医院检查，诊断为肺癌晚期。警察和医生当时都非常紧张，医生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12/16/9151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12/19/55739.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11/18/54673.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11/12/8895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6/14/76994.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6/17/49294p.html


训斥警察：“人都这样了你们才送来！肺子全是洞！”教养院为了推脱责任在短短

的 4个小时就把王虹打发回家了。2002年 9月 1日王虹被迫害致死。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12/23/9173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5/1/22/56804.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1515151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孙倩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市劳动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孙倩，现年 27岁，毕业与辽宁警官高等专科

学校，痕迹检验系，本科学历。 1999年 10月被非法劳动教养 2年零 6个月，关押

到大连市劳动教养院，并被开除学籍。在被关押大连市劳动教养院期间，因强大的

压力于 2000年 3月 5日到教育科被强行“洗脑”时从三楼跳下，造成双腿骨折。

2002年 4月 25日孙倩再一次被送往大连市劳动教养院非法关押，非法劳教 2年。

在大连市劳动教养院期间曾和爱尔兰留学生刘锋被单独关押在一个屋子里被

迫害。在孙倩的身体越来越差的情况下，2003年 4月被教养院院外就医，孙倩于

2005年 3月 15日被迫害致死。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5/5/1/100885.html

案例 1616161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文富、沈寰、初至真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李学忠(队长)、李少福(队长)、彭达华(中队长)、郭东(大队

长)、姜同久、刘忠科、宋恒月 (四防大队长)、景殿科(八大队大队长)、迟殿东(犯
人打手)、高永平、高培春

基本犯罪事实：被固定在床上、铐住双手、毒打等

详细情况：2001年 4月 18日，法轮功学员张文富被送进大连教养院八大队，10
天后绝食抵制迫害。队长李学忠、李少福、彭达华围住张文富进行毒打；队长李

学忠用胶带将其嘴、眼封住，铐住双手；犯人打手迟殿东等也参与对其毒打；队长

彭达华用胶皮棒打其头，并踢其脸、踩其头；队长李学忠威胁张文富再炼功就打

瞎其另一只眼睛，将其外衣裤扒掉，铐在床上用木板打；然后犯人打手迟殿东等给

张文富灌酒，用筷子捅嘴，以至张文富的嘴里全是血。4月 26日，法轮功学员沈

寰、初至真被送进“严管”，被固定躺在床上(此床仅有几根铁条)，仅吃饭、大小便

时可起来。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5/29/30990.html

案例 1717171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忠科、吕开利、刘希永、瞿飞、宋书武、孙世珍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景殿科(八大队大队长)、宋恒月(四防大队长)、王军(狱警)、
乔威(队长)、彭达华(中队长)、孔军(犯人打手)、刘国善(犯人打手)、曲海波(犯人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12/23/9173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5/1/22/56804.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5/5/1/100885.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2/5/29/30990.html


打手)、杨日杰(犯人打手)、谭吉民(犯人打手)、许辉(犯人打手)、梁长胜(犯人打

手)、林佰仟(犯人打手)、由福贵(犯人打手)等
基本犯罪事实：殴打、强行灌食、灌白酒、长期铐在床上

详细情况：2002年 12月 27日上午 10点 30分，大连教养院八大队大队长景殿科

殴打正在绝食抗议的法轮功学员李忠科，用筷子在其嘴里乱捅，并对其进行人格

侮辱。2002年 10月末，景殿科以同样的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吕开利。在吕开利绝

食抗议迫害期间，曾被一下灌了 2瓶白酒，导致吕开利昏迷了 1天 1夜。李忠科也

被灌得至呕吐。由于吕开利常年被铐在床或小凳上，已导致其肌肉萎缩，腿非常纤

细。在绝食抗议期间被灌白酒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有：李忠科、吕开利、刘希永、

瞿飞、宋书武、孙世珍等。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3/2/45574.html
http://minghui.cc/mh/articles/2003/2/13/44485.html

案例 1818181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野丁德福、金廷东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周新明(队长)、朱凤山(队长)、尹某(队长)、张子亮(政委)、乔

威(队长)、王军(狱警)、付寿臣、郝文帅(院长)、张宝林(副院长)、郝宝坤(司法局

局长)、林海(第一警务区警长)
基本犯罪事实 ：长时间超强度体力劳动

详细情况：2000年 8月 4日，大连教养院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野丁德福、金廷

东。队长指使 2名犯人监管他们。每天被强制长时间超强度体力劳动，且吃不

饱、没水喝、不让洗澡，他们的身上、屁股上都长了脓疮，浑身发痒，致使整晚

睡不着觉，白天还照样被强迫干活。管教队长朱凤山强逼野丁德福、金廷东在不能

坐板凳情况下，坐在板凳上，致使脓疮破裂，沾满整个内裤，疼痛难忍。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20/15053.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21/15054.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26/4531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5/28/30946.html

案例 1919191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曲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乔威(队长)、韩琼(狱医)
基本犯罪事实：被毒打至颈椎骨折、高位截瘫

详细情况：2000年 4月 13日，大连教养院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曲辉，被非法判劳

教 1年。狱警把多名法轮功学员关进房间里坐着不准睡觉，并逐个带到另一个房

间里，逼着在“转化书”上签字，否则就施以酷刑；狱警用多根电棍电击法轮功学

员，有的被折磨得口吐白沫，有的倒在地上。狱警用橡皮棍把曲辉的臀部肌肉打

烂、膝盖打肿、颈椎打断、口吐鲜血、多次昏迷；每次醒来后，教养院医生韩琼

检查后说，没有事，还可以打。其中一名狱警乔威把折磨人当成乐趣。曲辉被打成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3/3/2/45574.html
http://minghui.cc/mh/articles/2003/2/13/44485.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20/15053.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21/15054.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26/4531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5/28/30946.html


重伤，躺在担架上被抬出了教养院。医院诊断是颈椎骨折，高位截瘫。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19/39752.html

案例 2020202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郝文帅(院长)、张宝林(副院长)、郝宝坤(司法局局长)
基本犯罪事实：辱骂、强行灌食

详细情况：2000年 12月，司法局郝局长、教养院郝院长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

张宝林副院长把 20多名法轮功学员铐住双手、插粗鼻管，并扬言说，就要你们活

的痛苦、死的难受。大连教养院给原本身体状况良好的法轮功学员插鼻管灌食，导

致 70余名法轮功学员痛苦不堪；有的被灌进的东西全呕掉，有的上吐下便血，半

小时内便血达 4次之多，有的口鼻出血，连管也无法插入。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1/2/6350.html

案例 2121212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华，张桂荣，孙莲霞，满春荣，胡桂莲，张静，王秋霞，

王日清，仲淑娟，王彬华，李玉梅，韩淑华，刘传丽，孙燕，吴月菊，秦淑兰，

杨明，石传丽，王田清，孙秀贞，王新月，付淑荣，周美华，孙文香，陈辉，付淑

英，仲淑娟，王力军，黄秋霞，丁敏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郝文帅(院长)、张宝林(副院长)、郝宝坤(司法局局长)
基本犯罪事实：酷刑折磨、性侵犯

详细情况：2000年以来，大连教养院强制每个被抓进来的法轮功学员不准炼功、

学法、背经文等，不配合就毒打、体罚、不让睡觉；并野蛮地给绝食抗议的法轮

功学员强行灌食。狱警们把胶皮管使劲插到胃里再拨出来，反复数次，食管都被

插破，出了血。然后把胶皮管插到胃里长时间不拔出来。狱警强迫全体法轮功学员

两腿劈开，手抱后脑勺， 90度大弯腰。每人地上放一张诽谤大法的纸，逼着在纸

上签字。不签的就用电棍电，用胶皮棒打，强行把衣服裤子扒下来，用电棍电乳

房、小便处。有的法轮功学员的头发掉了一堆，有的脸肿得变了形。教养院从全

国各地调来一批犹大来给法轮功学员强迫“洗脑”。不妥协警察就指使犹大毒打。男

犹大坐在法轮功女学员身上、骑在头上打，用绳子绑，用纤维带挂到脖子上吊到

窗上打，用拖布把儿、拖鞋、装满水的可乐瓶打，专打太阳穴、脑门、头、乳房、

两肋、眼睛。将法轮功学员打得个个满脸青肿，白眼球变成了血红色。晚上不让

睡觉，如果半夜睡着了就被狠命揪头发。2002年春节过后，狱警把法轮功学员拖

进小号里，扒去衣服大搜身，“戴帽子”（刑具），强迫光着脚，被犯人穿着皮鞋

使劲往脚上跺。然后将人吊铐在铁笼上，用尖拖布把儿捣小便处，穿鞋连踹带踢小

便处，用凉水往衣服里浇，用脏拖布往脸上、嘴里擦，用尖剪扎脚，用拳头捣乳

房。然后送严管室进一步迫害。严管室的床只有几块木板，没有褥子，晚上关在那

里的法轮功学员被冻得直打哆嗦。狱警还将法轮功学员的四肢长时间铐在床上，

等到放下来时四肢都不能行动，双手被铐得肉都裂开了，浑身肿得变了形。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19/39752.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1/2/6350.html


http://minghui.cc/mh/articles/2003/1/31/43735.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3/45699.html

案例 2222222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苑龄月(女队队长)、韩某(大队长)
基本犯罪事实 ：剪刀扎脚、拖布把猛击阴部

详细情况：2000年以来，大连教养院指使几名女犯人打手专门在小号里迫害法轮

功学员：把人吊起来双手铐上，一条腿被绑着，用力摇另一条腿，什么姿势疼，就

拼命以什么姿势摇。冬天往衣服里灌凉水，用尖剪扎脚。用一根绳子从前阴部到

后肛门将人吊起，这时的人已经是疼痛难忍了，她们还用木椅将人抱起，放在椅背

两头高处部位坐上去。用瓶子狠命地砸嘴，使嘴唇肿得老大，脸也被打肿。她们

还给法轮功学员带一种帽子(刑具)，绳紧勒着，勒得头鼓了大包，只出血，牙都松

动了。用带尖的拖布把儿往阴部捣，用脚往阴部连踹带踢，阴部肿胀，变成紫黑

色。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3/45659.html

案例 2323232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万晓辉(女，47岁)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马栏子派出所

基本犯罪事实：毒打、关小号、往阴部撒辣椒面

详细情况：2002年 10月 9日，马栏子派出所绑架法轮功学员万晓辉。11月 1日
被送入大连教养院，被非法判劳教 2年。狱警指使犯人打手用装满水的矿泉水瓶

猛抽其上身、大腿内侧，并往阴部撒辣椒面，外衣全被扒下，送进小号，窗户大

开，只穿单秋衣、单秋裤，赤脚铐在小号半个月。从小号出来后，又被强迫劳

动；万晓辉被折磨得睡觉不能躺下，只能坐着睡，胸口被打得红肿、喘不上气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仍被强迫干重活。
http://minghui.cc/mh/articles/2003/2/5/4404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8/46043.html

案例 2424242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李学忠(队长)、李少福(队长)、彭达华(中队长)、郭东(大队

长)、姜同久(大队长)、刘忠科 (大队长)、宋恒月(副大队长)、景殿科(八大队大队

长)、郝文帅(院长)、张宝林(副院长)、郝宝坤(司法局局长)
基本犯罪事实：电击、毒打等

详细情况：2001年 3月初，大连教养院成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男子、女子大

队。在男子大队里，狱警们与犯人打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 2天 2夜毒打。狱警

指使犯人打手用电棍电击法轮功学员；狱警还使用铁铐、高压电警棍、三角皮带等

http://minghui.cc/mh/articles/2003/1/31/437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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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具进行折磨；法轮功学员的衣服被扒光，只留一裤头，强迫带上手铐，推倒在

地，用椅子卡住毒打，而且连老年人也不放过。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26/27263.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16/14880.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18/26768.html

案例 2525252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丛伟、黄文忠、刘长(昌)海、夏中强、姜云天、刘昌田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乔威(队长)、焦波(犯人打手)、于元飞(犯人打手)、张家俊(犯
人打手)、赵勇(犯人打手)
基本犯罪事实：电棍电、坐“老虎凳”
详细情况：2001年以来，大连教养院唆使“四防”人员迫害法轮功学员。狱警强迫

丛伟上板、坐“老虎凳”，并用电棍电；往黄文忠嘴里塞上木块再用警绳勒住嘴，

上背铐。刘长(昌)海被上手铐、脚镣，被迫趴在地上，将 2公分厚、1.5米长、15
公分宽的床板压在他的小腿肚上，由 2个各约 150斤重的犯人站在板上碾踩，同

时脚心、手心被高压电棍电，被迫坐“老虎凳”，被同时用 8根电棍电敏感部位(此
电棍最高时达 800伏)。夏中强(音)的裆部被电棍电烂；姜云天被折磨得全身无好

肉。队长乔威还用点燃的香烟烫刘昌田的口鼻。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14/14755.html

案例 2626262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福玲、全晓男、吴月菊、张华、万冬霞、万晶、王互荣、

仲淑娟、王晶、王荣红、王海英、胡淑珍、曲环、赵晶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雍鸣九、王军(狱警)、林毅

基本犯罪事实：严管、毒打

详细情况：2001年初，大连教养院将 14名法轮功学员强行严管。十来个狱警手提

胶皮棍、电棍等刑具毒打法轮功学员。有的法轮功学员被打得身体淤肿，有的脸

变了形；万冬霞、王互荣、赵晶被打昏。有的法轮功学员被从走廊这头拖到另一

头，血溅到墙上，他们又抹掉，怕人看见。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2/4/768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2/2/7557.html

案例 2727272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乔威(队长)、王军(狱警)、张宝林(副院长)、20多名四防人员

基本犯罪事实：毒打

详细情况：2001年 3月 19日，大连教养院对 400多名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在长

达 3天 3夜的时间里，几十名警察和被利用的 20多名刑事犯人(简称“四防人员”)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26/27263.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16/14880.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18/2676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8/14/1475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2/4/768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2/2/7557.html


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毒打，逼迫其放弃修炼。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8/17661.html

案例 2828282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广兰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法轮功学员广兰进京上访，被非法抓捕，现被非法关押在大连教养

院。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9/65254.html

案例 2929292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于守芬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被迫长时间超强度劳动、牟取暴利榨取劳动价值(年榨取 1,500,000
元以上)
详细情况：大连教养院自 2001年初开始不断加大加强劳动生产强度，法轮功学员

每天干 14至 15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活，还经常遭到体罚、加班等变相虐

待，每天的睡眠最多不超过 6小时，有许多法轮功学员只能睡 2至 3个小时。在强

制劳动中，不成文的规定很多，如：干活中不让讲话，不许嘴动，不让闭眼，席

地坐时不让盘腿，所谓的盘就是两腿有接触都不行。干活中不让上厕所(原来上下

午各有一次十几分钟上厕所时间)，实在不行了，要报告室长、班长、队长三级批

准，早晚不给大号时间（排便），说是“浪费时间”，要晚上睡觉时间大号，因此使

得许多人便秘、痔疮，痛苦不堪。女队干活地点在一楼大厅是封闭式的，只有一

个门通行、通风。夏天气温高、人多，通风不畅经常有人因中暑昏倒在现场，有时

一天出现好几个中暑昏倒的。长时间坐着不得活动，许多人腰痛，腿脚肿胀，不

能穿鞋，这样也不让休息。法轮功学员于守芬被非法劳教 3年，由于长时间超强度

劳动，伙食差，导致身体极度衰弱，两腿无知觉，走路要扶墙，每天还照样被逼

着干活。每天劳动都有定额。以室为单位，完不成的全体加班。现在简单核算一

下，劳教所在法轮功学员以及普教身上榨取的劳动价值，以捡豆算每天每人捡 5
包 25元(最低平均数)，一个中队 56人，25元 x56=1400元，女队三个中队

1400x3=4200元，一个月按 30天算，净产值 126,000元，一年 1,510,000元（最低

的平均值）。

以下是大连教养院强制法轮功学员劳动、榨取劳动价值罪证：

年份 产品名称 工艺 程序 说明 销货地区

2001 绣品 床罩枕套桌布 抽丝锁边绣花（麻布） 出口地区不详

2001 干花香色 香料熏蒸的干花 装色装饰外观 韩国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8/17661.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9/65254.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5/64908p.html

案例 3030303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张秀娟(犯人打手)等
基本犯罪事实：被迫长时间超强度劳动、“包夹”、罚站、冻、用拖布、辣椒捅法轮

功学员下身

详细情况：大连教养院女子大队非法关押着 130多名法轮功女学员，每天被强制

干 12至 16个小时的活，相互之间不准说话。管教指使普通犯人“包夹”坚定信仰

的法轮功学员，管教采取一系列手段进行迫害：对刚被非法关进教养院的法轮功学

员，管教用伪善来迷惑，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拒绝“转化”，便被强迫罚站。有的被

罚站 6天 6夜，然后被扒光衣服开窗冻(不论三九严寒)，管教还指使普通犯人用拖

布、辣椒捅法轮功学员下身处。犯人张秀娟经常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是主要的

2001 钩手机套 钩织 棉线丝线 浅粉浅兰浅灰绿等 韩国

2001 织帽子 中粗毛线各色 加工“贝雷冒” 韩国

2002 捡豆子

1.红、白、黑、紫等各种花豆，此各种花豆

至今在大连市场没见过，都是外销；

2.黄豆分大中小，即浆豆、油豆、菜豆；

3.绿豆分大小两种

出口韩日美，在外

包装上有中国产的

字样，还有日文韩

文英文和其它文种

等。

2002 海带结 把裁成 12公分的海带打成结（批量很大） 台湾

2002 干群带菜 撕成条状分成几个等级 韩国日本台湾

2002

串塑料花

（公司以前

在中良大

厦，现搬到

甘井子）

各种各样的花形，花扣，还有仿水果形的几

十个品种，用细银铜丝串起装袋装盒贴标

签，价签是欧元标识，据说是欧盟地区用于

墓地祭祀用的（此产品用的胶水有 毒，许多

人因此呕吐不能吃饭）

欧盟国

2002 棉签 包装大小袋回厂二次包装 ，根本不消毒 不详

2002 筷子

是大连市干井子区辛寨子的一个日本人开的

筷子厂，名称不详。长年定点干此活，高中

低档都有。唯一的卫生标准是防止毛发混入

袋中。普教中有性病的人也干此 活，用筷子

挠痒见怪不怪。

日本

2002 雪糕棍 普教用机械压 ，然后包装 非洲

2002 咖啡棍 普教用机械压， 然后包装

2002 缝羊绒大衣 双层绒，开发区外贸服装厂标签韩日 韩国日本

2002 钉扣子 哺乳服、睡衣， 钉扣子 日本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5/64908p.html


打手。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4/64863.html

案例 3131313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喜勇、巩发久、秦岭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刘忠科(队长)、王化金(队长)、黄晓东(队长)、宋恒岳(队长)、
陈龙(犯人打手)、李梓辉 (犯人打手)、林永金(犯人打手)等
基本犯罪事实：毒打、关小号、吊铐等

详细情况：大连教养院男队非法关押着 50多名法轮功男学员，并遭受着非人的折

磨。刘喜勇被大队长刘忠科及几名犯人用布往嘴里堵，牙被捅掉几颗。巩发久因

长期被迫害，出现眼花、腰痛、上肢无力等症状，队长罗晓晨不让他去医院，反将

他关入小号进一步折磨。2003年中旬，队长王化金毒打秦岭，致使其耳膜穿孔，

迟迟不给救治。队长黄晓东、宋恒岳指使犯人把秦岭铐住，拖到犯人的大屋迫害数

月，还唆使犯人用木板抽秦岭的大腿至粗肿，并将其四肢吊铐，用力踹铐子，致

使秦岭痛苦不堪。夏天给秦戴头盔，往头盔里塞满了棉花物品，甚至把头盔绳勒进

秦岭的脖子，使他窒息喘不过气。参与对秦岭迫害的犯人打手有：陈龙、李梓

辉、林永金等人。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4/64863.html

案例 3232323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孙文香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绑架、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2003年 12月 25日早晨，香炉礁派出所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孙文香；

后被送往大连教养院非法关押，并被非法判劳教。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3/63990.html#chinanews0103-11

案例 3333333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用拖布把捅阴道、把辣椒掰碎往阴道里塞、用鞋刷子刷阴部、大

字形吊起来等

详细情况：大连教养院警察指使犯人们用下流手段迫害法轮功女学员，犯人用拖

布把捅阴道，把辣椒掰碎往阴道里塞，用鞋刷子刷阴部，把人成大字形吊起来，

两腿各拴一根绳子，两边人把两腿横着拉开，下面放一把学生坐的椅子，人被一上

一下吊起，用椅背的坚角撞击阴部，鲜血淋淋惨不忍睹。法轮功学员仲淑娟、孙

燕、陈辉、傅淑英、满春荣、王丽君、常学霞、范月等都遭受过此种酷刑。常学

霞曾经昏死过去；仲淑娟被用此刑时，当时大流血，下身肿得象裤内塞个足球的样

子，两大腿筋被重度拉伤，3个多月不能蹲，上厕所需要别人帮助，坐两个便盆才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4/6486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4/6486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3/63990.html


能解手。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30/63649.html

案例 3434343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翟飞、赵传海、刘希勇、王骏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李茂江(三中队队长)、刘忠科(大队长)
基本犯罪事实：送严管进行迫害

详细情况：2003年 11月 16日，大队长刘忠科等将翟飞、赵传海等送严管进行迫

害，并放风说：“以后只要违反纪律，全送严管，不‘转化’，不放回来，到‘转化’
为止，并加期 3个月。”2003年 11月中旬，三中队队长李茂江将刘希勇送进严管

进行迫害。2003年 11月 12日左右，王骏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要求无罪释放(在这

之前，王骏有血压高，仍被狱警送进严管，手脚被扣在铁床上，头上被戴上摩托车

帽进行迫害。其家人听到消息后找到教养院，大队长刘忠科极力否认有此事，并

追查是谁把消息透露出去的)。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25/63290.html

案例 3535353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贾继茹(女，59岁，大连理工大学退休职工)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2003年 4月，大连教养院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贾继茹，并被非法判劳

教 1年，现仍被非法关押在大连教养院。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22/63028.html

案例 3636363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陆蓉(女，近 60岁，大连理工大学退休职工)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2003年 4月，大连教养院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贾继茹，并被非法判劳

教 2年，现仍被非法关押在大连教养院。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22/63028.html

案例 3737373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仲淑娟(女，50岁，原大连理工大学商店职工)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韩建敏(大队长)
基本犯罪事实：用胶皮棒毒打、“飞机式”体罚、吊在铁笼里

详细情况：1999年以后，法轮功学员仲淑娟多次被非法抓捕关押。2000年底，警

察将她非法送进大连教养院。在大连教养院里，大队长韩建敏对其用胶皮棒毒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30/6364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25/6329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22/6302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22/63028.html


打、“飞机式”体罚三天三夜；将她吊在铁笼里长达 17个小时；仲淑娟于 2002年底

获释。2003年 3月 7日，被华东路派出所警察抓入大连姚家看守所，4月 20日左

右，被送往马三家劳教 1年。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22/6302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21/50791.html#chinanews-05212003-9

案例 3838383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孙传红(女，30多岁，大连理工大学附中教师)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2001年不法人员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孙传红，后被非法关押在大连教

养院至今。具体详情有待进一步调查。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22/63028.html

案例 3939393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继胜(音)、董训生(音)、张文富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景殿科(干警)
基本犯罪事实：严管、殴打、强行灌酒灌食、往嘴里塞 7、8根烟等

详细情况：大连教养院干警景殿科强行给李继胜(音)灌酒、灌食，往嘴里塞 7、8
根烟，用各种手段逼迫他放弃修炼。董训生(音)因绝食抵制迫害，狱警对他进行严

管、殴打、并撬掉他 2颗牙，法轮功学员张文富起来制止，被当场殴打。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9/1/56636.html#chinanews-20030901-2

案例 4040404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长海、张文富、丛伟、柳中尧、李忠科、赵飞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老虎凳”、电棍捅肛门、强行灌酒、用 5根以上电棍同时电击、用

红外灯烤糊臀部等

详细情况：大连教养院干警对刘长海施以“老虎凳”、电棍捅肛门；对张文富强行灌

酒；对丛伟同时用 5根以上电棍电击；对柳中尧用红外灯烤糊臀部；对赵飞强逼

吃生豆；往李忠科的身上写辱骂性文字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25/56193.html

案例 4141414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萍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抓捕、强行灌食

详细情况：2003年 2月 27日李萍被非法抓捕，后一直绝食抗议非法抓捕至今已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22/630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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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半月。目前，在大连教养院里，她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生命垂危。教养院干警

对她强行灌食，且不断向家属勒索钱财，但遭到家人的拒绝。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16/55705.html#chinanews0816-9

案例 4242424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兴全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王 xx(大队长)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抓捕、强行“洗脑”
详细情况：2003年 1月 14日，警察非法抓捕李兴全，并关进大连教养院。至今，

狱警不让李兴全与家人见面，教养院还利用犹大对其进行强行“洗脑”。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25/52821.html#chinanews-06252003-11

案例 4343434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常忠宝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强行“洗脑”
详细情况：大连教养院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常忠宝，并被强行“洗脑”。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20/52605.html#chinanews-20030620-17

案例 4444444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锋(爱尔兰留学生)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大连姚家看守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2002年 4月份刘锋(爱尔兰留学生)回家探亲被劫持，被非法关押在大连

姚家看守所。2003年 4月份，刘锋被送进大连教养院。据中国驻爱尔兰大使馆消

息，刘锋现在正在“所外就医”，刘锋的近况有待进一步调查。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8/51849.html
http://chinese.faluninfo.net/fdi/gb/2004/1/18/32598.htm

案例 4545454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滕云清、王新风、王风云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抄家等

详细情况：2002年 4月 23日，警察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滕云清、王新风、王风

云，同时被非法抄家，被非法判劳教，现关押在大连教养院遭到酷刑折磨。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26/5104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16/5570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25/52821.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20/5260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8/51849.html
http://chinese.faluninfo.net/fdi/gb/2004/1/18/32598.htm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26/51040.html


案例 4646464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董俊生、张文昌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刘忠科(八大队大队长)、郭鹏(狱警)、黄某某(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强迫“洗脑”、严管

详细情况：大连教养院里，狱警利用犹大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迫“洗脑”，有多名法

轮功学员被强制严管进行“洗脑”。董俊生因绝食抗议迫害，被拖走严管。张文昌

当时站起来制止，被狱警郭鹏、黄某某等拖进小号，遭到电击和毒打。八大队对到

期释放的法轮功学员强行搜身。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9/49952.html#chinanews-05092003-10

案例 4747474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宋叔武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2002年 4月份，大连开发区哈尔滨路派出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宋叔

武，被非法判劳教 2年，至今未放。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12/48220.html#chinanews-04122003-13

案例 4848484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顾群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大连教养院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顾群，现顾群绝食抗议迫害已数日，

身体被严重摧残。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11/48176.html#chinanews-20030411-1

案例 4949494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倪金华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大连教养院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倪金华，被非法判劳教 3年。详情有

待进一步调查。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21/46873.html#chinanews0321-4

案例 5050505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墨、崔得亮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大连庄河市看守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9/49952.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12/4822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11/4817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21/46873.html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非法判劳教

详细情况：2003年 3月 14日，大连庄河市看守所武警绑架法轮功学员张墨、崔得

亮，身上财物洗劫一空，没收传呼 2部，摩托车 1辆，并被非法关押在庄河看守所

15天，后被非法秘判劳教 3年，于 2003年 4月 11日被送进大连教养院。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19/48680.html#chinanews-04192003-3

案例 5151515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后己(男，48岁，原大连港务公司职工)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大连看守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勒索

详细情况：2000年 10月，王后己先后 2次去北京上访，后遭西岗区公安分局红岩

派出所将他非法抓捕，并被送到大连看守所。2001年 4月份，王后己被非法判 2
年劳教，在送到大连教养院体检时血压过高，教养院拒收，红岩派出所便向王后己

家人索要保证金 5000元钱，才允许“保外就医”。王后己在“保外就医”期间，仍经

常遭到骚扰，其单位也逼迫他写“决裂”、“保证”，被王后己拒绝，最后其单位不法

人员开除了王后己的公职。2001年 11月份，王后己第三次进京向世人讲清真相，

被大连警察将其送到大连看守所，直到 2002年 7月份，被非法判 2年劳教，转押

到大连教养院。教养院一直不准家人与王后己见面，具体被迫害情况有待进一步

调查。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31/47451.html

案例 5252525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仲淑娟(49岁)、孙燕(30岁)、陈辉(26岁)、常学玲、孙燕、邹

秋菊、于守芬、王彬华、刘军、李敏、秦淑兰、陈丽华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苑龄月(女队副大队长)
基本犯罪事实：“五马分尸”(即把人成大字形绑上，吊起来，同时向五个方向拉

扯，两腿被劈开，下面放一把椅子，人吊起来一上一下的往下墩，用椅背的尖角

撞击阴部)、往阴道里塞辣椒用刷子刷阴道

详细情况：大连市教养院女队三中队(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主管队长苑龄月策划授

意多种酷刑用来摧残法轮功女学员；如 “五马分尸”、往阴道里塞辣椒刮刷等。苑

龄月将仲淑娟关进小号，使用“五马分尸”酷刑进行折磨，即把人成大字形绑上，吊

起来，同时向五个方向拉扯，两腿被劈开，下面放一把椅子，人吊起来一上一下

的往下墩，用椅背的尖角撞击阴部，撞得仲淑娟下身流血不止、肿得老高、不能走

路，大腿筋被撕裂失去功能，不能下蹲，上厕所要人帮助坐便盆，3个月不能自

理。苑龄月曾多次把孙燕关进小号，施以“五马分尸”酷刑，还被往阴道里塞辣椒，

用刷子刷阴道，每次都被折磨得昏死过去；每次孙燕从小号被拖出来时，脸色都

是铁青的，极度虚弱；在教养院的 2年多时间里，孙燕被折磨得一直是瘸着腿，手

指不能曲伸。最近，又把孙燕等送到龙山教养院。陈辉也被苑龄月指使上过这种

酷刑。苑龄月实施迫害都在晚上进行，她安排打手迫害谁、怎么迫害，自己躲在暗

处看着，当人昏死过去她进去检查，看是真昏死过去，就让打手用凉水喷醒再折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19/4868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31/47451.html


磨。常学玲就曾被这样折磨过。苑龄月打人无数，孙燕、邹秋菊、于守芬、王彬

华、常学玲、刘军、李敏、秦淑兰、陈丽华等都被她打过耳光。苑龄月还常以安

全检查的名义翻箱子，把法轮功学员的贵重物品拿走，私吞法轮功学员家属送来的

钱和物。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7/64273p.html

案例 5353535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付淑英、高翔、满春荣、李华、丁红、董桂艳、张静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王军(队长)、林毅(男，管教)
基本犯罪事实：毒打、体罚、电棍电击等

详细情况：大连教养院女队于 2000年 11月份成立，在这里非法关押了上百名来

自大连各区的法轮功女学员及少数女刑事犯，这里的管教曾到马三家教养院学习

“先进”经验，除管教外还利用刑事犯、监视器看管法轮功学员每天从早到晚背手被

迫坐在“小马扎”上(体罚)，强行收听编造的诽谤法轮功的广播。80余名法轮功学

员绝食要求无罪释放，其中 10名法轮功学员绝食 20至 30天，每天被用胶皮管强

制灌食 2遍，灌的是白菜剩下的咸汤(教养院的伙食)，后来用粗管灌食，大部分法

轮功学员被灌得口鼻出血，50多岁的付淑英被狱警用电棍电击至口吐白沫、抽

搐；高翔的两腿被狱警王军(队长)用胶皮棒打得下身淌水，两腿肿得很粗，不能打

弯，走路得拖着腿；满春荣因练功，被用手铐铐在窗上，被电棍和胶皮棒毒打至昏

死过去，两腿从臀部至脚后跟全部被打成黑紫色，还被强制坐在小马扎上。2001
年 3月份，教养院把女队迁入新楼，新楼大厅挂着一个巨幅标语，新来的法轮功学

员必须在“转化书”上签字，否则便会遭到毒打。李华因拒绝签字，被管教林毅在

其头上套上袋子毒打，整个脑袋被打走了形。为了达到“转化”的目的，教养院将法

轮功学员所在的每一个监室都装上了监视器(包括走廊、厕所、仓储室)，安装了喇

叭用来播放诽谤大法的广播，购买了一批电视，每室一个，用来播放抵毁法轮功的

录像。3月 19日晚上，管教强迫全体法轮功学员两腿分开、双手抱头、向前下腰

90°至 180°，进行体罚，强制在诽谤大法的纸上签字，拒绝者便会遭到数名狱警和

刑事犯人的殴打，有的被泼冰水后再用 4、5根大长电棍长时间过电；丁红、董桂

艳、张静的头上、脸上、脖子上到处布满了透明的大黄水泡，丁红整个后背全部被

电破。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26/63367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12/48202p.html

案例 5454545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连文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刘忠科(狱警)、宋恒岳(狱警)、周友善(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严管”、虐待等

详细情况：2001年 10月，张连文所在辽宁省机械进出口公司书记领着人民路派出

所警察将正上班的张连文绑架，送入姚家看守所。1个月后，张连文被非法判劳教

2年，被送到大连教养院男队。在教养院里，狱警刘忠科、宋恒岳等将其人送入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7/64273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26/63367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12/48202p.html


“严管”迫害 2个多月；他双手被铐住，头被套上拳击帽，不许洗漱，每天只许睡 5
个小时；2002年春节，他被送入四中队。2002年夏天，由于教养院的环境潮湿肮

脏，张连文身患疥疮，全身多处浓疮，脚脖子肿得和小腿一般粗，行动困难。他

绝食抗议迫害期间，却遭受狱警周友善的毒打。在绝食近 35天之后，他被送回四

中队，此时的他已骨瘦如柴，身体状况很差。2003年春天，张连文身体浮肿，出

现肌肉无力症状，行动不便，一直持续到 2003年 9月。2003年 10月 11日，2年
非法劳教期限已满，但是大连长春路街道书记、主任及居民委书记和长春路派出

所警察，将刚从教养院释放出来的张连文直接送入黑石礁“洗脑班”，时至今日已近

2个月仍被关押。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25/63246.html

案例 5555555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宫学容、王敏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韩 XX(队长)、万雅琳(狱警)、袁 XX(狱警)、张秀娟(四防)
基本犯罪事实：强迫长时间劳动、24小时罚站、关小号、吊铐、毒打、强迫吃大

蒜、扒光衣服铐成“大”字型、用拖布杆捅阴道、强迫吃大便、用锥子刺、灌辣椒

水、开水烫等

详细情况：大连教养院女队非法关押着 130名法轮功女学员，每天早上 5点至晚

上 8点被强迫干长达 12至 15个小时的活；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教养

院定期或不定期将法轮功学员拉到五楼教室强制“转化”。进行强制“转化”时，先给

3天时间逼迫写“四书”，3天后不写，就实施以下酷刑：(1)24小时罚站；(2)关小

号；(3)吊铐；(4)毒打；(5)强迫吃大蒜；(6)扒光衣服铐成“大”字型，脚离地；(7)用
拖布杆捅身体敏感部位，阴部甚至阴道；(8)强迫吃大便；(9)用锥子刺；(10)灌辣

椒水；(11)开水烫等。宫学容曾被扒光衣服，被吊铐成大字型，脚离地吊起 6天 6
夜；王敏被关小号 1个月、被吊铐，其手腕被铐伤很重。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2/59909.html

案例 5656565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力军、孙燕、满春蓉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张某(院长)、韩某(大队长)、万某(大队长)、杨某(中队长)、
张某(犯人打手)、孙波(犯人打手)、郭铃(犯人打手)、王欣(犯人打手)、葛红(犯人

打手)等
基本犯罪事实：“劈跨”、开水烫肢体、不让睡觉、罚站、冬天里开着窗户让光脚

站、把胃管下到胃里不拔出、铐在床上等

详细情况：2002年初，许多法轮功学员集体绝食抗议迫害，狱警便指使刑事犯对

绝食的法轮功学员动用大刑“劈跨” (即：将人的双手与双脚都水平吊起，用棒子往

阴道捅、罐辣椒水、毒打等)，还有用开水烫肢体、不让睡觉、罚站、冬天里开着

窗户让光脚站、把胃管下到胃里不拔出、铐在床上等。犯人张某、孙波、郭铃、

王欣、葛红等曾用上述手段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其中，王力军、孙燕、满春蓉

等被上过几次大刑。院长张某、大队长韩某、万某、中队长杨某等都亲自动手毒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25/632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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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过法轮功学员，院长张某曾叫喊：“你们不说邪恶吗，我就是邪恶。”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0/13/58693.html

案例 5757575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恩昌(男，65岁)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王琦(男队队长)
基本犯罪事实：用狼牙棒打、马扎砍、电棍电、水瓶吊小便处等

详细情况：2001年 6月 3日，男队队长王琦对王恩昌用电棍电、胶皮棒(俗称狼牙

棒)打，一边打一边说，这就是国家法律。队长王琦指使 2名“四防”人员用马扎砍

王恩昌的膝盖和小腿，并说：“我就代表政府。”队长王琦又指使“四防”人员拿床板

砍王恩昌的肩膀和后背，用狼牙棒打后心，致使王恩昌的心脏象爆裂似地疼痛。

之后，又用脚使劲踩其小便处，连踩了十几分钟，至今伤未痊愈，有时一宿要起夜

十几次，腰部经常疼痛，只好跪在床上把腰翘起来以减轻痛苦；队长王琦还用一

个水瓶吊在王恩昌的小便上。以后每天由 2名四防人员轮番打王恩昌，直至被打

昏，把其双手铐住，套上皮带拉扯。从早上到天黑连续不停地折磨了 4天，65岁
的王恩昌被打得遍体鳞伤，从臀部到腿全是紫黑色，看不到一块好皮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0/6/58459p.html

案例 5858585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希永(62岁)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景殿科(警察)、郭鹏(中队长)
基本犯罪事实：关小号、毒打等

详细情况：2002年 6月 16日在五大队(新收队)，犹大王长果用木棍殴打刘希永；6
月 17日，又用鞋底抽打其头顶。8至 9月间，在男队被迫害得患上疥疮，警察景

殿科以治疥疮为名将他带入小号；5、6个“四防”人员把他按在铁床上毒打，郭鹏

(中队长)穿着大皮鞋使劲往他身上踹。刘希永的双手被铐在床上，不能翻身，不能

洗漱，大小便都在室内连续 40多天。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0/6/58459p.html

案例 5959595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甲(姓名不详)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乔威(大队长)、王军(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用 300,000伏高压电棍电、老虎凳、吊铐入肉三分

详细情况：2000年 5月，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甲，之后被非法判劳动

教养 1年半，并被送入大连市教养院。狱警们强迫甲往煤窑里推煤矸石，一天要

推 120车左右。2001年 3月 19日，大队长乔威开始搞强制“转化”。中午刚过，乔

威和管理科人员手持电棍，把甲拉到办公室，扒光衣服，用脚踩其的头、胳膊、

腿，用几根电棍同时电；狱警王军用鞋底抽其脸，又用电棍塞到后背的衣服里电。

大连教养院狱警对法轮功学员使用 “老虎凳”上刑，皮带都崩折了，还用 300,000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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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电棍电击法轮功学员。2001年 4月，狱警把甲吊扣在铁窗上，用 2根电棍电

其的手、脖子、上身各个部位，后又想电他脚心，就把他脚抬到椅子上。这一下

整个身子悬空，吊铐立刻入肉三分。后来，法轮功学员甲又被送到关山教养院。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0/3/58323p.html

案例 6060606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金贵荣、徐金环、王丽君、王秀梅、毕代红、常学霞、满春

荣、程辉、曲素梅、韩淑华、孙燕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韩健民(女队大队长)、阮玲玉(女队大队长)、万某(女队大队

长)、杨??(女队队长)、张秀娟 (普教)、葛红(普教)等
基本犯罪事实：关小号，毒打，上大挂，用鞋刷、抹布、辣椒往阴道里捅

详细情况：2002年 12月底，大连教养院女队将金贵荣绑架到“转化班”十几天。徐

金环被关小号、被围殴、被上大挂 (即把手和脚绑在一起，呈“大”字形吊起来，拿

木板打大腿的两侧)。王丽君被关小号 1个多月，被用鞋刷捅阴道，腿被打断。王

秀梅被打断两根肋骨，打掉 1颗牙。毕代红被打得鼻青眼肿，腿是紫色的，走路

一瘸一拐的。常学霞被拖到小号，被犯人打完后被扒光衣服，用鞋刷往阴道里捅，

在旁边放一盆水，不见血不撒手，一直到她昏死过去。满春荣被往阴道里放辣椒

酱。程辉被上大挂，往阴道里捅辣椒，然后再把辣椒拿出来放到程辉的嘴里。曲素

梅被上大挂 5天 5夜，往阴道里捅抹布、辣椒等。韩淑华被送到小号打断了腿。

孙燕被关进小号十多天。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28/56399.html

案例 6161616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石月利、张勇(清华大学毕业生)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李某(队长)、高永平(“四防”人员)、李利昌(“四防”人员)
基本犯罪事实：用马扎打头、鞋底抽、吊铐、电棍电、橡胶棒打

详细情况：自 2003年 3月以来，大连教养院陆续将 20多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隔离

关押。5月初，石月利被队长李某带到严管班，“四防”人员高永平、李利昌等将石

月利的脚绑在椅子的腿儿上，双手背铐在椅子背上，头用四层床单蒙住，然后拿电

棍电，再用橡胶棒从头打到脚。队长景殿科说：“我非把你打‘转化’了不可；你不

是炼功不喝酒吗？今天我就给你灌 2两酒。”然后，“四防”人员拿板子将石月利的

牙撬开(左下牙被打掉了一颗)灌酒；在灌酒过程中，白酒呛入气管，致使其昏死过

去。3月份，张勇在八大队被用马扎往头部打、鞋底抽、被吊铐。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22/56058.html

案例 6262626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永来、丛伟、宫学琴、李华、杨明、孙燕、陈辉、仲淑

娟、李忠科(男)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张宝林(副院长)、韩建?(大队长)、乔威(大队长)、景殿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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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孙键(狱警)、姜同久 (狱警)、隋子强(狱警)、雍鸣久(狱警)、(大)王军(狱警)、
(小)王军(狱警)、林毅(狱警)、孙有发(狱警)、张秀娟(刑事犯)、葛红(刑事犯)、高

缤凌(音，刑事犯)、张阳(刑事犯)等
基本犯罪事实：多根电棍同时电击、毒打、“死人床”、“抻刑”、“飞机式”体罚等

详细情况：2000年末，“610”头目之一郝宝昆及大连教养院副院长张宝林迫害法轮

功学员，导致 80多名法轮功学员集体绝食抗议迫害。在这期间，狱警用比筷子还

粗的胶管插入法轮功学员的鼻孔、食道。2001年 3月 19日，在郝宝昆的策划和指

挥下，由张宝林亲自实施强迫法轮功女学员双手抱头、法轮功男学员双臂向后

伸，全部 90度大弯腰、两眼瞅地，从晚上蹶到第二天中午，狱警们用震耳欲聋的

高音喇叭，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恐吓和谩骂。这一夜，大队长乔威、景殿科、孙

键、姜同久等把法轮功男学员一个个拖出来毒打。法轮功学员刘永来、丛伟等被扒

光衣服、反绑双手、摁在地上，用布条勒住嘴，身上扣两把椅子，狱警坐在上

面，6、7根电棍同时电击，并且还浇上凉水，专电敏感部位，如腋下、胯下、小

便、脖子、颈椎等处，连续用刑 6个多小时，浑身被电得糊焦。法轮功学员宫学

琴、李华、杨明被折磨得精神失常；孙燕被上“死人床”；陈辉被用“抻刑”(被吊在

铁笼里进行分身撕拉)；仲淑娟被大队长韩建?用胶皮棒打、“飞机式”体罚 3天
3夜，又被扒光衣服，吊在铁笼里长达 17个小时，并用拖布柄对其下身进行折

磨，以致大小便失禁；李忠科(男)被八大队狱警景殿科用筷子猛捅其嘴和喉咙，鲜

血四溅。狱警们还用开水烫法轮功学员的手脚心儿，用尖辣椒和拖布柄捅胯下。直

接参与迫害的刑事犯有张秀娟、葛红、高缤凌(音)、张阳等，狱警有隋子强、雍鸣

久、(大)王军、(小)王军、林毅、孙有发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3/55058p.html

案例 6363636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吕开利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判劳教、毒打、强行灌食

详细情况：2000年 2月，大连教养院非法关押吕开利，被非法判劳教 1年。在三

大队里，吕开利被强制劳动；后被送到沈阳市马三家教养院，2001年 8月获释。

可不到 13天，再次被抓到大连市姚家看守所，后来又被转到大连教养院关押。

2001年 12月 27日，吕开利被送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八大队，被单独关在一个小

屋子里，将其双手双脚全都铐上，固定在床上，不能动，不能翻身，不准洗漱。狱

警景殿科、宋恒岳指使犯人高中和、高永平、徐辉、林乐楠等关上灯、蒙上被子

对其进行毒打。自 2002年 1月 8日，吕开利被“严管”已 1年多，期间被各种酷刑

折磨。吕开利曾多次绝食抗议迫害，每次都被强行灌食。2002年 9月，吕开利应

该被释放，但其双手双脚的铐子还没有被摘掉，头上仍戴着拳击帽。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7/13/53903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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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464646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萍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南关岭派出所、大连看守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2003年 4月 10日，南关岭派出所警察将李萍从大连看守所劫持到大连

教养院，非法判教养 2年。现李萍绝食绝水抗议迫害已近 2个月。具体详情有待

进一步调查。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2/49518p.html

案例 6565656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曲滨、曲飞、常城、张军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 8大队

基本犯罪事实：用胶皮棍打、几个高压电棍同时电

详细情况：2001年 3月 12日，大连教养院成立专门迫害法轮功男学员的 8大队。

3月 19日，狱警根据“上级命令”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折磨。狱警王军、朱某等领着

4个犯人(用减刑利诱犯人)，扒光曲滨、曲飞、常城的衣服，用胶皮棍毒打、几个

高压电棍同时电(脚心、腿弯、腋窝、脸两颊、嘴、生殖器)。狱警把张军铐在暖气

片上用电棍电。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8/49282p.html

案例 6666666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甲(姓名不详)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王军(狱警)、张宝林(副院长)、乔威(副大队长)
基本犯罪事实：坐“小燕飞机”、电棍电击生殖器及肛门、把头按进水桶里灌、用手

铐吊到床上、狼牙棒打

详细情况：2000年元月间，大连市驻京公安人员非法拘捕法轮功学员甲，后被大

连港公安局拘留所非法关押 20天。 10月 13日，甲再次被大连港公安局拘留所非

法关押 15天，后被强行送入“洗脑”中心 1个月；最后，被送进大连教养院。2001
年 3月 19日中午，副院长张宝林、副大队长乔威带领着管教及普教，对法轮功学

员施以酷刑；如：坐“小燕飞机”、电棍电、把头按进水桶里灌、用手铐吊到床上、

用狼牙棒打等。狱警王军及劳教犯人将法轮功学员双手反铐、剥光衣服按倒在水

泥地上，再泼上凉水，然后再压上两把椅子，各坐上一人用电棍电击身体的最敏感

处；用电棍电击生殖器、肛门，然后再插入嘴里。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11/46208.html

案例 6767676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玉梅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赵阳(狱警)、韩建?(狱警)、万雅琳(狱警)、苑龄月(狱警)、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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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吊在笼子上、把辣椒水往阴道肛门里灌、被逼吃大便喝尿

详细情况：2003年春节过后，大连教养院女子大队把所有坚定的法轮功学员集中

到二中队强制管理。后来，教养院每隔几天就秘密送走一个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

性的所谓“转化”。4月 22日，狱警赵阳把法轮功学员送入小号，分别关在铁笼子

里罚站，白天晚上都不让睡觉。狱警韩建?、万雅琳、苑龄月、谭某利用犯人打手

把法轮功学员李玉梅吊在笼子上，两腿两胳膊分别呈一字型固定绑在笼子上，用

开水调辣椒面水往阴道、肛门里灌，再往嘴里灌，之后继续罚站，不让睡觉。有一

天，李玉梅想大便，看管人员不让，并逼着她把大便、尿全部吃掉。狱警连续 9
天晚上不让李玉梅睡觉，后来也只让睡 2、3个小时。11月 8日，李玉梅应到期释

放，可现在仍被非法关押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20/65341p.html

案例 6868686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红、韩淑华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关入小号吊起来、把两腿两臂呈一字型吊起来、用开水烫脚、往

脸上抹大便和尿

详细情况：2003年 7月，大连教养院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李红。在教养院里，李

红被关入小号吊起来、把她两腿及两胳膊呈一字型吊起来、用大便和尿往她脸上

抹、被迫罚站、不让睡觉。韩淑华也被关入小号铁笼子里，把她两腿两臂呈一字型

吊起来、用开水烫脚，被强行关在小号里 5个多月。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20/65341p.html

案例 6969696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曲辉、丛伟、刘永来、陈家福、付淑英、程辉、孙雁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张宝林（副所长）、大连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男学员被剥光衣服遭电刑折磨，女学员被手脚伸展开捆绑，遭受

性摧残

详细情况：2001年 3月 19日下午，劳教所的副所长张宝林指挥着，对于那些拒绝

签字的学员则采用狼牙棒电刑和塑料棒殴打。32岁的曲辉从晚上 9点到第二天早

上 8点持续被电刑和棍棒殴打折磨，他被电得体无完肤。“帮教人员”将电棍插入他

的肛门进行电击。在折磨中，他几次昏死过去。丛伟被剥光衣服，双手绑在背

后，然后被扔在地上。一个劳教所的“帮教人员”将一把椅子放在他的身上，然后这

个人手拿 2根电棒坐在椅子上。还有 2个普教手拿电棒站在两侧。用 6个电棒电击

他的全身，包括身体的敏感部位。在折磨过程中他的身体在痛苦中抽搐。刘永来遭

受到了与丛伟几乎同样的摧残，他被剥光衣服，被用布塞住嘴，扔在地上。“帮教

人员”用 4、5根电棒电他。除此之外，他们还将水泼到刘永来的身上以增加电击的

电流，他们还特别对他身体敏感部位进行电击，包括会阴部、头颈部和口腔等部

位。皮肉烧焦的味道充满着整个房间。刘永来的双颊被留下严重的撕裂伤。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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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在 2001年被折磨致死。女学员被手脚伸展开捆绑、使用拖把和刷厕所的刷子进

行性折磨。 60岁的付淑英被手脚伸展开捆绑起来，那些普教将很长的棒子插入她

的阴道导致严重的感染。程辉和孙雁也同样被手脚伸展开捆绑起来，将很长的棒

子戳入她们的阴道导致严重的出血。另外还有 3名女学员遭受到同样的摧残。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1/13/64776.html

案例 70707070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华彩霞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华彩霞由于炼法轮功而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劳教所长达 2年多了。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20/65340.html

案例 7171717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曲淑梅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劳动教养院韩健×(大队长)、高滨玲(打手)、胡淑英(打
手)、郭岭(打手)
基本犯罪事实：毒打、性虐待、非法劳教

详细情况：2002年夏,警察把曲淑梅劫持到了大连劳动教养院。曲淑梅被送到小号

（铁笼子）迫害，被戴上拳击帽，遭毒打。又把曲吊铐起来两臂拉扯到了极限，两

腿劈开脚尖点地绑在栏杆上，胳膊溢出豆大的汗珠。这样曲淑梅被吊铐了 2天 2
夜，不让闭眼。第三天警察指使一名刑事犯人对曲淑梅进行了惨无人性的毒打与折

磨。普教（有高滨玲、胡淑英、郭岭）不停问曲是否“转化”。当曲淑梅还是坚持

信仰时，她们就把曲的胳膊、腰和一条腿绑在栏杆上，把另一条腿掰成一字型。打

手用皮鞋踢打她的下身，用木板抽打全身，用手拧乳房，用绳子结成结勒住下身

用力拉扯。辣椒往眼里抹，往已经被打出血的下身倒。见她还不妥协，他们拿来拖

布疯狂的用力往她的嘴和下身里捅，把没有固定的腿用力扔下去再掰上来，反复

折磨她。参与迫害的有大队长韩健×。2003年 2月末，曲淑梅被释放回家。曲淑梅

现在被迫流离失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2/27/68644.html

案例 72727272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新宇、孙莲霞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干警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劳教、迫害致死、灌食

详细情况：2000年 10月新宇被非法判劳教 3年，关押在大连教养院新成立的女

队，也叫法轮功女子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期间，坚持炼功，有许多

人遭到了警察的毒打。其中有一位老年学员被几个男警察拳脚相加，并用高压电

棍按在她的脖子上拉来拉去电击。法轮功学员集体绝食，被强制进行野蛮灌食。狱

医用很粗的胶皮管插入学员的鼻腔、经咽喉、食管插到胃。插进后，又说没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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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打折了，拽出来重新插，一屋近 20人，只用一个胶管，从一人的胃里拔出，

不经任何清洗消毒等处理，就插到另一人的胃里，很多学员的鼻子都被插出了血。

法轮功学员被警医强行野蛮灌食后，鼻孔肿大，嗓子红肿，造成声音嘶哑。孙莲

霞持续绝食 20多天，被折磨得身体极其虚弱，后被迫害致死。2001年 3月
19日，大队长带着几个队长手里拿着谩骂法轮功创始人和大法的字条往墙上到处

贴，并让法轮功学员双手抱头下弯 180度蹶着，每人前面放一张写有诽谤大法的

纸，此体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饭。其间一但有法轮功学员坚持不住倒下，就被

队长拉出去强迫写所谓"放弃修炼"之类的签字。如不签，就拿电棍电或毒打。走廊

里不时地传出法轮功学员凄惨的叫声。一位法轮功学员被拉出去后，因拒绝签

字，被队长用电棍电，头部电伤后流的血淌到了衣服上。临室有一位女法轮功学员

被拉到办公室，几个男队长骑到她身上轮番毒打她。大连教养院对法轮功学员的

血腥镇压，造成女队学员一死一残。紧接着教养院找来了从马三家第一批提前解教

的 11名犹大们组成的所谓"帮教团"，由省司法厅领导带领来到大连教养院，用她

们的歪理邪说欺骗学员们放弃修炼，对不听从的法轮功学员有的人就动手打。不久

队里把比较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关到一个屋进行严管，屋里没有床，每人一个草垫

子就是床，那时天气还较冷，屋子又在阴面，又冷又潮，还安排了 2个犹大看管法

轮功学员，并用报纸把靠走廊的窗和门全糊上了，只留一个很小的小洞供队长窥

视。那 2个犹大对学员非打即骂，并扬言："这是队长交给我们的权力，让我们代

表政府教训你们。"有一次，其中一人在打我脸时，因用力过大，把大姆指打紫

了，另一个又接过来打，她用手握成拳，用骨关节最硬处打我脑门，并说："今天

非把你脑门打出包来不可，叫你脑袋不开化，那么顽固"。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6/69296.html

案例 7373737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君、杨君、王丽君、孙燕、常学霞、曲素梅、徐金环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市劳动教养院袁××(女子大队大队长)、杨静(警察)、杨

××(警察)、万雅琳、苑令月、韩建敏（音同）、王欣(帮凶)
基本犯罪事实：长时间剥夺睡眠，用电棍电，用辣椒、木棍捅阴道、灌粪水、蹲

小号、长时间罚站、强迫每日进行繁重的奴役劳动

详细情况：大连市劳教院女大队分成四个中队，法轮功学员被分在各中队，与普

教关押在一起。在教养院及女大队的指令下，各中队采用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强

迫法轮功学员写“转化书“，如：长时间剥夺睡眠，用电棍电，用辣椒、木棍捅阴

道、灌粪水、蹲小号、长时间罚站等。不但警察亲自动手，而且唆使普教暴打法

轮功学员。警察袁××，经常扭着法轮功学员的胳膊往小号里送。法轮功学员孙

燕、常学霞、曲素梅、徐金环等都被她酷刑迫害过，许多法轮功学员多次被她关

过小号。大连中医医院的李君因坚修大法，不写骗人的假“转化书”，被打得肝脾

破裂。警察杨静指派 4名普教对杨君暴打，打得杨君满脸青紫、眼圈乌黑、腿一瘸

一拐的，还强制她每日参加繁重的奴役劳动。杨君经常被关禁闭，被罚站，被折

磨得精神恍惚，骨瘦如柴。后来整日被手铐铐在床栏杆上，大小便便在裤子里。警

察杨××说：“谁不服管就打谁”，唆使普教王欣暴打王丽君。王丽君的头发被拽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6/69296.html


一大把，脸被打得青肿，在场的人谁也拉不开，谁拉就打谁。杨××在一旁说：“要
么就‘转化’上楼去，不‘转化’就得严管，这儿就是你们的天堂”。参与迫害的有警

察袁××及万雅琳、苑令月、韩建敏（音同），女大队警察不但在肉体上摧残法轮

功学员，而且在精神上迫害，她们不许法轮功学员睡觉，强制“洗脑”。

劳教院在外面承揽活儿，安排在各队，强迫法轮功学员每日进行繁重的奴役劳动：

捡豆、手工编织手套、织帽子、缝衣服、包装筷子、穿珠子、卷棉棒、系海带结、

撕裙带菜等等。每日每人定额量很大，如把不同颜色的豆子分类，每人每日定量

300至 600斤；系海带结每人每日 1箱（80至 100斤）。如此沉重的箱子要自己

去搬、装车、卸车，有的上了年纪，有的带着酷刑后的伤体一瘸一拐的干着重活，

每日劳动十几个小时。夏季天气酷热，劳动强度大，睡眠时间又少，又累又困睁

不开眼，手发抖，警察便命令法轮功学员站着干活。每日的作息时间是早晨 4点
50分起床奴役劳动，6点 30分吃早饭，早 7点继续劳动，下午 1点 30分吃

午饭，晚间 10点收工。为了完成定额劳动，经常被迫劳动到凌晨 1点 30，精疲力

尽的身体刚刚躺下，很快又到了起床时间。通常厕所的门是上锁不准进，只在早、

午、晚休息时间才可去厕所、用水。谁完不成定额不但不准吃饭、不准去厕所，而

且夜间回来还要被罚站，不准睡觉。警察说：“没完成定额就是没改造好，干这点

活还不够你吃那两个馒头钱。”奴役劳动环境十分恶劣：裙带菜是盐水腌渍的，水

很多，劳动大厅的地面全是盐水，双脚每日泡在盐水里，鞋子泡坏了大队部便进了

一批塑料鞋（高于市面价 2至 3倍）卖给大家。每日劳动结束后都要搜身，检查是

否有法轮功资料。女大队部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到各中队突击搜身，一旦发现谁有资

料便残酷折磨：毒打、关禁闭、关小号，并加期劳教。法轮功学员们白天被强制

劳动，晚上被强迫读、背“五化”（院规、院纪），谁不读不背便多日连续被剥夺睡

眠、被罚站，第二天照旧强制奴役劳动。劳教院不但通过强制奴役劳动来榨取血

汗钱，而且通过出售高价物品的方式聚敛钱财。生活用品都是劳教院从院外购进低

价伪劣产品，卖给法轮功学员的价格高于市面价 2、3倍，并强迫探视家属购买教

养院内自制的月饼，比市场价高 5、6倍。探视家属午间要吃“接见餐”，只是普通

的 4个菜竟要价 100元。家属送去的钱及新衣服本人却收不到。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7/20/79836.html

案例 74747474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市劳动教养管理所（原大连市劳动教养院）韩建?(女子大

队政委兼大队长)、万雅琳(女子大队副大队长)、苑龄月(女子大队副大队长)、谭

丽萍(女子大队教导员)、孙露(女子大队中队长)、徐丽丽(女子大队中队长)、郭鑫

(女子大队中队长)
基本犯罪事实：关 “小号”、超负荷非法劳动

详细情况::::大连市劳动教养管理所（原大连市劳动教养院）女子大队对 100多位法

轮功学员残酷迫害,在非法设立的“小号”内采用各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同时还

有精神上的摧残，对坚定者非法延期关押。更甚者，他们还以减刑、减期为诱饵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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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普教人员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再加上每天 10多个小时的超负荷非法劳动，

把多位法轮功学员折磨得瘦弱不堪，有的甚至奄奄一息。此外，学员的家人来探望

时，他们必须填写有关诽谤法轮功的表格，否则不许探望。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9/16/84298.html#2004-9-15-ch-3

案例 7575757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文灿、胡桂莲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景殿科(警察)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劳教、折磨致残

详细情况::::2000年刘文灿被大连劳教院非法劳教 1年，妻子胡桂莲被非法劳教 2年
半，均被关在大连教养院。大连劳教院在刘文灿被教养的原因一栏中注明“私藏经

文”。2002年，老俩口再次被劳教。刘文灿第二次被关入大连教养院。2003年 2月
刘文灿被大连教养院警察景殿科折磨致残，至今生活不能自理。直到 2003年 3月
刘文灿被折磨致残被保外就医。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9/20/84590.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10/2/53051.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7676767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韩丽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抓捕

详细情况：法轮功学员韩丽是大连石油化工公司石化医院护士，多次被大连劳教

所等地迫害，无故抓捕韩丽，致使年迈的母亲精神上遭受到严重打击。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13/89085.html#2004-11-12-ch-3

案例 77777777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胡淑珍、王敏、李敬义、王光复、毕代红、曲凤英、于潇

丽、苏红英、李军、宋世娟、安玉红、崔杰、桑松林、范景华、李慧英(法官)、宫

学荣、陈丽艳、常学玲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劳教所张宝林(大连劳教所副院长)、孙璐璐(警察)、赵辉

(普教)、黄姓中队长、徐丽丽(警察)、苑龄月(副大队长)、张太兰(普教)、王兆影

(普教)、葛红(普教)、赵霞(警察)、万雅林(副大队长)、张秀娟(普教)、倪红(普
教)、葛红(普教)、王日芬(普教)
基本犯罪事实：关小号、打骂法轮功学员、重负荷的劳动、关进小号里动用“死人

床”等
详细情况：大连劳教所授意卖淫、吸毒、诈骗犯（所谓的“普教”）成为“四防”人
员，以减刑期诱惑她们看管、“包夹”法轮功学员。警察授意她们打谁她们就打谁。

普教张秀娟因盗窃、卖淫等罪前后 3次进大连劳教所，劳教所许多折磨法轮功学

员的刑（如开水烫、阴道塞辣椒）都是她发明的。倪红、葛红、王日芬都是多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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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劳教所且被重用的打手。大连劳教所副院长张宝林曾公开说过：“家里养狗干什

么？看门咬人；劳教所养你们干什么？你们就是狗。”手铐刑具都在这些普教手

中，想铐谁就铐谁，警察们根本不管。。胡淑珍、王敏、宫学荣、李敬义、王光复

等法轮功学员都被关进小号。不仅普教任意打骂法轮功学员，警察也大打出手。

毕代红进劳教所第一天，因拒脱光衣服搜身被劳教所的警察指派的一群普教在一楼

男厕所外将衣服扒光，7、8个人殴打，打得全身是伤，波及内脏，耳朵和两眼被

打伤，多半个脸都是青紫的。因为她口中一直喊“师父”，被打倒在地后，普教赵辉

用脚向她嘴上狠狠的碾去，致使嘴唇破裂，牙齿全部活动，最后又将她送到小号

折磨。当她要求验伤时，警察根本不予理睬，一黄姓中队长竟说“你不是自己撞的

吗？”。 3个月后虽外表的伤看不出来了，但却开始发烧、咳嗽，闭经，腹痛，病

痛折磨得常常整夜不能休息，人明显消瘦衰老。直至她癌症晚期症状明显异常，家

人多次强烈要求，在向家属索要到足够的钱之后才送到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医院

检查结果出来后，劳教所怕她在短期间内死亡，在不到 15天就为她办理了提前解

教，不但不给予赔偿损失，还向她父母索要 10,000元押金（后家人要回）。

劳教所还对法轮功学员于潇丽、曲凤英进行残酷的身心迫害。王光复经常被普教责

骂、侮辱。刚到劳教所不背“五化”，被普教赵辉打掉 2颗门牙，警察来了她向警

察报告，普教拣起地上打掉的牙扔到窗外，嘲讽道：“谁打你了？打掉的牙在哪儿

呢？”2004年 3月中旬，王光复在劳动现场说句“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就
被关进了小号，在小号里折磨近 1个月，身体极度消瘦，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又过

了将近 1个月，面对超强度的劳动，王光复向警察徐丽丽提出抗议，徐丽丽把王

光复又送进小号进行非人虐待。这次出来，一只胳膊伤残，疼痛难忍。2004年 11
月 10日傍晚，王光复逃出女队大楼，1个小时后在门口被抓回来，第三次被关进

小号；劳教所苑龄月副大队长把苏红英关进了小号进行辱骂，强迫其写违心的“转
化书”并让她在全大队学员面前宣读，而后对她进行严管，逼得苏红英几个月内不

能讲话；李军在劳教期间检查出肝炎，劳教所仍不放她，劳动任务从未减轻一点，

没有完成任务，罚拣豆到半夜。因向警察孙璐璐讲真象，说“法轮大法好”被送进

小号，又因不背“五化”第二次送进小号，一只手臂失去知觉；宋世娟从床上摔下

来，肋骨骨折，警察没有带她去医院检查，只是叫做过护士工作的学员杨秀兰检

查，走走过场，杨秀兰已证明她是骨折，警察不但不叫她休息，劳动任务也不减

轻；劳教所年纪最长的农村老太太安玉红，把她划在严管中队的严管室里，被一个

不到二十岁普教“包夹”，成天对她侮骂；崔杰在残酷迫害和超负荷劳动压力下，

经常晕迷，警察就说她是装的，憋不住尿让她挺。桑松林：63岁，和年轻人一样

干活，每天咬牙硬挺着……50多岁的范景华因不喊“好”，被警察除丽丽打耳光；

曾因报数不清楚，普教张太兰、王兆影、葛红在走廊里对她公然大打出手，警察赵

霞在旁边观看并未制止这种恶劣行为。范景华不配合迫害，关进小号里动用“死人

床”，当她从小号出来时，双腿肿得皮肤铮亮，脚铐已经深深砸进脚脖子的肉里，

血肉模糊，一圈圈的坑；李慧英是一名法官，她因父亲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导致

身心受到极大伤害而到有关部门上访因此也被劳动教养。李慧英被以违纪罪名关进

小号 7天，还逼迫她写所谓的 “反省书”公开认错，事后警察们对其人格进行攻

击、污蔑；宫学荣从进劳教所的第一天就被关进小号，白天劳动，晚上人就在小号



里吊起来。普教对她拳打脚踢，还用鞋刷捅下身。最后她被折磨的双手麻木几近

没有知觉，行动十分不便，到医院检查的近千元费用让家属承担，拣豆完成不了任

务一样受罚；陈丽艳被警察万雅林脱下高跟鞋用鞋跟击打头部和面部，鲜血直

流；张文红被普教队长带着小号的 2个普教殴打后拖进小号，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她们将蜘蛛往她阴道里塞。另外,劳教所还对学员家属进行迫害。在大连劳教所，

劳教人员应有的探视权、接见权、加餐权，通信权、读书阅报权……这些权利，对

法轮功学员就是一纸空文。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18/89496.html

案例 78787878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曲辉、丛伟、刘永来、付淑英、程辉、孙雁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市教养院郝文帅(院长)、张宝林(副所长)、乔威(警察)
、韩琼(狱医)
基本犯罪事实：性摧残，高位截瘫

详细情况：2000年 4月 13日，大连市教养院将曲辉折磨致残，同时生殖器被电击

溃烂，颈椎骨折，高位截瘫，最后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用担架抬出了教养院。警察

对他的折磨从晚上 9点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 8点。电棍换了许多根，橡皮棍把身

上多处打伤，臀部肌肉被打烂，膝盖打肿，颈椎被打断，口吐鲜血，并多次昏

迷。每次醒来后，教养院一名叫韩琼的医生检查后说：“没有事，还可以打”。一名

叫乔威的警察，他一边打一边对旁边的人说：“多少年没这么过瘾了”。 2001年 3
月 19日下午，当时劳教所的副所长张宝林指挥着一帮劳教所的“帮教人员”对法轮

功学员进行了残酷的折磨。丛伟被剥光衣服，双手绑在背后，然后被扔在地上同

时遭到 6根电棒电击。刘永来遭到更严厉的迫害。警察特别针对会阴部、头颈部和

口腔等敏感部位进行电击。皮肉烧焦的味道充满着整个房间。60岁的付淑英女士

被手脚伸展开捆绑起来，那些“帮教人员”将很长的棒子插入她的阴道导致严重的感

染。27岁的程辉和 30岁的孙雁也同样被手脚伸展开捆绑起来，“帮教人员”将很长

的棒子戳入她们的阴道导致严重的出血。教养院郝文帅院长却公然称明慧网的报导

是假的。他说：“拘留所中绝对没有迫害这种事情发生。”大连劳教所施行的性虐

待。目击者提供了 47种酷刑折磨案例的详情，已经确定的有 6人死亡。

被折磨残废的脚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4-12-20-quhui-4.jpg
被长时间电击而溃烂的生殖器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4-12-20-quhui-3.jpg
血尿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4-12-26-quhui-2.jpg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5/1/6/92934.html

案例 7979797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永来（原在大化集团工作）、陈胜虎（新世纪医院大夫）、

石月历（大连甘井子人，52岁）、吕凯利（大连甘井子区人）、巩发久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18/89496.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4-12-20-quhui-4.jpg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4-12-20-quhui-3.jpg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4-12-26-quhui-2.jpg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5/1/6/92934.html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市劳动教养院张宝林(副院长)、周友善(二班队长)、景殿

科(管教副大队长)、刘忠科(大队长)、郭鹏(原副大队长)、姜同久(现在八大队大

队长)、罗晓臣(警察)、姜同久(大队长)、王世伟(副大队长)、彭达华(四防队长)等
基本犯罪事实：关小号、吊铐、粗暴灌食、不准睡觉、电棍电、用胶皮棒打等

详细情况：在大连市劳动教养院八大队，刘永来身体多处被电棍大面积烫伤，因

不堪精神、肉体折磨，被逼跳楼身亡。 2002年 3月二班队长周友善借口陈胜虎在

自己衣服上写了“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押陈胜虎严管 40天，叫他躺 3块板进行

折磨。2002年 4月，管教副大队长景殿科借口石月历炼功，把石月历弄到队部，

叫普通劳教人员把他两腿铐在椅子上，并用四层床单蒙上石月历的头，用胶皮棒

打，从脚脖子打到肩头，用电棍电，又抽了他 40多胶皮管。景殿科狂喊着：“今
儿非得叫你‘转化’不可”，接着又给他灌白酒，直到折磨得他休克。刘忠科掐他的

人中穴，见石月历醒了才松了口气说：“没事了”，见他还坚持修炼不“转化”，就

又押他关小号，双手铐在床边角铁上，头枕一块板，腰间一块板，小腿肚一块板，

头上戴上拳击帽，一天 24小时躺在 3块板上，这种酷刑叫“三块板”。迫害中他的

下牙，左边靠门牙的一颗牙被打掉，直到 2002年 8月才放他出严管号。

2002年 11月吕凯利罢工反迫害，公开炼功，大队长刘忠科指使普教人员，把他用

吊铐一只手吊在双层床上铺床头，另一手吊在另一双层床上铺床头，呈十字

架形，这种酷刑叫吊铐（是景殿科从葫芦岛劳教所学的），把他早上 5点吊上，

晚上 12点放下来，这样吊了 1个月。刘忠科叫普教张光鸿用 90公分长的铺板砍，

先把吕凯利头用床单包起来，接着从脚砍到头。2003年 6月，吕凯利在严管号以

绝食反迫害，副院长张宝林亲自用最粗的管插咄凯利鼻孔，粗暴灌食，用大型注射

器打玉米糊，每次 2碗，边灌边问吕凯利：“法轮大法好不好？”答：“好！”张宝林

就说：“打！”张宝林现升为劳动教养院政委。2003年 8月吕凯利绝食 3个月，已

经灌不进食物。

2003年 11月巩发久罢工反迫害被押进三楼小号，躺在“死人床”上，即床上只有扁

铁框架，他穿着单衣服，两手铐在床边角铁上。这样摧残了 1个月，又用吊铐折

磨，一天 24小时吊在双层床头，不让睡觉，一见他瞌睡普教就拳打脚踢。2004年
4月巩发久又以绝食反迫害，他们叫普教于景康，房泽文灌食，他们时常对巩发久

拳打脚踢，于景康把灌完食洒在地上的玉米糊用扫帚扫扫，再用扫帚抽打在巩发久

的脸上。2003年 11月―2004年 3月原副大队长郭鹏，带领警察姜同久、罗晓臣

等用吊铐、不准法轮功学员睡觉、电棍电等种种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现升为大连

劳动教养院院长助理。2004年 5月大连“610办公室”出台了新政策强制“转化”法
轮功学员。5月中旬大队长姜同久，副大队长王世伟下令把三班所有人以调下去活

动为名，然后搜查出了经文，他们用刑讯逼供经文来源，当时三班 12个人，把每

一个人押到队部，王世伟亲自用电棍电法轮功学员。把三班变成严管班，没活干时

就叫人坐在床上把腿伸直，谁不从就打谁。普教彭达华在 “四防”会上下令说：“你
们认为他们是在炼功或看经文，你们就这样（做出脚踢的动作）打他，打不死就

行！然后再报告队长处理，现在有政府撑腰你们怕什么？你们就大胆的干！” 2004
年 6月“四防”人员王小军用吊铐，把一个法轮功学员的一只手铐在一张双层床的上



床头，另一只手铐在双层床下床头使人呈 X字形，站不起来蹲不下去。王小军得

意的说：“我跟队长请功，给我快减期，下回再有这样的事我还干。”因这事队长给

他减了 10天期。参与迫害的“四防”有于景康、宋前程、王文章、柳凤良、徐辉、

房泽文。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9/4/83345.html

案例 80808080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曲辉、刘新颖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市劳教院韩琼(医生)、乔威(警察)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酷刑，生殖器被电击折磨溃烂，颈椎骨折，高位截瘫

详细情况：曲辉 2000年 4月 13日被非法关入了大连市劳动教养院，判劳教

1年。2001年 3月 19日下午大连教养院专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大队组织了大

批警察和刑具，救护车也载着氧气袋开进了教养院。法轮功学员被逐个带到一个房

间里，逼着学员说不炼功，在“转化书”上签字，强迫学员骂法轮功创始人与大

法。如果不从，就用酷刑折磨。惨叫声和警察的咒骂声充满了整个楼，被摧残的学

员横七竖八地倒在走廊里，有的口吐白沫，有的痛苦的呻吟。晚上 9点曲辉也被

拖到那个阴森恐怖的房间里，警察对他的折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 8点。电棍换

了无数根，橡皮棍把他身上多处打伤，臀部肌肉被打烂，膝盖打肿，颈椎被打

断，口吐鲜血，并多次昏迷。有次醒来后一个名叫韩琼的医生检查后说：“没事，

还可以打。”他曾经对曲辉的妻子说：“曲辉最好是死掉。”一个名叫乔威的警察一

边打我一边对旁边的人说：“多少年没这么过瘾了。”曲辉在劳教所里遭受苦役、

“洗脑”、酷刑，生殖器被电击折磨溃烂，颈椎骨折，高位截瘫，最后被折磨得奄奄

一息用担架抬出了教养院。近 4年来，曲辉每天只能躺在床上，自己不能翻身，

大便一直都是妻子刘新颖用手掏的。教养院事后不承认打人，说曲辉是自伤自残。

2000年 10月刘新颖因上访被判劳教 3年，关押在大连教养院。后在家属的强烈要

求下，被保释出来。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2/20/91849.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5/1/17/56651.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81818181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李静意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韩建敏(大队长)等
基本犯罪事实：酷刑折磨、性侮辱等

详细情况：法轮功学员李静意，女，50岁,于 2004年 3月 22日被劫持到大连教养

院，非法劳教 2年。一进大连教养院，警察就教唆吸毒、贩毒犯人对她没头没脸的

打，她们又怕人看见，把她拖入一楼大厅厕所，摁在地上，然后踢她的头、脸、

全身的各个角落。然后把她拖到三楼值班寝室，一帮普教用 2付手铐将吊挂在 2个
大窗的铁栏杆上，她们揪住她的头发，拼命的往墙上撞。李静意被撞得鼻青唇

肿，鲜血四溅。之后她们在初春逼人的寒气中，撕下她的胸罩，扒下裤子，只留

下一条秋裤，鞋和袜子被剥光，普教开始抡腿狠踹她的臀部、腿部，只要能够到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9/4/8334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2/20/91849.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5/1/17/56651.html


的地方。普教轮番值班，晚上不让她睡觉，一打盹就会飞来一只脚。天还未亮，2
个普教就将她往铁窗栏杆更高处铐，让脚尖点地，即使两脚快速交替点地也擎不

住身体的重量。3月 24日晚上，在她被吊挂在铁窗上 50多个小时以来第一次得到

缓解。（手铐在暖气管）普教仍然看着不让睡觉，早晨 5点又把她吊挂在铁窗栏

杆上。她们还找来脏抹布把李静意的嘴堵上，用绳子捆上，将她由面朝墙换成背靠

墙吊上。然后掀起她的上衣，裤子抓下半截，进行性侮辱……从 22日下午到 25
日没让李静意睡过觉，更谈不上刷牙洗脸了，只小便了 3次，最长间隔达 26小时

之多。3月 25日晚上她们打开了吊挂李静意的手铐，把她关进小号，除半夜 12点
到早 5点，其余时间全部是戴铐罚站不许乱动，轻则骂、重则打。26日午饭后，

她们又找来 2个普教准备折磨李静意，说：“比你有钢的人见得多了，今天就要治

治你，韩（韩建敏）大队长说了：‘就要掰你这个尖。’”她们进了关李静意的铁笼

子里，把她的手铐由铐变成了背铐。还拿来了一个可乐塑料瓶说： “这是刚插完

×××阴道的，现在就往你的嘴捅。”边说边往她的嘴里塞，并且反复重复说：“这是

轻，今天晚上就用这个瓶子检查检查你是不是个处女。”还拿着规格约 50cm长，

10cm宽的板子说：“×××被铐在死人床上，就是用这块板子夹在她的两脚之间，就

用这个可乐瓶子捅她的阴道……”她们又找来破毛巾把李静意的嘴堵上，用绳子捆

上，将她逼在铁笼子内角处，3个人轮番，有时齐上：揪住她的头往墙上撞，用膝

顶她的腹部，用脚使劲踢阴部、小腹、腿部、腰部。有的专往阴部踢，抓她的

胸……李静意质问她们：“这是什么行为！”她们说：“猥亵行为怎么啦，我猥亵

了！”李静意被折磨得腰长期不能正常直立。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5/2/20/95832.html

案例 82828282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柳继连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彭队长(八大队)
基本犯罪事实：电棍电，不让上卫生间，用鞋打脸，关小号，坐“小燕飞机”等
详细情况：法轮功学员柳继连，男，55岁，2000年被大连教养院非法判 2年劳

教，被开除公职。在大连市教养院期间，警察使用电棍电，不让他上卫生间，用

鞋打脸，关小号（在小号里双手被铐在铁床两侧，躺在一张没有被褥只留三块床板

的铁床上数月），坐“小燕飞机”等等对他进行折磨。2002年 10月 9日，柳继连被

折磨得生命垂危，由其弟背回家“保外就医”。2005年 2月 4日又被关如大连教养

院，劳教所通知家属交 1,000元给柳继连检查身体，但具体检查结果却不告诉家

人。从柳继连被抓直到目前，大连教养院不允许家人见柳继连，家人对柳继连身体

状况十分担心。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5/3/14/97291.html

案例 83838383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张春兰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市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劳教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5/2/20/95832.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5/3/14/97291.html


详细情况：法轮功学员张春兰，女，55岁，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长江路小学老

师。生前曾多次被评为省、市优秀教师。 2000年，为行使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

她到北京信访办上访，被送至大连市教养院，非法判劳教 2年，。在此期间，由于

从事体力劳动，且生活条件极差，不能与外界接触，身心遭受严重伤害，体重由

原来的 140余斤降到 70多斤，与 2003年 8月 29日被迫害致死。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12/25/55947.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12/22/91951.html

案例 84848484

受害人： 一名农村女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苑龄月(副大队长),万雅林(副大队长),杨智深(大队

长),韩建?(大队长)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劳教，不让睡觉,关铁笼子等

详细情况：2002年，法轮功学员被大连教养院非法判 2年劳教，在大连教养院，

教养院大队长韩建?，副大队长苑龄月、万雅林用尽各种手段对她进行破害。一

次，她被关进一间房子里，副大队长苑龄月说：“进到我这里就必须得‘转化’”，强

迫她靠墙站着，不让睡觉，11天过去，每天都是白天被强制靠墙站着，晚上坐在

马扎上不让睡觉。副大队长万雅林又把她关进铁笼子里，白天黑夜都这么站着，

腿站得又红又肿。杨智深还叫来韩 xx、万雅林等围着她劈头盖脸拳打脚踢，把她

打昏过去。还有的法轮功学员胳膊被打残废了,被打得半边脸都是黑色的,有的脚脖

子被铁镣勒进很深的血口子，还被强迫劳动。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5/2/27/96263.html

案例 8585858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丽君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韩建?(大队长),刘玉婵（队长）,杨 xx（中队长）,
万雅琳（副大队长）,赵阳（队长）等

基本犯罪事实：关小号,用辣椒粉往阴道里捅等

详细情况：2001年 10月王丽君被非法关押在大连教养院女子大队。2002年 3月
她被送进严管室铐在床上 2天，又被关小号站了 1天 1夜。2002年 4月她又被关

小号站了 1天，又被关进了严管室，看管她们的是普通劳教人员。她们得到大队长

韩 xx的同意，一个晚上，她们用布带将王丽君吊绑在小号的铁栏杆上，两胳膊抻

直，两腿分开成一字，用椅子靠背的尖端撞击阴部，用冷水往她身上泼，往嘴里

灌，有时从鼻孔里喷出来；她们用布带，在布带上系了许多疙瘩，两个人拽着布

带在阴部底下用力来回拉；用辣椒粉往阴道里捅。松绑放下来以后，王丽君已经站

不住了。之后，在严管室里，王丽君两手被铐在床上，两脚用布条绑在床上，床

板之间间距很大，没有被盖，人躺在床上。从被关小号到严管室里这期间整整 18
天。2003年 2月 13日，队部找来王欣（普教）、张阳（普教）对王丽君大打出

手，赵阳（队长）用手打她的头，用膝盖顶撞她我的前额。她出去了以后，万雅琳

（副大队长）进来说：“你连我都不看在眼里，你们的队长就更不看在眼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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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打了她 3个耳光，然后又找来几个普教打她，万雅琳说：“一个连队长话都不听

的谁敢要。”她指使普教把她带到楼下的小号里，刚到小号里，4个普教又把她重

打一顿，头上被撞几个大包，夜间站了 1夜。第二天早上，警察又让她蹲着，去厕

所的时候，两腿已经不听使唤了，走路两腿不由自主的抬得很高，腿脚都往里

撇，很无力，吃劲的扶着墙慢慢的走，下蹲的时候很费劲，还让她坐“小燕飞机”，
直到吃晚饭的时间才放下来，吃完饭，继续蹲着，双手背向身后铐绑在栏杆上，

到午夜 2点，才把绑在栏杆上的布条解下来，继续蹲着，打着背铐。葛红（普教）

还将王丽君胳臂平直伸开用布带绑在栏杆上，白天、夜晚都是如此，整整 6天 6
夜没让她睡觉。不背院规,就中午不许休息，站着，干活回来照常晚上继续站。有

一次晚上，刘玉婵（队长）到她们室里来，让她们站起来轮着问她好，王丽君不

问，为此，每天晚上干完活回来都让她站到 11点，连站了 7天。2003年 9月 27
日晚上，王丽君又被关小号，普教的人把她的双手铐在了小号的栏杆上，用布条绑

住，除了吃饭时间能坐下一会，吃完饭马上就让站起来被铐上，就这样又是 4天 4
夜没让她睡觉。小号的窗户是打开的，不给被、褥，只能头枕着手纸睡觉，手打着

背铐，连晚上睡觉也不给打开，这一次王丽君又被折磨了 18天。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10/23/87310.html

案例 8686868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吴月菊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2003年 12月 4日，法轮功学员吴月菊在大连教养院历经 3年的非法关

押及 2个月的超期关押迫害之后回到家中。2004年 1月大连教养院又非法关押吴

月菊。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22/70609.html

案例 87878787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陆正伟、刘长海、董教授(72岁)、姜俊松、孙志远、刘仁秋

（音）、王尚杰（音）、董俊生、邹本旭和王时红、陈勇、刘永来、王恩昌(64岁)
、刘晓刚、王清田、刘忠林、郭强、王树东、李永宾、张茂有、朱成贤（音）、

李永金（62岁）初时珍（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张宝林(副院长)、王军(警察)、乔威(警察)、朱

某(警察)、刘忠科(警察)、景殿科(警察)、罗晓臣(警察)、周凤武(特务)等
基本犯罪事实：电棍电、毒打、迫害致死等

详细情况：在大连教养院里，法轮功学员陆正伟被警察当场打晕死过去，之后犯

人将他拖到厕所里，当时陆正伟全身是伤，嘴还往外流血。刘长海，警察为“转
化”他动用了所有的刑具，长时间的把他捆绑在长凳上，几乎晕死过去。大连星海

湾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72岁的董教授，遭到教养院副院长张宝林的毒

打。2001年 4月 11日，警察王军带领犯人往姜俊松的头上浇冷水，同时用 6根电

棍电他的双手、嘴和耳朵、头部，当时他的耳朵和嘴、面部被烧焦，还出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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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泡。姜俊松在下午 4点多钟抬回班，当时他的身体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吐了

20多天的血。孙志远、刘仁秋（音）、王尚杰（音）、董俊生制止非法迫害，警

察王军不但不听，反而说：“我在执行法律，这是上面安排的，打死了白打，你们

上哪告都行，大不了我不管这个班，我调换一下工作就可以了。”邹本旭和王时红

（音）也遭到普教（王军、乔威指使）的残酷迫害，王时红的面部被电棍烧焦，双

耳和下巴全都是水泡，水泡继而化脓、腐烂。邹本旭也被打得神智不清，他全身

湿透，面部和嘴部有血，双腿和臀部被打得全成黑色，大腿肌肉被打得变了形，卧

床长达 1个多月，生活不能自理。2001年 5月中旬，陈勇被磨了 3天 2夜。陈勇

被抬回来后，就一直卧床不起，经常呕吐血水，心脏时常停止跳动，陈勇后被迫害

致死。刘永来被警察乔威、王军带着犯人动用了所有的刑具，为了不让他叫出

声，警察把刘永来的嘴用裤腰带勒住后再打，刘永来被打后送到一中队时，他的嘴

被腰带勒出一条口子，往外淌血，面部、耳朵、手脚多处被电棍烧伤、烧焦，第

二天他被送到了五中队。刘永来被送到五中队，警察朱某对他整天体罚，让刘永来

撅着屁股做“小燕开飞机”。64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恩昌被打得全身是伤，不能坐，

不能躺，只能在床上整天趴着。2001年 7月 7日，三中队警察把刘晓刚双手铐在

床头上，两腿铐在床上，头戴拳击帽，铐了 3个多月。最后把他折磨的精神失

常，完全失去了理智，才把他释放。2002年农历正月十四日，王清田刚一炼功，

警察就让犯人上去把他摁倒在床上，并把他的双手铐在床头，两腿劈开铐在床

上。之后，犯人用狼牙棒木板、木棍毒打王清田。警察刘忠科、景殿科、罗晓臣下

命令把法轮功学员刘忠林、郭强、王树东、李永宾、张茂有、朱成贤（音）、李

永金（62岁）等强行拉去严管班，把他们的双手分开铐在床头上，两腿分开铐在

床角下，头上戴上拳击帽。他们躺的床都没有床垫，只有 3块木板和没有床垫的

钢筋床。李永宾被他们铐在靠窗边的一张钢筋床上，不能上厕所，就得让犯人接

尿。犯人林百仟（音）不愿意干，每次小便都毒打李永宾一顿。晚上经常把窗开

开冻李永宾，也不准铺褥子，不准盖被子，被冻得瑟瑟发抖。李永宾被铐在钢筋床

上 100多天，刘忠林被铐 4个多月。刘忠林被长期的酷刑折磨，精神有点失常，

神智不清。初时珍（音）遭周凤武残酷毒打，两腿被打得走路都迈不开步，周凤武

是教养院安排在法轮功大队的特务。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3/6/45793p.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2/19/67880.html

案例 88888888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万晓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徐丽丽(警察),苑龄月,韩建华,万亚琳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劳教、关小号、毒打等

详细情况：2002年 11月 1日万晓辉被非法判 2年，强行送到大连教养院。当天下

午万晓辉就被关进小号摧残，警察徐丽丽亲自操纵，指使普教把万晓辉的保暖衣

服、鞋、袜子等全扒光，用万晓辉的袜子堵住万晓辉的嘴，并把一个酷刑帽子（象

拳击帽子）扣在万晓辉头上，用床上的木板子猛烈击打万晓辉的头。将万晓辉“五
马分尸”，两胳膊成大字型，两条腿拉直，用白布绳子绑在半空，用半米多长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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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毒打，从小便到脚全是黑紫色。警察还让 180斤重的普教坐在吊在半空万晓

辉的右腿上，另一个人往外拽左腿，站 3天 3夜不让睡觉。在小号一直不让万晓辉

洗漱，24小时只准去 3次厕所，穿着单衣服，光着脚，戴着手铐，天天立正站着

到下半夜，手脚肿得象紫茄子色面包状。接见日，万晓辉告诉家人“我正在挨打”一
句真话，苑龄月将万晓辉连推带打的往死里推。由于迫害，万晓辉身体虚弱，不

能站立。韩建华值班亲自动手叫了个犯人把万晓辉拖起来，她穿着半高跟鞋不让任

何人看见偷着踩在万晓辉的左脚上，又把胳膊吊起来，双腿绑在铁栏杆上，到了

第二天 8点才放开，并大声说，教养院就你头长角，身长刺，就你胆大，敢违背院

规院纪，看怎么折磨你。56天后万晓辉才被放出小号。2004年 4月份，万晓辉被

第三次送进小号，值班的万亚琳叫 2个犯人给万晓辉上挂墙，就是将人吊在中间是

墙，两边是窗栏杆，抻到最高处，用铐子铐住，一会儿身体就累得往下垂，手铐

越来越紧都陷到肉里了，血管也不通血了。2004年 10月 13日万晓辉被放出来，

超期关押了 3天。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5/3/30/98455.html

案例 89898989

受害人： 轮功学员满春莱、于立新、薛楠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王军(警察)、小王军(警察)、袁明月(警察)万亚林

(大队长)、韩健敏(大队长)等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用辣椒面拌辣酱往阴道里塞、满口的牙全都撬活等

详细情况：2000年 12月 4日满春莱被非法判劳教 3年关押在大连教养院。2001
年 1月 12日，警察从早上 7点半开始打她，直到中午近 12点。在这之前是警察

大王军、小王军一起打，小王军打了一会走了，换林义（音），还有姓随的，随手

里一直拿一根大伏特的电棍，不停的往手上的铐子上、脸上头上电，脸和头都被

电烧破了；大王军和林义每人手里拿着一根警棒，从腰往下一人一个部位，棒子、

电棍象雨点一样落在臀部、腿上、手上、脸上、头上，他们 3个人累得把外衣全

脱了，每人只穿件羊毛衫。又打了一会，把满春莱用铐子吊在铁栏杆上，说不老实

就这样。她醒来时，浑身动不了，好几个月上厕所都蹲不下去。3月 19日晚上，

警察强迫法轮功学员都撅土飞机，人几乎成为一个圆，肌肉全部拉伤。2个小时下

来，腰抬不起来，腿挪不动步，电棍、警棍打了法轮功学员 1夜。第二天还要继

续撅，法轮功学员于立新、薛楠为了抵制迫害，跳了楼，于立新失去了生命，薛楠

终身残废。6月 10日，警察打满春莱的头部，一顿毒打后，她的头脸发紫变形，

肿得就象大葫芦，半点原样都没有。眼睛模模糊糊，看不清东西，接着强迫撅土飞

机。2个月后，又开始罚坐马扎子，从早上 6点一直到晚上 11、12点，最少 2个
人“包夹”，24小时步步不离，不允许说话，甚至一个眼神都要遭到指责。他们还

把满春莱拖去灌食，往胃里插鼻管，插不进去就反复插，最后管子拔出来直往下

滴血。之后给她戴上拳击帽，狠命的系脖子底下的绳，把满春莱勒的呼吸都困难。

然后在中队的活动室里，把她双手分别戴上铐子，两腿分别用绳子绑上，成大字

形。教养院跟她哥哥要了 2,500元作医疗费和保外就医押金，她回到了哥哥家。9
月 18日，满春莱再次被抓入教养院。一进院警察就派犯人把她衣服扒光，进行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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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把她关在三楼的北面，扒下外衣，绑在死人床上，床上只放了 5块很窄的板

子，两只手分别铐在床头上，两只脚用绳子绑上，成大字形，床下放个盆，2个小

时窗开着，床边放块板子，裴玲（音）不闲着往腿上、脚上狠命的打。她们把满春

莱绑在两层床的床头上，裴玲、李晶、赵辉等人，用辣椒面拌辣酱，由赵辉往满

春莱的阴道里塞，整个一个手全进去，把里面塞满。11月 10号左右，大队长万亚

林和韩健敏（音）、袁明月唆使犯人李晶、王银芬、赵辉、葛红、玉鑫、胡敏等

人动手，把满春莱的双手用铐子朝斜上方拉直，铐紧在铁笼子角上，铐子紧到把两

只手腕子勒得留下了两个黑印。一条腿顺着胳膊的斜上方用绳子绑起来，另一条

腿已经被拉得起了空，然后用木板狠命的打阴部，这样反复多次。6月 30日，她

们又把满春莱拖进了小号进行迫害，张秀娟、赵辉等犯人，把她双手反铐，脸朝

棚压在地上，两条腿用不干胶缠紧，两个人坐在她身上，赵辉两手搓着她的乳房，

做着流氓的动作；张秀娟一只脚踩在满春莱的太阳穴上，一只手拿着大罗刀，一

只手拿着一根大木棒，就开始用罗刀撬满春莱的牙，撬开一个缝，马上木棒就捅进

嘴里，把整个口腔全捅烂，当时牙就被撬掉一个，满口的牙全都撬活了。然后韩

健敏、袁明月、万亚林，命令把一块很脏的抹布塞咄了满春莱的嘴里，韩建敏说这

是在“保护”她，接着就把满春莱戴上铐子、帽子，绑在铁笼子上，24个小时看

着，不准闭眼，腿不准打弯。这样，满春莱先后在铁笼子里被整整迫害了半年，上

下楼梯始终得扶栏杆，眼睛看东西也特别花，每天捡的豆都得返工。就这样，教

养院看她已经不能干活了，超期 19天把她放回了家。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12/1/55144.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11/4/88283.html

案例 9090909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郝文帅（院长）、张子亮（政委）、姚××（纪检

职员）刘忠科(警察)、姜同玖(警察)、郭鹏(警察)、罗××(警察)韩建?（大队长）、

万雅琳（副队长）

基本犯罪事实：不让睡觉、恐吓加期、手铐、电棍电击等

详细情况：2004年春节刚过，大连教养院以郝文帅（院长）、张子亮（政委）、

姚××（纪检职员）成立了“转化领导小组”。大连教养院非法关押男法轮功学员的

八大队，以刘忠科、姜同玖、郭鹏、罗××等警察为首。女子大队以韩建?（大队

长）、万雅琳（副队长）为首。把法轮功学员单独弄到一个小屋里去，一个一个

的单独迫害，名曰“单独过堂”。采取不“转化”不让睡觉、恐吓加期、手铐、电棍电

击等方式。郝××公开说：“谁绝食就给谁灌白酒！不‘转化’就不罢手！”等等。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2/3/66497.html

案例 9191919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韩建敏（大队长），万亚林，苑龄月（副大队

长），姓谭的教导员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12/1/55144.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11/4/88283.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2/3/66497.html


基本犯罪事实：用拖布蘸上脏水往嘴里塞，用拖布把往阴道里捅等

详细情况：大连教养院利用普教动用酷刑毒打法轮功学员，用拖布蘸上脏水往嘴

里塞，用拖布把往阴道里捅，把学员衣服裤子扒光，让卖淫女对学员的乳房、下

身做流氓动作，把法轮功学员关在铁笼子里铐上双手连站多日。不让多穿衣服，

在数九寒冬，把门窗全打开冻法轮功学员。常年的奴役迫害，劳动时间最多长达

13、14小时，不准说话，不准听广播、看电视，随意搜身，翻床铺，衣服包。韩

建敏、苑龄月曾多次毒打法轮功学员。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2/28/68739.html

案例 92929292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王秋霞、胡桂莲和张桂荣、王彬华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郝文帅(院长)、王兆丹(警察)、王录(音译)
基本犯罪事实：不让睡觉、戴手铐、手背后蹲着、弯腰 90度、蹲小号、不让上厕

所、活活打死

详细情况：2001年，大连教养院院长郝文帅下令对法轮功学员加强劳动强度，不

给吃细粮，只吃玉米面窝窝头咸菜。警察单独弄一个屋，门窗、玻璃用报纸糊

上，威逼法轮功学员写“三书”，不写就采取各种手段迫害。女子大队一班警察王兆

丹、王录(音译)利用刑事犯，对法轮功 学员实行一个一个单独迫害，且轮流不间

断，采取的手段有：不让睡觉、戴手铐、手背后蹲着、弯腰 90度、蹲小号、不让

上厕所。56岁的胡桂莲和张桂荣，被拳打脚踢，胡桂莲被打得头上大包一个连一

个，脱掉衣服身上没有好地方，青紫连片，脸肿得变了形；张桂荣被警察给戴上手

铐，恐吓加期，电棍电击。队长王兆丹、王录操纵刑事犯用拖布杆、塑料鞋打王

彬华，拖布杆打折好几节，鞋底也打断了，5、6个人打王彬华一个人，直到把王

彬华打昏才住手。很长时间王彬华才醒过来，头打得变了形，眼睛鼻子鲜血直

流，眼睛半个月后还在淌血水。打手们边打边问她“转不转化”。王彬华身体被迫害

得极度虚弱，院方不让家属见面。王秋霞被活活打死。警察王录还勒索钱财，家

属接见给的钱她收了却不上账，又不开收据，将钱财占为己有。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3/24/70761.html

案例 93939393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李玉梅、韩淑华、满春荣、杨春华、王淑红、李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郝文帅（院长）、张宝林（副院长）、万雅琳、

韩建?、袁明月（3人分别是大队长、副大队长）、杨生生（音）、小王军、大王

军（3人为队长）普教：张秀娟、赵辉、李艳芬倪红、葛红、李晶、王银芬、王

鑫、高培玲

基本犯罪事实：性摧残、灌食

详细情况：大连教养院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一律送小号。小号就是用方钢管儿焊

接成的大约 1米宽，2米高的铁笼子。当人被拖进小号以后，两只胳膊朝斜上方用

手铐铐上，然后铐紧手铐直到把手脖子勒破。把一只腿抬到紧挨着胳膊的位置后

用绳捆紧，然后两个人把另一只腿往上抬到极限位置。嘴用胶带封住。接着就开始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2/28/68739.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3/24/70761.html


摧残下身，用拖布把往阴道里捅，用一根绳打成很多结（约 2、3寸长一个结），

两个人前后来回拉。把下身拉破后再用板子打，用辣椒面拌上辣酱，整个手伸进阴

道把里面塞满。经过这番迫害后，下身淌的血滴到地上都得用拖布去拖。然后把

人双手反铐，戴上拳击帽（此帽戴上后，带子勒得很紧，喘气都很困难。耳朵都勒

破了，长时间不好），24小时必须站直，长达 7至 10天，不许闭一下眼。过后每

天只许睡 1、2小时的觉，持续数月。而且每天长时间不让上厕所。李玉梅被强行

灌下自己憋不住便下的小便和大便。韩淑华除了遭此毒刑外，还被扒光衣服，被

用黄瓜、大葱等物品进行性摧残，过后还用一暖瓶开水泼到身上，造成当时就昏死

了过去。警察对用绝食抗议迫害的满春荣进行灌食，把两腿用胶带紧紧的缠住，

双手反铐，两个人坐在身上压着，另一个人用脚踩着头，用长螺丝刀把牙撬开一条

缝，再用木棍子把嘴撬开，当时牙就被撬掉一个，满口牙全被撬活动了，口腔也

被捅破了，鲜血顺着嘴角往下淌。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还有杨春华、王淑红，普教

张秀娟用绳子把李平捆在小号上，强行她整天站着。夏天用 2床棉被把她死死的

盖严，整天骂她。普教王鑫不给她吃饭，不给水喝，大小便整天让便在身底下，身

上处处是褥疮。在 2001年以前，都是警察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现在她们利

用刑事犯来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大连教养院里，法轮功学员每天早上 6点刚过就得

干活，中午和晚上只给 20分钟的吃饭时间，每层楼 5个室，按顺序一个个上厕

所、洗手、打饭，排在后面的室饭没吃完就得出工。每天早、中、晚都必须拉上窗

帘干活。晚上 8点之前劳动现场必须关灯，到宿舍里继续干，直到深夜 10至
12点，对完不成劳动任务的进行整夜不许睡觉的处罚，第二天还必须照常完成劳

动任务。另外警察还利用 2、3名刑事犯“包夹”一名法轮功学员，一步不准离开，

如果被管教发现距离超过 2米，双方都要被无故加期；不允许法轮功学员和其他任

何人说话，包括生活用语；如果有记者来访时，所有法轮功学员都集中关到一个

屋子里，小号打扫干净。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3/4/6915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3/16/46093p.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94949494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刘永国、石曰利、沙文科、林国芙、林维珠、李伟、任福

升、吴月菊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张宝林（大连市教养院副院长）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劳教、超负荷工作

详细情况::::刘永国于 2002年被大连教养院非法劳教 3年。在劳教所期间，被迫害致

两腿不能行走，生活不能自理。大连教养院仍继续关押迫害他，置之不理。现关

押在男子大队的法轮功学员还有：石曰利、沙文科、林国芙。另有两位法轮功学员

林维珠、李伟现被关在严管迫害。大连教养院内设有 2个小卖部，院内一个，院

外一个。这个小卖部合计一年向教养院交 6,00,000元人民币。长期以来靠榨取普教

和法轮功学员的钱维持。凡是进到教养院的人，洗漱用品等一切必须在这 2个小

卖部里买。货假，且价格比市面贵出几倍。大连教养院还靠对法轮功学员长期超负

荷工作生产的产品，来赚取大量的资金。法轮功学员任福升于 2004年 4月 22日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3/4/6915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3/16/46093p.html


被大连市教养院警察从家中绑架。这之前，任福升在大连教养院以“保外就医”的名

义被放回家之后，教养院警察曾多次到家里非法搜捕。吴月菊自 2000年 10月起

在大连教养院被非法关押 3年零 2个月，历经高强劳役、欺骗恐吓、监视辱骂、毒

打折磨、延期不放的种种迫害之后，于 2003年 12月 4日回到家中。吴月菊于

2004年 1月 6日又被非法抓捕，目前在大连教养院非法关押。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6/1/76139.html

案例 95959595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仲淑娟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连教养院

基本犯罪事实：用尖拖布把往阴部用力戳、穿着鞋狠劲往阴部踢、拿尖拖布把往

脸上扎等

详细情况：2001年 9月，大连市仲淑娟被大连教养院非法教养 2年，在大连教养

院因不带学员牌被送到“小号”进行迫害。她被脱光脚，警察穿着鞋用力往脚上

跺，又将她吊在“小号”的钢棍上，然后给她抱骑在椅子背上，用力摇晃椅子撞击她

阴部，又用尖拖布把往阴部用力戳，穿着鞋狠劲往阴部踢，拿尖拖布把往脸上

扎，往嘴上扎，往脸上浇凉水，往嘴里浇凉水，不张嘴就用瓶子敲。她又被用绳子

将脚绑上，一条腿用剪子扎，又一条腿被前后左右用力摇，从下午 1点吊到

7点，吊铐吊的把手都吊的露出骨头了，阴部肿成黑紫色，嘴被打的肿的老高。打

够后拖进了禁闭室，在禁闭室，床上只有几块木板，不给被褥，把她双手铐在床

上，双腿也绑在床上。1天 1夜的折磨，仲淑娟被迫害得下身大流血，木板床染红

了一大片。床上没有被褥，仲淑娟浑身冻得直发抖，牙齿咯咯响，一直到第八天才

给松铐。不让洗漱，吃饭、方便只给开一只手铐。仲淑娟历于 2002年 1月才放回

家。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5/4/14/995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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