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双口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基

本犯罪事实

2001年 6月 - 2004年 5月

自 1999年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对法轮功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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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名法轮功学员致死（见案例 1，2）。

其肉体折磨方式主要有：1.高强度、无保护措施的劳动（长达 18、甚至 20多小

时，无保护措施致使法轮功学员手指溃烂）；2. 5万伏、甚至 15万伏高压电棍电

击身体敏感部位（包括头部），指使皮肉被电焦；3.指使犯人使用电棍电击法轮功

学员（国家对电警棍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绝对不可以给犯人使用）；4.毒打,其
方式有：拳打脚踢，以及用硬橡皮榔头、胶棒、木棍、马扎打；5.强行灌食，往灌

食盆里吐痰，把灌进去的食物抽出来，反复灌；6.香烟烧手；7.体罚，其方式有：

强迫坐马扎，强迫跑步，强迫用 5分钱硬币大小的抹布擦地和厕所，强迫来回搬箱

子，长期剥夺睡眠权利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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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部分送交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和其他国际人权和法律机构备案的天津市

双口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案例和不法人员的违法、基本犯罪事实。

主要犯罪人员：

狱警：甄润仲（指导员），郎涛（五中队队长），姜 XX（一中队队长），吴 XX
（四中队队长），许鹏（四中队指导员），杨志秋（五中队指导员），王飚（队

长），王震（队长），常 XX（指导员），师光（队长），佟秀河（五大队队长）

等

刑事犯：吴国亮、李文洪、郑学斌、龚建平等

案例 111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陈宝亮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王飚（队长）等狱警，刑事犯吴国亮、李文洪、郑学斌等

基本犯罪事实：毒打致死

详细情况：8月 15日上午，天津双口劳教所二大队警察唆使犯人吴国亮、李文洪

将 63岁的陈宝亮暴打致死，事后警察对外宣称陈宝亮死于心脏病。消息说，有

23名法轮功学员和 50名犯人亲眼目睹了杀人场面。知情者透露，8月 15日早晨，

陈宝亮因出言制止犯人吴国亮、李文洪任意打人，遭到吴、李二人殴打。这时，

赶到的警察不但不制止吴、李二人，反而叫人用胶带封住陈宝亮的嘴，用胶带捆住



他的手脚。吴、李二人得此“鼓励”，乘机对陈宝亮拳打脚踢。然后陈宝亮被犯人

抬进足球库房，吴国亮喊：“摔死他”，并且整个人跳起来往陈宝亮身上踩。吴、李

二人又关上房门，队长王飚在门外守着，半小时后，陈宝亮跌出库房，吴国亮在

后面喊：“谁也不许扶，让他自己爬上楼”。陈宝亮走出 20多米晕倒在地，被犯人

抬上楼，几分钟后死亡。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0/3/3742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30/5652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9/11/40150.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222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鲁得旺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高压电棍电，虐杀

详细情况：在一狱警电击鲁得旺后，其脖子后部被电伤处一直流脓水长达 5个多

月，回家后几日内被迫害致死。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4/17483.html

案例 333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拳打脚踢，“蹲”、“电”、“熬”、“灌”、“飞”等，用硬橡皮榔头、胶

棒、木棍、马扎打

详细情况：天津市北辰区双口劳教所自 1999年 11月以来至少关押男性法轮功学

员 100多人。劳教所狱警对这些法轮功学员进行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以及经济敲

诈。肉体折磨方式有：拳打脚踢，还有“蹲”、“电”、“熬”、“灌”、“飞”等下流卑鄙

手段。每天强迫法轮功学员长时间劳动。每天早上 6点钟开始干活，大多数干到

第二天凌晨 3点收工。狱警强迫部分法轮功学员，经常通宵达旦的干活。这些狱警

把它称为“熬”。有的学员连续熬了 2个多月才让睡一会儿觉。超强度的劳动量同

时缺乏劳动保护措施，因劳动导致手指被轧伤，被磨破，被烫伤等大有人在。到处

充斥着蜡、滑石粉等等，使伤口迅速溃烂、化脓、手指部分关节变形，指甲脱

落。对于长期绝食的法轮功学员，狱警采取“灌”的方式，就是用胶皮管由鼻孔插到

胃里，硬灌一些不知名的黑紫色粘液，当带着鲜血的皮管子从鼻孔拔出时，有的

法轮功学员狱心呕吐不止。双口劳动教养所利用打骂“包夹”等狱毒方式迫害法轮功

学员，并纵容犯人打学员，有的队长竟让犯人拿电棍电法轮功学员。这些地痞无

赖对法轮功学员更是大打出手，除拳打脚踢外，还用硬橡皮榔头、胶棒、木棍、马

扎打。有时将木棍打断了，马扎打折了还不住手。更有甚者，将文化大革命中的

一种整人方式“坐飞机”都用上了，让人飞起来后，用拳、肘、棍、锤等物，猛击法

轮功学员身体的要害部位。精神摧残方式有：强迫法轮功学员写“思想汇报”、读

背诋毁大法的文章，还不让睡觉。经济敲诈方式有：每天狱警强迫法轮功学员干

活长达 18个小时，甚至通宵。而按照规定，劳教人员干活不应该超过 8小时，而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0/3/37429.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30/5652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9/11/4015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4/17483.html


且劳教所应该对劳教人员付报酬。狱警叫嚣，“你们挣的钱都在你们的饭钱里。”而
劳教所每天提供的伙食是每人 5个比拳头还小的馒头，和当时最便宜的蔬菜。不

仅如此，双口劳动教养所还从方方面面敲诈劳教人员的钱财，有的队长竟厚颜无

耻地搜刮法轮功学员财物。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29/12660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4/1748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28/41837.html

案例 4444

受害人：王玉明、张翔俊等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杨实秋（指导员），甄润仲（指导员）等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高压电棍电，用棍子打，强迫坐马扎，剥夺睡眠权利，塞到床底

睡觉，夜里反复叫醒，强迫不停地擦地，强迫来回搬箱子

详细情况：双口劳动教养所采用集体熬夜的方法折磨法轮功学员，经常连续 10多
天让学员笔直地坐马扎，不准合眼，否则队长就授意 10多个犯人同时殴打一名法

轮功学员。狱警曾让张翔俊连续 1个月不睡觉。对法轮功学员的毒打更是家常便

饭，下面是一些具体案例：杨实秋等狱警曾用 2根警棍，2根电棍，加以拳打脚

踢，并用椅子卡住他的身体，不让他躲闪，折磨一位法轮功学员一上午，导致他

胸部大面积被电破，臀部大面积淤血，肩部被打伤；某刑事犯把另一法轮功学员打

得 1个多月腰直不起来，一队长郑 XX和路 XX电了他一上午，头和脸部多处被

电肿电破，流水；狱警把王玉明的 2根肋条打断，把他的脸打得不成人样，打伤他

的手腕。队长还暗示犯人找茬打法轮功学员。每个法轮功学员都受到过不同程度

的体罚与虐待。有的被塞到床下睡觉，有的夜里反复被叫醒，有的被强迫不停地擦

地，有的被逼迫在操场上跑步，有的被罚来回搬箱子等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4/17483.html

案例 5555

受害人：周向阳、朱刚、唐坚、李广远、李文起等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王震等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高压电棍电，强迫军训，强行灌食，往灌流食的盆里吐痰，把灌

进去的食物抽出来

详细情况：管教用电棍把周向阳电得皮开肉绽，一刑事犯人用电棍把朱刚电得奄

奄一息（注：国家对电警棍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而天津双口劳教所的刑事犯居

然可以使用电棍），一队长连续 1小时 40分钟打唐坚的嘴巴，致使唐坚的脸被打

变了型。酷热难耐的夏天，狱警逼迫法轮功学员练队，走正步分解动作，一只脚

抬起来 30分钟，不喊号不许换脚，一“练”就是一整天。对于绝食抗议的法轮功学

员，狱警给他们强行灌食。狱警往灌流食的盆里吐痰，还把刚灌进去的食物抽出

来，反复灌，还往食物里加大量的盐，真是惨无人道到了极点。队长王震把李广远

的肋骨打断，把李文起打得不能自理。狱警队长说他是装的，天天用电棒电他，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29/12660p.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4/1748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28/4183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4/17483.html


直到他奄奄一息才被抬回家。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9/28/37195.html

案例 666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郑国新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毒打和酷刑折磨绝食 1年多的法轮功学员

详细情况：狱警使用毒打和酷刑折磨妄图威逼郑国新放弃信仰。为了抗议迫害，

郑国新已绝食 1年多了，要求无条件释放。每天鼻饲，身体瘦得已成骨架，被迫

害得已无人样了。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14/44537.html#chinanews-02142003-1

案例 777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脓水染在生产的筷子上，150,000伏电棍电

详细情况：劳教所里狱劣的生存条件，造成 90%的人身上都长了疥疮。即使这

样，狱警依然强迫法轮功学员长时间劳动。狱警有时安排法轮功学员往纸套里装

一次性的筷子，也有时安排法轮功学员用签子穿用于烧烤的素食串。有的长疥疮的

学员指甲流着脓水，依然被强迫劳动，脓水染在食物上，筷子上。[注：其实，这

是狱警对法轮功学员犯罪，也是对消费者犯罪。]2003年 2月 26日以来，至少 12
名法轮功学员受到 150,000伏电棍的酷刑。其中一个法轮功学员这样描述他的遭

遇：“记得有一天警察把我带到一个拉着窗帘的房间里，当时有 7个队长和 2个犯

人在场。那 2个犯人在一个队长的示意下，把我的裤子连同内裤一起扒下，把上

身的毛衣兜在头上，然后把我撂倒按在地上，这时我什么也看不见，顿时感觉有 7
根电棍在我的大腿小腿裆下腋下胸前同时电击。电击过的地方的皮肉被电焦了。

屋子里弥漫着焦糊的气味。”尽管电棍的说明书规定 150,000伏的电棍不能用来电

击头部。狱警依然没有人性地电击法轮功学员的脸部、太阳穴和眼眶。更有甚

者，狱警有时把法轮功学员绑在床上把电棍插入嘴里，极端残忍。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18/52456.html

案例 8888

受害人：肖树清、何金友、杨今永、胡沛友、满春桥、邹春林、孟捷、张铁柱、

刘子荣等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杨志秋、宋秀峰、何军、刘志增、师光、佟秀河等劳教所狱

警，刑事犯龚建平

基本犯罪事实：拳打脚踢，打耳光，体罚，强迫喝尿，强迫不让上厕所，剥夺睡

眠权利，烈日晒后不让喝水，5分钱硬币大小的抹布擦地

详细情况：狱警把 53岁的肖树清折磨得身体虚弱，屁股烂得无法坐，医生给他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9/28/3719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2/14/4453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18/52456.html


了假条。可是队长唐 XX依然强迫他劳动，二队长还对其拳打脚踢，打耳光，大

声辱骂。2001年的一天，刑事犯龚建平叫法轮功学员都蹶着，手挨着脚面，法轮

功学员一个个蹶得满头大汗，腿直哆嗦，龚建平在后面用脚踢，用胳膊肘击他们

的后背，晚上还不让他们睡觉，一直熬到早晨 5点才让睡觉，6点就得起床。劳教

犯人还逼迫法轮功学员坐直径只有十几公分，上面都是槽的缠线圈的轴，何金友

的屁股都坐烂了。五大队在教导员杨志秋的指挥下，使用不让上厕所来迫害法轮功

学员。狱警强迫一名法轮功学员喝尿，还把杨今永的牙齿打掉 2颗，因为他想上

厕所。在每天繁重的劳动结束后，狱警强迫法轮功学员用 5分钱硬币大小的抹布擦

地，擦不完不许睡觉，有时一直要擦到天亮。由于肮脏狱劣的环境，许多法轮功

学员身上都长了疥疮。队长叫大家脱光了衣服，在烈日下晒，几个小时过去后，不

准法轮功学员喝水，以此来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下面是一些狱警迫害法轮

功学员的具体案例：队长宋秀峰用电棒将胡沛友的脖子电起了泡；队长何军对满春

桥来一通电棍；队长刘志增和何军把杜万敏连打带电；队长唐 XX和教导员常 X
把孟捷电昏过去；队长师光用木棒把邹春林屁股打紫了；中队长佟秀河扇一个法轮

功学员的耳光，整整折磨他一上午；狱警把张铁柱塞到只有 40公分高的床底下长

达 6、7个小时，当他被拖出来时，人都变了形；狱警把刘子荣迫害得精神失常。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13/39504.html

案例 999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良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朗涛（副中队长）、何军（中队内勤）、甄润仲（中队指导

员）等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拳头击脸，非法延期

详细情况：1999年 11月，李良入所的第一天，朗涛和何军重拳狠击李良的面部，

不停地击打，越击越重，致使李良的左脸起了核桃大的包。中午，甄润仲（中队

指导员）照李良的面部猛击，李良立即鲜血流不止，满脸、上衣前襟，地上都是

血。他叫一名犯人领李良去用水冲，冲完再击，再冲再击，猛击 4个来回。李良

后来被非法延期 11个月。2002年 4月，是李良到期的日子，却又被不知名的人劫

持走了，再次被判劳教 2年。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28/41837.html

案例 1010101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棍子打，剥夺睡眠权利，强迫看录像，香烟烧手

详细情况：2000年上半年，狱警罚几位法轮功学员撅着（脸朝地，身体呈 90度
角）扒下裤子，刑事犯人用一根直径 10cm，长约 150cm的大木棍轮圆了打人，少

则 2、3下，多则十几下。第二天还要打，扒下裤子一看，一大片青紫淤血肿胀。

2000年 6月到 9月，五中队每天强迫法轮功学员坐在那里不许动，用录音机、电

视机反复播放诽谤法轮大法内容的言论，稍有不从即拳脚相加。每天近 20小时坐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13/39504.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28/41837.html


在那里，熬至凌晨 4点 30分才让睡觉，刚铺下被褥一个个就睡着了，可 5点 30分
就得起床。2000年 3月 13日，在天津劳教局副局长（姓张）等人的面前，4、5名
刑事犯用事先准备好的毛巾勒一个法轮功学员的嘴，用透明胶布将他手脚缠住，

他的衣服都在地上磨破了。副局长等人面对暴行保持沉默。2001年夏季，五中队

的法轮功学员，被强制盘腿坐在地上，用绳子将腿缠住，还不时有人双脚踩上

去，用力下压，还要他双手上举，手心朝天，每个手心放一直点燃后的香烟，直至

香烟燃尽，双手手心均被烫伤后又溃烂，皮肤烧焦的味儿遍布全室。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28/41837.html

案例 1111111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天津青泊洼劳教所狱警，双口劳教所狱警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洗脑”,电刑

详细情况：2000年 11月 6日，该法轮功学员被送到青泊洼劳教所，狱警们先令他

脱掉衣服，裸体检查，然后翻衣服。有好衣服、肥皂、洗衣粉、牙膏、手纸、皮

鞋等都被狱警拿走，不许声张，否则是一顿暴打，每人从早上到晚上 9点坐在小板

凳上不许动，每天三顿饭，每顿饭 2个鸡蛋大的馒头，4、5个人给半碗菜汤，汤

底下全是沙子和泥浆。吃完饭“新收”要用手巾把地面擦一遍。喝水、上厕所都要打

报告，批准才能去，否则不准去。否则轻则挨骂，重则挨打。 11月 15号，该法

轮功学员被送往双口劳教所，一共 33个人，其中 14个人是法轮功学员，来自天津

市不同区县。中午到了双口劳教所下了车，让法轮功学员们蹲在地上不许抬头，

点名时就听狱警们说话：“有几个法轮功？”，“有 14人”，“活埋 4人看剩下的 10
人服不服”。该法轮功学员被分到了五大队，进了楼内一间屋子，冬天没有取暖，

让法轮功学员脱光衣服检查身体，并把吊扇打开吹法轮功学员，检查完后，让 11
个人去洗澡，4个水龙头，11个人，水是地下水直接用，要 5分钟必须洗完。11
个人被安排在阴面的一间屋子里，没有暖气，窗户透着，北风呼啸。法轮功学员被

要求坐在水泥地面上不许动。晚上不许法轮功学员们睡觉，背所谓的“劳教守

则”。早晨 4点才允许法轮功学员们睡觉，5点就得起床，白天不许打瞌睡，否则

是一顿暴打。法轮功学员 5个人在这里住了 13天没见太阳，其间狱警让法轮功学

员看批判法轮功的书、听录音、看录像，不听话就挨打。一天晚上点完名后，新来

的犯人被五大队一个姓程的小队长每人后背踢了一脚，这个姓程的狱警后来对该

法轮功学员也进行过拳打脚踢。在第一天，该法轮功学员带的一身棉袄棉裤就被人

偷走了，并强迫用法轮功学员 5个人的钱为 11个人交照相的钱，每人 40元。后

来在购物时，某法轮功学员订了 25卷手纸，花了 25卷手纸的钱，才给了 3卷纸，

其它的都不知去向。 11月 28日，该法轮功学员被转到四大队，在四大队该法轮功

学员丢了一件新毛裤，该法轮功学员账上的钱也莫名其妙的越来越少，不知不觉没

了 800多元钱，很可能是管帐的狱警许鹏给贪污了，后来许鹏由于帐目问题被调

离了四大队。 2001年 5月 23日，该法轮功学员又被调到了一大队，天气炎热，每

天 4点半起床干活儿，晚上收工从来没有时间，干完活儿才休息，一般 11点、12
点。有的人手慢得干一通宵，每天下午法轮功学员要进行队列训练，其实是变相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28/41837.html


折磨，走队列下蹲起立，单脚长时间站立，走正步。太阳底下汗流浃背，不服从就

体罚、挨打，一大队副大队长杨俊远因此打过该法轮功学员耳光。晚上，其他犯

人都睡觉了，单把法轮功学员们法轮功学员关在一间不透风的小屋里进行体罚，让

法轮功学员们摆各种姿势，都是很痛苦的，不按着去做就挨打。由于该法轮功学

员兄妹 3人同时因法轮功被劳教，该法轮功学员父亲担心法轮功学员们 3个人的安

全，这一切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他于 2001年 2月中旬心脏病发作去世了，走前一

个儿女也没见着，可怜老人辛苦了一辈子，临走却无后人相送。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14/746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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