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郑州市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迫害

法轮功学员的基本犯罪事实

1999年 7月 20日 - 2004年 10月 23日

河南省郑州十八里河劳教所，又称河南省第一女子劳教所，位于郑州市管城区十八

里河镇。所长武宏儒（音）、周晓红（音）、高明旭、王燕（音）、张秀华。自

1999年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河南省郑州市十八里河女子劳教

所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残酷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据不完全统计，其高频高

强度的酷刑致使至少 9名法轮功学员致死（见案例 1，2，3，4）。其肉体折磨方

式主要有高压电棍电击和毒打、长时间剥夺睡眠、强迫军训、强迫干苦力、捆

绑、强行灌食、上绳（“上绳”；即用绳索捆住两臂，双腿呈半蹲姿势，弯腰低头，

双手背到后面，并且无限度地往上拉，绳索是越捆越紧直到极限，旁边有好几个

人拳打脚踢，许多法轮功修炼者被打的遍体鳞伤，昏死过去多次。）、“老虎凳”、
“穿约束衣”（此衣是从前身套进，在后背结带，衣袖长出手臂约 25公分，衣袖上

有带，此衣由细帆布制作。狱警将此衣给法轮功学员穿上，将法轮功学员手臂拉至

后背双臂交叉绑住，然后再将双臂过肩拉至胸前，再绑住双腿，腾空吊在铁窗

上，耳朵里塞上耳机不停地播放诬蔑大法之词，嘴里再用布塞住。据目睹者口述，

一用此刑者，双臂立即残废，首先是从肩、肘、腕处筋断骨裂，用刑时间长者，

背骨全断裂，被活活痛死）等；精神摧残主要包括强迫写放弃修炼的“保证”，长期

强制灌输诋毁法轮功的宣传，信仰及人格侮辱，24小时非法监视，株连家属等。

主要犯罪人员：

武宏儒： 所长

周晓红： 所长

高明旭： 所长

王燕((((艳))))：所长

张秀华： 所长（原一大队队长）

贾美丽：队长三大队

胡兆霞： 队长三大队

郑玉凤： 队长三队生产队

任远芳： 教导员三大队

韩继新： 中队长三大队二中队

王玉琳： 队长三大队

毛玉珍： 狱警三大队

崔 莹： 狱警三大队

张 慧： 三大队

马 兰： 狱警三大队

河南省郑州十八里河劳教所



案例 111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柯玲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虐杀

详细情况：十八里河劳教所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柯玲，由于酷刑折磨，没多久柯

玲就被迫害致死。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0/48717.html

案例 222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孙桂兰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虐杀

详细情况：劳教所狱警强迫法轮功学员孙桂兰超强体力劳动，给老人造成很大的

精神压力和肉体摧残，在长期的折磨下被迫害致死。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24/50934.html

案例 333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孙四梅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虐杀

详细情况：2003年 5月 25日左右，十八里河劳教所狱警把法轮功学员孙四梅迫害

致死，家人看到她遍体是伤。家人不愿意将尸体立即火化，在太平间放了几天，

后被狱警强行火化。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13/52162.html

胡丽娜： 狱警三大队

王 囡： 中队长三大队

张 楠： 狱警管理科

张 蕾：

周晓红： 副所长

郭红岩： 科长管理科

陈兰英： 科长警械科

姜艳玲： 队长二大队

闵玉梅： 队长

应美玲： 队长

郭向荣： 科长教育科

郭素霞： 狱警

吉建敏： 狱警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0/4871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24/50934.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13/52162.html


案例 4444

受害人：张雅丽、张保菊、管戈等 6名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贾美丽（三大队队长），吸毒犯燕萍、付金玉

基本犯罪事实：虐杀

详细情况：河南省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从 2003年 4月 22日起对坚强不屈的法轮

功学员施行强制“转化”手段，使用一种酷刑，叫做“约束衣”。此衣是从前身套进

在后背结带，衣袖长出手臂约 25公分，衣袖上有带，此衣由细帆布制作。他们将

此衣给法轮功学员穿上，将法轮功学员手臂拉至后背双臂交叉绑住，然后再将双臂

过肩拉至胸前，再绑住双腿，腾空吊在铁窗上，耳朵里塞上耳机不停地播放诬蔑

大法之词，嘴里再用布塞住。据目睹者口述，一用此刑者，双臂立即残废，首先是

从肩、肘、腕处筋断骨裂，用刑时间长者，背骨全断裂，被活活痛死。目前已经

查证有张雅丽、张保菊、管戈等 6名法轮功学员被此酷刑迫害致死。指使者是贾美

丽，用刑的凶手是普教燕萍、付金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19/5241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19/52537.html

案例 555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陈玉静、张憾文、赵希莲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张茵（队长）等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高压电棍电、“老虎凳”、上警绳、手铐、带脚镣、剥夺睡眠权利、

在地上拖、强行灌食等

详细情况：十八里河劳教所狱警们对法轮功学员经常施用各种酷刑，如电警棒、

“老虎凳”、上警绳、手铐、带脚镣、不让睡觉等等。狱警给赵希莲上警绳后，身体

压上凳子，狱警又坐在上面，直压得赵希莲昏死过去。赵希莲醒来后，狱警令 2
个普教架著赵希莲象拖把一样在地上来回拖，将她折磨得死去活来，惨不忍睹。有

一次狱警给赵希莲上警绳连续 5天 5夜，昏死后松开，醒来后再上紧，反复连续

上警绳，直折磨得赵希莲昏死多次。上警绳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刑法，就是用绳索捆

住两臂，双腿呈半蹲姿势，弯腰低头，双手背到后面，并且无限度地往上拉，绳

索是越捆越紧直到极限。一般人上绳后都惨叫不止，撕心裂肺，汗如雨下。张茵

（队长）把陈玉静用东西塞住嘴，连续上警绳，从下午 3点直到第二天凌晨

3点、长达 12个小时，酷刑致使陈玉静精神失常，丧失正常行为能力，后被转送

到新乡市精神病院。狱警揪著张憾文头发在地上拖，直把她拖得遍体鳞伤，小便

失禁，两腿伤痛无法行走长达数月之久，并在野蛮灌食时将她牙齿撬掉一颗，其

余全部松动。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3/2/20/44875.html

案例 666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崔秋菊、丁香芹、丁项英、韩福兰、王桂花、王爱芳、闫

红、闫丽萍，朱鲜枝，袁襄樊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19/5241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19/52537.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3/2/20/44875.html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武宏儒（所长）、高 XX（所长）、狱警周晓红、王艳、张秀

华、贾美丽、任远芳、吉建敏、胡兆霞、王囡、韩继新、张惠、马兰、崔莹、张

蕾、胡丽娜、郭素霞、毛 xx等
基本犯罪事实：上警绳、拳打脚踢、强制劳动

详细情况：2001年 12月底至 2002年 1月，在所长武宏儒、所长高明旭、周晓

红、王艳、张秀华的直接指挥和策划下，劳教所狱警使用上警绳折磨法轮功学

员，旁边有普教拳打脚踢。上至 63岁的老人，下至 17岁的少女，有超过 100名法

轮功学员受此酷刑。导致受害人不能走路，胳膊不能抬起，手脚麻木，没有知

觉。狱警把崔秋菊折磨了 3天 3夜，把她打成重伤。狱警折磨王桂花 4天 4夜，致

使王桂花腰部严重受损。狱警折磨韩福兰 3天 3夜，导致韩福兰的嘴被绳子勒

肿，两肩被勒得血肉模糊，几个月不能碰水。吸毒人员把王爱芳的小腹踢得青紫，

又把她拉去上绳。狱警把丁项英连续捆绑了 5天 4夜。狱警给丁香芹上绳，使她 2
次昏死过去。狱警把闫红捆绑毒打，致使闫红手肿得象面包，失去活动能力。狱警

还把闫丽萍、朱鲜枝、袁襄樊迫害得生活不能自理。酷刑后，狱警吉建敏强迫法

轮功学员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8/16/34963.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9/12/36455.html

案例 777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丁香芹、韩福兰、蔡巧、杨春兰、张憾文、王爱芳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武宏儒（所长），贾美丽（三大队队长），任 XX（队长），

王 XX（队长），周小红（队长），胡兆霞（副队长），陈兰英（警戒科科长）

基本犯罪事实：上警绳、拳打脚踢、关禁闭、强制“洗脑”
详细情况：蔡巧因坚持真善忍信仰两次遭受酷刑迫害导致头破血流，缝合十几

针，肋骨被摔断 3根，并遭 2次加期共 7个月。2002年 3月，队长贾美丽强行拉

韩福兰到新办公楼里上绳，并令保安人员毒打韩福兰，导致韩福兰昏迷 2天后出现

尿血情况，肩膀因上绳被勒出长长的大水泡。6月份保安毒打绝食抗议的蔡巧、杨

春兰、张憾文等，并给她们上绳。狱警陈兰英及保安将张瀚文的腿打断，至今卧床

不起。有一次，所长武宏儒与几名保安一起将丁香芹用绳子捆后从背后用木棍穿

过胳膊和绳子将丁香芹吊起，然后指使保安踢打，用烟头烧。这样残酷折磨了 1天
1夜。狱警胡兆霞（三大队副队长）曾在 3天内 3次指使保安给王爱芳上绳。副所

长周小红指使犹大和普教打法轮功学员，不许法轮功学员睡觉。警戒科科长陈兰英

多次毒打、打伤法轮功学员。三大队队长贾美丽以封闭式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

强制“洗脑”。贾曾把一名法轮功学员关禁闭 1个月，让 2个吸毒犯人看著，每天晚

上 2点以后才能睡觉，早上 4、5点就让起来，百般折磨。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8/16/34963.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11/8/39271p.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9/12/36455.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28/66029.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8/16/34963.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9/12/36455.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8/16/34963.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11/8/39271p.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9/12/36455.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28/66029.html


案例 888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陈丽君、韩富兰、宋风仙、杨爱勤、乔荣旭、李秀荣、靳

（荆）建秋、周红英、张保菊、王红霞、王爱芳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贾美丽、任远芳、王囡、胡兆霞、韩继新

基本犯罪事实：强制军训、体罚、烈日下暴晒

详细情况：2002年 5月 23日－6月 4日，劳教所狱警贾美丽、任远芳、王囡、胡

兆霞、韩继新强迫 15名法轮功学员陈丽君、韩富兰、宋风仙、杨爱勤、乔荣旭、

李秀荣、靳（荆）建秋、周红英、张保菊、王红霞、王爱芳等在烈日炎炎下军训。

狱警时常对她们体罚。狱警张惠、马兰和普教海红曾毒打王爱芳。狱警强迫其中

一位法轮功学员在烈日下暴晒一中午。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8/16/34963.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9/12/36455.html

案例 999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陈丽君、高亚南、顾春红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十八里河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上绳

详细情况：2002年 11月 28日，劳教所狱警使用上绳折磨陈丽君、高亚南、顾春

红等法轮功学员。她们被拖在地上，衣服被磨破、撕破。顾春红手上、脚上、腰

部均有被磨破的伤痕。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12/40825.html

案例 1010101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小东、许云朴、许碧珊、魏桂荣、苏娥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狱警贾美丽、任远芳、胡兆霞、吉建敏、王囡、韩继新等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加期

详细情况：狱警贾美丽把王红霞非法加期 4个月，后来又加期 6个月。2002年 5
月份，三大队狱警贾美丽、任远芳、胡兆霞、吉建敏、王囡、韩继新等人对 10余
名法轮功学员加期，其中，王小东（4个月），许云朴、许碧珊、魏桂荣、苏娥被

加期（3个月）。郑红霞 2002年 3月解除的劳教，当时由她本人单位、派出所、

“610”接回去。到本地后直接把她送入看守所，一直未回家。5月 1日又被非法送

进劳教所，劳教 3年。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12/40825.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9/12/36455.html

案例 1111111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邢荣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郭向荣（教育科科长）等狱警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8/16/34963.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9/12/36455.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12/40825.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12/40825.html
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9/12/36455.html


基本犯罪事实：高强度劳动、扒光衣服在外面冻

详细情况：在原三队的空院子里，狱警不回家，对法轮功学员施行“三包”一强制

“洗脑”。并且星期日及每日的中午，晚上逼迫法轮功学员加班加点干活，生产假

发、挂毯、服装等。以怕传染为借口取消家属接见。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借 SARS
疫情之机，对所内法轮功学员进行严管迫害，每天高强度劳动，非法取消通信自

由，不准通信，并非法剥夺 2个月一次的家属接见的权利。4月份又重新播放诬蔑

大法的喇叭，又以安检为名把法轮功学员的被褥全部拆开，棉花撕烂。邢荣因天

凉在所服外加衣服而被扒光衣服在外冻。狱警郭向荣扬言不“转化”就关几个月、几

年，什么时候“转化”什么时候出来。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13/50223.html

案例 1212121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韦桂荣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上绳、灌食、拳脚相加、辱骂等酷刑折磨，“约束衣”致残

详细情况：2001年 3月，韦桂荣被非法判 1年半送入十八里河劳教所劳教。狱警

指使普教对她进行残酷迫害，上绳、灌食、拳脚相加、辱骂等等，对她一次次无

理加期，到期也不放人。2003年 4月，劳教所狱警给韦桂荣穿上“约束衣”上刑，

致使韦桂荣的两臂残废，现被关在二楼由吸毒犯料理她的生活。在狱警的唆使

下，吸毒犯什么都可能干得出来。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27/52975.html

案例 1313131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依旺班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周口市政保大队政保股狱警高峰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

详细情况： 2000年 10月，周口市政保大队绑架依旺班。狱警高峰因为没有达到

利用依旺班往上爬的政治目地，全然不顾她女儿在旁边痛哭，抓著依旺班的头发使

劲撕打。 12月 26号，依旺班被绑架到河南省郑州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

3年。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16/55705.html

案例 1414141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韩福兰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十八里河劳教所所长、保安

基本犯罪事实：拳打脚踢

详细情况： 2002年 2月，十八里河劳教所第二次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韩福兰。犹

大多次打骂坚持炼功的韩福兰。狱警非法迫害韩福兰，致使她脸色发黄，两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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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两腿不能站立，完全没有行走能力。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25/56245.html

案例 1515151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汉文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十八里河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野蛮灌食

详细情况：2002年 2月，十八里河劳教所第二次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张汉文。狱

警连续野蛮灌食 14次，将她的腿打瘸了不能走。张汉文的姐姐去看她，副所长周

小红否认的说：“谁打她了？没人打她。”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0/29/59693.html

案例 1616161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雅丽、王燕、赵喜莲、王美琴、孟月娥、张瀚文、周素

梅、高淑婷、赵玉霞、陈欲静、吴小华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十八里河劳教所所长武宏儒、四大队副队长裴素荣、副所长

周晓红、队长王淑兰、张茵、裴素荣、刘保兰、王玉芳、狱警王楠、王淑兰、王

玉芬等、以及普教

基本犯罪事实：拳脚相加、用针扎手、上绳、坐“老虎凳”、强行拖行、关禁闭、强

行送精神病院

详细情况：2001年 10月 1日，狱警和普教暴打法轮功学员而得到奖励，加分、减

刑期。张雅丽、王燕、赵喜莲被从两层床上拽下来，重重摔在地上，不分胸前背

后、小肚子、阴部猛踢猛跺，用鞋底抽脸、打头，抓起头发往墙上撞。张雅丽被

打得眼圈发黑、胸疼不能深呼吸，不能平躺著睡觉。王美琴被打得鼻子出血不止。

赵喜莲被打得耳朵流脓，脑震荡。孟月娥被打得全身上下青紫块。王燕被锁在屋

子里用针扎她的手。张瀚文被拖著胳膊，抓著头发在地上拖七、八米远。

2001年 12月 26日──2002年 1月 15日劳教所对 120名法轮功学员上绳。张瀚文

（50多岁）被上绳折磨昏迷过去而送到乡卫生院输氧。狱警王楠还骗大夫说：“张
瀚文在劳教所跟吸毒犯打架，气成这样的。”某狱警穿著新皮鞋对周素梅上绳，又

踢她 100多脚，皮鞋都踢坏了。赵喜莲被同样的手段上绳后又坐“老虎凳”，几个男

警站在她身上踩把她折磨得昏死过去。所长武宏儒给高淑婷非法上绳以致其半残

废，四大队副队长裴素荣用电警棍电她的胳膊、腋下，造成她重度电伤。赵玉霞上

绳也被折磨得昏死过去。吴小华被上绳又挨打，关禁闭号。

狱警将张瀚文腿打伤以致几个月不能行走，头发被揪掉一大片而露出头皮。陈欲静

从下午 6点钟开始被上绳直到晚上 10多钟，狱警张茵还用破抹布堵著陈欲静

的嘴，后把她强行送往新乡精神病院。副所长周晓红、队长王淑兰、张茵、裴素

荣、刘保兰、王玉芳亲自指挥对张瀚文强行灌食，7、8个人按著她的四肢，捏著

鼻子，按著头，由于严重缺氧，张瀚文出现了小便失禁。狱警更下令吸毒犯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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搔痒（脚心、腋下、全身）灌食，把张瀚文的牙齿撬掉 1颗，松动 3颗，又加期 3
个月。狱警王淑兰、王玉芬操纵吸毒犯把张雅丽关在屋子里毒打，用拖把捣她阴

部，用膝盖捣阴部、小肚子，手段极其下流，还威胁张雅丽不许说出去。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0/30/59733.html

案例 1717171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郑红霞、赵燕霞、王俊英、陈利军、孙江怡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河南省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无限期劫持法轮功学员

详细情况：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绑架关押劳教期满的法轮功学员郑红霞、赵燕

霞、王俊英、陈利军、孙江怡等，不让回家。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6/60141.html

案例 18181818

受害人：赵西联、王德平、朱仙枝（四大队、二大队、以及一大队等法轮功学

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十八里河劳教所（四大队、二大队、以及一大队）狱警和保

安、队长姜艳玲、狱警李井月

基本犯罪事实：上绳、谩骂、“烤全羊”、长年加班加点劳动

详细情况：十八里河劳教所“包夹”人员谩骂、殴打赵西联致使她精神恍惚，后送

到新乡市精神病医院。十八里河劳教所狱警将王德平上绳迫害，其中 2次将人吊

起来，名曰“烤全羊”，导致王德平腰椎盘突出，大小便失禁。“包夹”人员毒打朱仙

枝，狱警李井月不但不制止，反而叫打手再用刑。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6/60135.html

案例 1919191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闫爱英、王德平、付红霞、苑香范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十八里河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酷刑折磨（上绳，挂吊，坐“老虎凳”，电击，胶棒打等）、野蛮灌

食、加期劫持、掩盖粉饰、毒害法轮功学员家属

详细情况：2001年 12月初，十八里河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上绳，挂吊，坐“老虎

凳”，电击，胶棒打等迫害，还扬言：上级有令，打死算自杀。焦作市公安局一名

书记员闫爱英被拖去上绳到不能走路。王德平被拖去“烤全羊”，又有一次是以五马

分尸式的刑罚折磨。狱警对付红霞先 2次野蛮灌食，几把勺子把被撬弯，嘴里被

捣烂，牙龈撬出血，两颗门牙被撬成大豁口，血与食物一齐喷出，狱警将几把勺子

把插入喉咙深处，食物既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令她窒息。朱仙芝遭多次野蛮灌

食，下巴骨被撬错位。苑香范被多次野蛮灌食后瘦得大腿变了形，生活不能自理。

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以各式原因多次加期，甚至超过劳教期一半以上。一旦有外

边参观或其它劳教司法系统参观，便把学员派去看“洗脑”录影，找一些犹大或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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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进行采访。劳教所 2个月一次接见日，并非法强迫家属必须在一张攻击法轮

功与法轮功创始人的表上签字，否则不准接见。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29/61502.html

案例 20202020

受害人：河南法轮功学员甲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十八里河劳教所贾美丽、任远芳、胡兆霞、狱警何海华、崔

莹、吸毒犯

基本犯罪事实：无故暴打、上绳、强迫唱政治歌曲、答政治试卷、“包夹”
详细情况：2001年 10月 2日，十八里河劳教所狱警指挥普教无故将法轮功学员甲

暴打一顿，10月 3日，狱警何海华打甲的脸直到手累了才停下来。10月 18日强

行给甲戴了一天的手铐。2002年 1月狱警崔莹把甲带去上绳达 7个多小时。胡兆

霞（中队长）以上绳来威胁让法轮功学员唱政治歌曲。2002年 10月贾美丽、任远

芳、胡兆霞法轮功学员答政治试卷，不答者加期 3至 6个月。劳教所给法轮功学员

吃生芽的土豆，霉面和好面分比例配著吃，早晨的盐菜里面有老鼠屎和死苍蝇。

并有犹大形影不离“包夹”法轮功学员，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如去厕所、劳动、吃

饭等。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2/61642.html

案例 21212121

受害人：项城法轮功学员田淑华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十八里河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毒打与折磨

详细情况：十八里河劳教所非法劳教田淑华一年，狱警并对她多次毒打和折磨。

田淑华非法劳教期满后被家人接回家时，眼睛不能看书，腿不能行走，生活已经

很难自理。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3/61709.html

案例 2222222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小王（化名）、张保菊、赵喜莲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十八里河劳教所所长武宏孺、狱警姜艳玲、闵玉梅、应美

玲、普教

基本犯罪事实：上绳、毒打

详细情况：2002年底，姜艳玲指使普教毒打小王，又拉去上绳，把她吊起来头朝

下，胳膊、腿全被捆住，造成腿和腰部还麻木无知觉。2002年底，不法人员对写

信揭露所长武宏孺的罪行的张保菊上绳。2003年 3月初，姜艳玲、闵玉梅、应美

玲 3狱警以上绳相威胁逼迫赵喜莲干活。姜艳玲、闵玉梅、应美玲叫来保安连拉

带拖地拖下楼，头部损伤几处，鲜血直流不止，又用绳子把赵喜莲骨瘦如柴的身体

捆紧，吊起来旋转几圈、毒打直至昏死过去，失去知觉，赵喜莲回来后仍精神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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惚，走路直不起腰来，身体非常虚弱。姜艳玲、闵玉梅、应美玲更指使吸毒人员以

赵喜莲的名义写了一份“保证”，拉著赵喜莲的手按下手印。狱警陈兰英、张楠两

人直接毒打、折磨赵喜莲。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16/48492.html

案例 2323232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杨秀华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十八里河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强制“洗脑转化”、穿“约束衣”、不让睡觉、让坐在凳子腿朝上的凳

子上

详细情况：十八里河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强制“洗脑”，采取强行上绳，穿“约束

衣”，不让睡觉、强迫听诽谤、漫骂法轮功创始人的录音等。警察对 60多岁的杨秀

华进行强制“洗脑转化”、穿“约束衣”，致使胳膊被拉伤；又不让她睡觉，眼皮用

火柴棍儿支著，不让闭眼，把凳子腿朝上，让她坐上。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7/62022.html#chinanews-20031207-2

案例 2424242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红霞、王开英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十八里河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加期劫持

详细情况：十八里河劳教所对王红霞无理加期 2次，第一次非法加期 4个月，第

二次因为她不参加所谓政治考试，加期 6个月。三大队非法关押、多次毒打、并

将原判 3年劳教期已到期的新乡市法轮功学员王开英非法加期 3个月。狱警亲口承

认王开英身上的伤是被打的。另外，对于内有诬蔑法轮功内容的所谓“政治考

试”，所有没有答卷的学员都被无理加期。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19/62853.html

案例 2525252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陈真萍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十八里河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野蛮灌食

详细情况：2003年 6月初，十八里河劳教所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陈真萍。当时连

打带拖，衣服被拖烂，身体几处被拖伤。狱警并对以绝食抗议发法关押的陈真萍

进行绝野蛮灌食，陈真萍绝食第十一天出现了心肌梗塞的症状，狱警们怕死在劳教

所，就让陈真萍女儿把她接回家中。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25/63295.html#chinanews-2003122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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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626262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乙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十八里河劳教所管理科长郭红岩、狱警李淑香、普教沙卫霞

与孙海霞

基本犯罪事实：野蛮灌食、强迫输液、上绳、打耳光、往脸上吐烟雾、在太阳底

下晒、殴打谩骂

详细情况：2001年 12月 22日晚，狱警叫法轮功学员乙进办公室，几人强行按著

她、捏著鼻子进行野蛮灌食。嘴被撬烂了、嘴唇上起出了血泡、鼻子也被捏烂

了、牙齿被撬得松动、喉咙肿痛得不能下咽。劳教所对不做操的乙上绳，身上的 2
件棉袄都被撕脱下来，只剩下毛衣。他们把绳子绕在胳臂上，在背后使劲的提

升，不让站著，只能站马步。乙出了一身的冷汗，并且恶心、心跳加快、全身僵

硬、站不稳，就坐在了地上，男保安把她拉起来，使劲的向上掀著两个被绳捆著的

胳膊，说：“活动，活动。”还打耳光、往脸上吐烟雾。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4/2/25/68442.html

案例 2727272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妙能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十八里河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强制超时劳作

详细情况：2002年 6月 26日，十八里河劳教所对李妙能进行非法劳教。李妙能被

迫每天劳动 10多个小时，剪绣片上的线头，太可思西服、童装、珠绣以及手工夹

花。经常加班加点，每天被奴役劳动时只有 2次去厕所时间，一次 15分钟。在长

期迫害中，她因加班时间太长（一般加班到 11点以后）、上厕所不准时，造成心

脏跳动过快、呼吸困难、浑身抽搐、血压极高，晕倒 1次、失去知觉 2次。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4/2/22/68216.html

案例 2828282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白娥、王德平、赵喜莲、赵玉霞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十八里河劳教所狱警、保安

基本犯罪事实：加期、上绳、打骂、迫害至精神失常、烤全羊

详细情况：2001年 12月 28日，劳教所保安对法轮功学员行毒打、上警绳。警察

对白娥进行上绳、对王德平 4次上绳以致其不能走路。赵喜莲被拉去上绳遭迫害

至精神失常。赵玉霞遭 2次上绳吊起来。劳教所不让杨永生回家看望病危的老伴，

老伴临终，杨永生还在劳教所里。

案例 2929292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周桂珍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十八里河劳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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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犯罪事实：上绳、加期

详细情况：十八里河劳教所非法关押周桂珍，给她上绳，吊达 24小时不下绳，手

脚被绑，眼皮上下贴上胶布不让睡觉，耳朵塞上复读机播放骂法轮功和法轮功创

始人的录音，嘴里塞上破脏布，然后用胶布缠在脖子上。由于脏布塞住了气管，周

桂珍一会被窒息得脸色青紫，瞪直了眼，狱警们因心虚害怕才松了松，但上绳直

到 24小时后才松下。周桂珍左边的胳膊和手、腿、脚半身肿得近 9个月还没有恢

复，手不能干活及洗衣服，生活不能自理。警察 3次非法关押陈利军，第一次 1
年、第二次 1年又加期 3个月，到期不让回家，又送入“洗脑班”，第三次被送入十

八里河劳教所，劳教所狱警对她暴力转化、上绳摧残，致使她走路都很困难，现

在腿还有点跛。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4/2/2/66422.html

案例 3030303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赵玉霞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十八里河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无故超期羁押

详细情况：十八里河劳教所残害赵玉霞，折磨的骨瘦如柴，不成人样。2003年 12
月 16日非法劳教期满后，无理再加期 1个半月。2004年 2月 3日又到期，却仍被

非法超期羁押在郑州市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至今情况不明。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4/2/24/68376.html

案例 3131313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霞、孙江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十八里河劳教所刘占英、干警闵玉梅、王玉琳

基本犯罪事实：暴打

详细情况：十八里河劳教所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李霞。不法人员刘占英等几个人

多次暴打李霞，撕拽著头发把她摁在地上，几个人踢打，还站到她身上跺，李霞因

此两腿致残、酸软、疼痛无力、大便失禁，在车间的地上躺了 1年多，食宿不能

自理。狱警闵玉梅、王玉琳多次打骂法轮功学员。“包夹”人员将孙江义打了一顿，

狱警王玉琳不问情况先问：“你说法轮功好不好？”孙江义答“好！”再啪一个耳光

打在孙江义的脸上。就这样一边问一边左右打，直打得孙江义脸青紫变形，鼻子、

嘴鲜血直流。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22/72917.html

案例 3232323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丙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十八里河劳教所所长武宏儒、王燕、张秀华、警察马岚、郭

向荣、三大队毛姓警察、普教燕萍、付金玉

基本犯罪事实：强迫灌食、用擦地抹布往嘴里塞、强行打吊针、不让洗、不让睡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4/2/2/66422.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4/2/24/68376.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22/72917.html


详细情况：2003年 6月 1日，普教燕萍用膝盖顶住丙的后背，把她的头猛向后

掰，马岚用双膝跪在学员小腹部位，然后用铁器撬牙齿，牙齿被撬裂，郭向荣把勺

子塞到学员的喉咙根，一勺接一勺地往里塞泡馍，接著往喉咙里灌汤水，用擦地

抹布往学员嘴里塞，胸前、脖子里灌得像浆糊一般，不让洗、不让睡。6月 9日，

丙被强迫在狱医室门口打吊针，6月 10日丙被戴上手铐拉去协和医院抽血检查，

普教燕萍掐脖子、用抹布堵嘴，将丙楼上楼下来回地拖，许多人目睹。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4/6/14/77067.html

案例 3333333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赵春华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十八里河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粗暴灌食、打胸部、阴部，不让睡觉

详细情况：2003年秋天，劳教所干警在冰冷的地上对法轮功学员赵春华进行粗暴

灌食，打其胸部、阴部，不让睡觉。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4/7/8/78899.html

案例 3434343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晓翠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十八里河劳教所贾美丽、副大队胡兆霞等

基本犯罪事实：强行灌食、上铐、上绳、强制苦役劳动

详细情况：2001年 8月 31日，十八里河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李晓

翠。劳教所里警察多次被打骂、强行灌食、上铐、上绳、强制苦役劳动。腊月天把

窗户打开让学员罚站。李晓翠被强制罚站了 3夜。还有几次被罚站到夜里 3点。

并无理加期劳教 8个月。劳教所三大队大队长贾美丽、副大队胡兆霞等一伙是主要

犯罪人。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4/8/16/81883.html

案例 3535353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陈丽君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十八里河劳教所队长周小红和任远芳等、3名普教

基本犯罪事实：上绳、拳打脚踢、往她嘴上抹屎，把用过的卫生巾贴到嘴上，往

嘴里塞脏抹布等、索要医药费

详细情况：十八里河劳教所连续 2次非法劳教法轮功学员陈丽君，对她进行各种

残酷折磨毒打，包括上绳、毒打陈丽君的胸部、腹部、阴部，往她嘴上抹屎，把用

过的卫生巾贴到她的嘴上，往嘴里塞脏抹布等。劳教所队长周小红和任远芳多次

指使普教对陈丽君进行折磨。3名普教轮番对陈丽君打耳光，拳打脚踢，毒打她的

胸、背部。劳教所任远芳逼迫陈丽君同他们一起到陈丽君的家中和另一名法轮功

学员家中索要数千元的医疗费用。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0/22/87241.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4/6/14/770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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