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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罗织湘  (541) 

 
受害人：罗织湘（Luo，Zhixiang），女，29岁，武汉城市规划学院毕业，本科学历，广东农
垦建设实业总公司设计室规划工程师，广州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黄埔戒毒所(洗脑班) 
案情简单描述：  
1996年，罗织湘开始修炼法轮功，为人厚道、勤恳认真，在左邻右舍口碑皆好。 
 
1999.7.20后，她多次依法进京上访，向政府讲法轮功真相，但是却遭到北京警察拳打脚踢，
并2次被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及单位送广州天河看守所非法关押30天，还被工作单位开除。 
 
2000年6月，她到北京上访，被捕，绝食三天后被释放。 
 
2000年10月罗织湘与丈夫在广州白云区同和镇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丈夫被抓去白云区看守
所，后又被非法押到花都赤泥劳教二年。 
 
2000年年底，她再去天安门讲法轮功真相，被警察送进了北京郊区一个拘留所，她绝食绝水
抗议，几天后被释放了。12月31日再上天安门，被带进了派出所，后逃脱。 
 
2001年7月20日至9月20日期间，天河区派出所曾三次到其丈夫老家(山东)找她，还将两人的
结婚照及其女儿的照片拿走；多次到她的母亲、姐姐及朋友家搜查，并出3万元奖赏找她。 
 
2002年11月22日，夫妻二人在广州海珠区出租屋内遭“610”警察绑架，关进海珠区看守所。
她绝食7天，经检查发现她已怀孕三个月，天河区政府取保候审将其带回。随后又被天河区
610办公室及兴华街道办领去，轮流非法看管，强行送入黄埔戒毒所“洗脑班”，逼写“三
书”，进行精神及肉体迫害。其后因她严重脱水，被4名戒毒所派去的保安押送进天河中医院，
其家人提出担保回家护理，遭到拒绝。11月31日不知何故从三楼摔下致使头部受伤，又转送
暨大华侨医院治疗，伤重危急。 
 
12月1日下午，她的姐姐来电话告诉她婆婆，说罗织湘病危。12月5日，她婆婆带着她的幼女
从山东到达广州时，方得知儿媳已在前一天（2002年12月4日）被迫害致死。 
 
事后，兴华街道办事处出面安排酒店住宿，但不断催促家属将遗体火化，家属坚持要让她丈

夫签字。后来，610办公室刘主任等三人拿出两张带有罗织湘自杀字样的纸条，要她婆婆签字，
她婆婆拒签，并质问：“你们从海珠看守所取保候审把她领回，为什幺不许她回家呢？”刘

主任说：“她不签就不签吧！反正（签不签）都一样（火化）。” 后来警察去华都劳教所让
黄国华强迫签字并强行火化了罗织湘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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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办事处和610办只让家属住酒店7天，死者尸体在殡仪馆费用也只管7天。23日上午，天河
区政法委陈某带领6人回酒店结了帐后，就将老人和孩子强行赶出。 
 
家属被赶出后，流落街头4个月。期间，她们曾多次请求街道办、610办公室给个说法，都屡
遭拒绝。并称“罗织湘是自杀”政府不管。 
 
 
相关单位及个人：  
广东省广州天河区“610” 
    刘主任等三人 
天河看守所 
天河区派出所 
广东农垦建设实业总公司 
黄埔戒毒所 
海珠区看守所 
天河区政府 
广州市兴华街道办 
广东省广州天河区兴华街派出所 
天河区政法委：陈某 
北京郊区一拘留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8/11/5545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29/47363.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2/3/4392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24/43286.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8/27/39542.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13/34449.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2/13/32061.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27/31367.html) 
照片：http://minghui.ca/mh/article_images/2003-3-28-luozhixiang--ss.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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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王晓东(1001) 
受害者: 王晓东（Wang，Xiaodong），女 ，年龄未知，深圳市南头中学教师。 

酷刑致死地点:  深圳市南山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0年4月29日，王晓东为讲法轮功真相进京上访，被非法关进深圳南山看守所。她以绝食、
拒绝穿囚衣等抗议非法关押。狱警指使犯人对她任意殴打、凌辱，还给她加戴35公斤重的脚
镣，几乎相当于她的体重。 
 
此时的她已骨瘦如柴，身体虚弱得几乎难以站立，根本无力行走，每天由两个犯人架着胳膊

拖来拖去，脚腕处的两个环已深深卡进肉里，致使肌肉溃烂，每天鲜血淋漓，骨头有时直接

接触到铁环，钻心的疼痛。因无力行走，上厕所时由两个犯人架着拖来拖去，有时往厕所一

扔就不理了，只好在厕所里睡一夜，有犯人上厕所，就扯着她头发拖出去，过后又塞回去，

日复一日。 
 
某日下午，一名受狱警李燕芝唆使的犯人用作手工的细针，一针一针的刺在她的脚背、小腿

上，脚上腿上密密麻麻的排满了针眼，冒着血，她忍着痛，不敢喊，一喊就会招来拖鞋打脸，

折磨持续了近一个小时。 
 
当天晚上，后半夜一时，两个看管的犯人为了睡觉，用自己作手工的细线拧成绳，将她的两

手捆死，倒背着压在身下。70多斤的脚镣，倒捆的双手，压得麻木肿胀，既不能翻身，也不
能坐起，稍有做声则拳脚相加，这种捆绑长达6个半小时，直到第二天早上狱警巡仓，犯人们
才匆忙解开。她大声向几个分别来巡仓的狱警报告自己受虐的情况，狱警都置之不理。 
 
长时间的迫害，使她的精神陷入极度崩溃的边缘，看守所不但不减轻对她的迫害，也不提供

任何精神检查与治疗，脚部溃烂也得不到医治，家属数次求见被拒绝。 
 
2000年7月13日，她被非法判劳教2年，送往广东三水妇女劳教所时，已是瘦骨嶙峋，遍体鳞
伤，全身肌肉萎缩，双脚腕溃烂不堪，腿部高度浮肿，目光迟滞，无语言能力，无反应能力。

即使这样，南山区公安分局政保科曾科长、南山看守所王楚荣所长还不放过，亲自驾车到三

水部署进一步迫害，致使她一到三水马上受到非法迫害。 
 
2000年8月中旬，佛山市法医专家小组确诊她为“监狱型”精神病，无行为能力症。从进监狱
到确诊为精神病，前后不到100天。 
 
王晓东被迫害精神失常后保外就医，不久就恢复了健康，。2002年9月22日，她与丈夫刘喜峰
再度被非法关押在深圳南山看守所。2003年7月在绝食四个月后被迫害致死。而刘喜峰则失踪
至今，他们的11岁儿子刘响（音）被送往深圳的孤儿院。  
 
 
相关单位及个人：  
深圳南山看守所 
 狱警李燕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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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长王楚荣 
广东三水妇女劳教所 
南山区公安分局政保科 科长曾xx 
佛山市法医专家小组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7/9/79003.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7/13/50179.html 
照片 http://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4-8-4-wangxiaodong-01.jpg 
丈夫刘喜峰照片 http://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4-8-4-wangxiaodong-02.jpg 
儿子刘响照片http://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4-8-4-wangxiaodong-03.jpg 
 
 
 
 
 
案例3  洪浩远(585) 

受害者: 洪浩远（Hong，Haoyuan），男 ，30岁，大学本科毕业，广东潮州市邮电局移动通

讯技术骨干。广东省潮州市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  广东省三水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洪浩远在工作上一向成绩突出，受到单位领导和同事的好评，是家庭和亲邻公认的好青年。 
 
1999年7月20日以后，由于他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当地警察多次非法拘留，在拘留所经常受警
察和犯人拳打脚踢。2000年初，他进京为法轮功上访，被非法劳教三年。 
 
他先被关在潮州红山拘役所一个月，号里的犯人在警察指使下轮流打他。后转潮州市铁铺收

容所，在这里更受到残酷折磨，如用木棍殴打，冬天扒光衣服，用手铐锁在树上淋雨一个晚

上到天亮，第二天继续干化工重体力劳动。 
 
2000年5月，他被转押到广东三水劳教所的原七大队，刚开始白天要队列操练，晚上才能回宿
舍睡觉。第一天晚上睡觉前，他炼功，警察对他拳打脚踢。折磨到下半夜，接下来两三天晚

都这样，他绝食抗议。警察作了让步，他恢复每天晚上睡觉前炼功。 
 
过了一段日子，警察看他没停止炼功，就采取新的暴力手段。有一天晚上，他们扭起他的手，

把他拉到草地上；铐上手铐，绑在两棵树中间，还把右脚用绳子拉离地面，让他单脚站着，

拿来两根电棒轮流电，没电了再去充电。折腾到凌晨四点，才放人回去睡觉。第二天，他继

续绝食抗议。到了中午，警察逼吃饭，他不吃，他们找来几个人将他按住，捏住他的鼻子，

用一大瓶水朝他嘴里塞，同时用电棒电肚子。结果没把水灌进去，倒把他的牙弄出血了。他

被关到一个封闭的房子里，锁在地上，警察借来了两根电力强劲的电棒，拼命电他，电到他

全身上下很多皮肤都烂了。一直到晚上12点，又把他拉到草地上写不在所内炼功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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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答应，他们就脱了他的外衣电他，专挑腋下、乳头等软弱地方电，被迫写了“保证”才

被放回去睡觉。 
 
之后，警察接着又要他写“转化书”，“揭批材料” 他就照实写了炼功的种种好处，过了几
天，警察以劳动干得少为借口，用皮带毒打他，把他的嘴角也打出血。过了一两个月，他又

萌发了炼功的念头。值班警察知道了他炼功，拳、脚朝他猛扑过来，他的头被踢撞到墙上。

吃过早餐，警察把他叫过去，一脚把他踹倒在地，并在他身上猛踢猛踩，身上的骨头吱吱吱

的响。打累了才收手休息。之后几天凌晨，他还是起来炼功。第四天，警察用手铐把他的手

铐在背后，手铐卡住手筋，吊在树下。一直到早上九点，又把他关到一间房子里，锁在地上，

不给他洗漱，晚上再把他绑在树下，不让睡觉。 
 
2001年下半年，洪浩远在三水劳教所原九大队（现在是一分所三大队）公开炼功，被狱警用
长条板凳殴打，板凳都被打折了，洪浩远身体内脏严重受伤。后又禁闭，隔一两天就拿两三

根电棒电击。最后一次电得最厉害，几根电棒，所到之处，皮肤红肿、溃烂，喘不过气，差

一点休克，过后手软脚软，全身疲累之极，饭根本吃不下，水也只能喝一点。警察最后逼他

写下不在所内炼功的保证，关了他一星期，才放出来。。在这样的折磨下，洪浩远身体极度

虚弱，经常怕冷，内脏疼痛。 
 
两年里，他的手被手铐铐伤手筋，手一累就发麻，不自如；胸口疼痛、麻木，呼吸不顺畅；

天一冷，风一吹头就疼，身体受到很大摧残。2002年4月劳教所才将他放回家，他已变得皮包
骨、伤势严重。公安部门、当地610还经常到家中恐吓其家人要看管好，不得外出等。 
 
后来家人送他到几家医院治疗，都不见好转。于2003年1月5日凌晨2时离开了人世。 
 
参与迫害的原三水劳教所七大队的恶警有：大队书记刘某，大队长孔文忠。他们间接或直接

参与迫害洪浩远，导致洪浩远内伤严重而死亡。 
 
洪浩远曾在2002年9月13日发表声明：两年里，几次被威胁、恐吓、暴力、逼迫我违心写下所
谓的保证等材料，这是刑讯逼供，非我本意，我声明全部无效、作废。这也给我心灵造成很

大创伤。 
 
相关单位及个人：  
潮州红山拘役所 
潮州市铁铺收容所 
广东省三水劳教所 
原三水劳教所七大队的大队书记刘某，大队长孔文忠 
原九大队（现在是一分所三大队） 

当地610 
公安部门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5/5/49710.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4/3/476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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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23/4698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10/46159.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13/35593.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4/34137.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14/34482.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15/33323.html） 
 
 
 
 
 
案例4  郝润娟  (405) 
受害人：郝润娟（Hao，Runjuan），女，河北张家口人，家住广州白云区，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白云区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0年6月18日，郝润娟和近千位学员，公开集体在广州的公园炼功后被全副武装的警察抓补。 
 
曾四次赴北京上访，其中有一次是怀孕期间骑着单车去，有两次是带着刚

半岁的儿子乘火车去。  
 
2002年2月25日，她被非法拘捕至景泰派出所，连续三天被毒打，没有水和食物，三天后被送
进白云区看守所，并被关在A211仓。 
 
因抵制非法关押及迫害，被转到一人房单独关押。其间一直绝食绝水抗议迫害。一星期后，

看守所对她进行野蛮灌食，还加进一些不知名的黄色药物，每次灌完食她都会不停地呕吐，

并呕出类似痰块的物体。 
 
她一炼功，马上就被铁链锁住双脚，用大锁头锁在水泥板上，不能移动位置（连环扣加定

链）。各种各样的酷刑，将她折磨的身体极度虚弱，大小便失禁。在这种情况下，看守所还

把锁她的铁链换成更粗更重的。在这期间，她还常带着沉重的脚镣被拖出去提审，每天晚上

都不能睡觉。 
 
白云看守所警察还透过扣压犯人的家书、禁止犯人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等手段，让犯人仇视法

轮功学员，逼犯人对他们进行虐待、打骂。她被犯人24小时监控着，她一说法轮大法好，马
上就被用手连鼻带嘴捂得紧紧的，甚至被犯人用脏布堵在嘴里出不了声、喘不了气。 
 
有一次，她炼功，被犯人用鞋打手，打得鞋子都飞起来了。还有一次，警察为了阻止她炼功，

竟将她的双手上下反锁在背后，致使一只肩膀脱臼。 
 
后来，天气转冷，警察明知她衣衫单薄却不允许她家人探望和送衣服，甚至当她出现肺炎症

状也不闻不问，更不通知她家人，不许保外就医，致使她的身体越来越差。 
 
2002年3月18日，警察在灌了她半斤牛奶后，她虚弱地说了一句“我不行了”，就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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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死后，看守所警察在不让家属知情、同意下，擅自解剖尸体。当家属被通知去认尸时，遗

体已面目皆非，还带有鲜红的血迹。由于家属认不出来郝润娟的遗体，经与2岁的儿子验血比
对后，最后证实那面目皆非的遗体就是郝润娟。后来警察逼迫家属将她送火葬场火化了事。 
 
 
相关单位及个人：  
广州景泰派出所 
广州白云区看守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7/6/32910.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6/21/3213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6/9/31469.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4/24/28987.html#chinanews0424-5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27/35659.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7/11/24004.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6/24/23433.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6/11/22992.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4/30/21431.html） 
 
 
 
 
 
 
 
案例5  陈丽文(215) 

受害者: 陈丽文（Chen，LiWen），女 ，六十多岁，广东省高州市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   
案情简单描述:  
2000年12月17日，高州市有30多名法轮功学员准备坐火车到北京上访。在火车站被当地公安
便衣发现，调集大批公安围追堵截，并大打出手。大部分学员被抓且关在狱中。分散后汇合

起来的有12人，他们决定继续到北京上访，但到北京郊区便被当地公安发现后被抓。后来被
押到位于北京市马家堡路的茂名市驻京办事处——广东茂名大厦4层楼的一个房间里，准备由
高州公安带回。 
 
期间，学员们表达和平上访没有罪，希望受到合法与人道的对待。然而公安对法轮功学员的

要求置之不理，反而对学员的人格极其不尊重，如随便揭女学员的被子，还声称合法。于是

从12月22日上午起，法轮功学员们将门关上，不让公安进入。公安要破门而入，学员们打开
窗户，对着外面喊口号，打横幅告诉世人真相。公安打算用升降机升上四楼从窗口而入被学

员发现，遭到学员们抵制。并言明：若再强行无理破门或破窗而入大家就集体跳楼，一切后

果均由公安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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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从下午大约4点多一直僵持到次日（23日）凌晨。大批公安驱散周围的群众并于外围设下
警戒。凌晨3－4点左右，公安不顾学员的抵制呼叫，准备强行进入室内抓人。学员们坚决不
配合，就这样他们喊着口号，一个一个先后从窗口跳下。 
 
此次迫害中，陈丽文是最后一个来得及跳下去的，当场死亡。她的亲属要求法院调查处理这

起逼死人命案，但法院不敢主持正义，以跳楼自杀为由不予受理。家属又向茂名中级人民法

院上诉，得到广州地方正义人士支持，坚持法律的原则和对不法人员的控诉。广州市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但最后仍以跳楼自杀作解释收庭。据悉，当时陈丽文女士的亲属决定准备继续

上诉直到胜诉为止。 
 
此事件的事实真象在官方报道中被恶意歪曲的几点如下：1、他们不提学员是上访被抓后，生
命安全受到威胁时才被迫跳楼的，他们却是为了圆满走火入魔。2、因江氏到高州搞“三讲”，
他们不说是高州学员，而谎称是茂名学员。3、他们不敢说事件发生在北京，谎说是“广州茂
名大厦”。4、去世的学员陈丽文并不是电视上的“医学专家”信口胡说的什幺“被踏而死”、“自
相残杀”，而是最后一个得以跳下楼去的。 
 
 
相关单位及个人：  
茂名中级人民法院 
 
 
（中文版：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6/20/12286.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6/29/11772.html） 
 
 
 
 
 
 
 
案例6  法轮功学员(800) 

受害者: 法轮功学员（DafaDizi），女 ，38岁，广东省人。 

酷刑致死地点:  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市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0年11月26日晚10时左右，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市看守所押进14名来自各地为讲法轮功真相
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迁安市公安局声称，只要法轮功学员说出姓名、家庭住址，就放他

们回家。因为不配合要求，于是警察们把他们按跪在地上，紧捆的双手吊在脖子上，揪着头

发，用绳子、皮带、鞋底子抽打法轮功学员的头部、脸，血水不断地往下流着⋯⋯ 
 
在看守所里，警察不让炼功、叫犯人看守法轮功学员，不让说话，法轮功学员以绝食抗议。

到12月30、31日后，警察开始对每个法轮功学员单独施以酷刑，以逼迫说出姓名地址。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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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刑具主要是上绳，先将小绳从肩上捆到双手上，然后向后上方与头部处绳子穿过，用力向

后上方拽，并逼迫法轮功学员跪下，4-5个警察折磨一个法轮功学员，揪头发、踩腿、抡胳膊
抽嘴巴，从早上一直施刑到深夜⋯⋯ 
 
2001年元月初，某日上午早8时，警察把其中一名编号L25号的女法轮功学员从监室里叫出，
逼问她的姓名，她不说，于是警察对她进行迫害，用打火机烧她的鼻子直到烧焦为止；揪着

头发往地上、墙上撞，头发被大片的揪下来；用穿着皮鞋的脚碾压她的脚，直到两只脚变成

两个血肉模糊的小肉团儿，脚趾甲也被捻掉了；用皮带和绳子抽打脸和嘴，牙被打得全活动

了，不能吃东西；眼睫毛被拨掉⋯⋯当她昏过去后，警察又用凉水往她身上浇。就这样警察

对她迫害了14个小时，直到当天晚上10时，才把一个血肉模糊，浑身水淋淋的她抬了回来。
于2001年2月21日，迫害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死在迁安市中医院里。 
 
据当时和她被关在同一监室的法轮功学员说：只知道她是广东省人，那年38岁，家中有一小
儿子，还有丈夫、公婆等人。 
 
 
 
相关单位及个人：  
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市看守所 所长：王鹤营 
河北省迁安市公安局 
迁安市中医院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2/6/61915.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1/17/60696.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2/25/4346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1/20/42432.html 
 
 
 
 
 
案例7  陈承勇  (232) 

     
受害人：陈承勇（Chen，Chengyong），男，34岁，家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广州造纸厂
电工。因多次进京上访，被迫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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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致死地点：广州黄埔“洗脑班” 
案情简单描述：  
2000年11月份左右，陈承勇因躲避参加非法拘禁学员的“洗脑班”，开始流离失所，有家不
能回，在外租房子住。在外期间，他仍经常上天安门上访。因家里电话被监听，家人不敢再

打电话给他而失去联系。 
 
后来，他被强行抓进广州黄埔“洗脑班”，在洗脑班里受尽了非人的折磨，最后被迫害致死。

死后还被警察抛尸野外一茅棚。 
 
2001年7月21日，其姐姐去认尸时，发现尸体已腐烂，开始变质、变味，估计死亡时间更早，
警察才通知家人。 
 
他的姐姐因为「认尸」后被关进‘洗脑班’，非法判劳教2年；父亲承受不住爱子惨死、爱女入
狱的沉重打击而心脏病发作离开了人世。 
 
澳洲塔斯曼尼亚省《星期六信使报》2001年12月29日与澳洲联合社(AAP)2002年3月11日亦有
报导此案。 
 
 
相关单位及个人：  
广州黄埔“洗脑班” 
广州造纸厂 
 
 
澳洲联合社三月十一日讯，(AAP)堪培拉消息：一位法轮功学员的遗孀感谢澳洲政府将
其在中国被虐杀的丈夫的骨灰带回澳州。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3/12/26493.html 
 
澳洲塔斯曼尼亚省《星期六水星报》：“失去丈夫的妻子真诚呼吁各界帮助她的中国之行”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2/30/2225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11/10/39369.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3/17/26799.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3/12/26508.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2/17/21512.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2/14/21389.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7/21/13705.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3/19/20024.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2/26/17164.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7/24/12496.html) 
照片：http://minghui.ca/mh/article_images/2002-3-12-chenchengyong.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1-12-13-dai-1.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1-12-13-dai-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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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8  高献民(9) 

 
受害人：高献民（Gao，Xianmin），男，41岁，广州市暨南大学生物老师，广州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天河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1999.720后，高献民与一些学员去北京上访讲法轮功真相。去天安门途中，被巡逻的警察发
现被捕。关进北京的一个看守所，后送至驻京办，被广州的警察接回后又关了15天。 
 
2000年元旦，他和10名广州天河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天河公园烧烤，被警察抓捕，扣以“非
法聚集”的罪名刑事拘留，强行关押入天河看守所。其间，他以绝食抗议非法关押。 
 
2000年1月17日，天河看守所所长朱文勇亲自带领几个关押的犯人对他灌浓盐水。在灌浓盐水
时用湿毛巾将他捂住鼻子，一次给灌了两斤盐，盐都没有化开，象稠粥一样灌进去。一个在

场的犯人看见这个场面马上就晕过去，朱文勇叫人把这个犯人拖出去，换另一个犯人继续灌

盐。 
 
灌完后，高献民当场休克，送医院抢救不治。2000年1月18日下午才通知他的家属死讯。 
 
按法律规定，高献民死因不明，法医对遗体解剖时家属可以在场看结果，但家属却被告知不

可以在场，看不到解剖结果。警察对于他的死因没有合理的交代，只对外说他死于心脏病

（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能作证他从来没有心脏病），还威胁家属，不准声张。也不准其它学员

到他家里去，不准学员参加追悼会。 
 
事后，天河区610办把朱文勇调到天河区戒毒所以脱开罪名。 
 
同是受害者的科罗拉多州学员唐健见证天河看守所给绝食抗议的法轮功学

员灌盐水的刑罚极为残忍。警察命令四五个男囚犯将学员按倒在地，铐上

脚镣，把鼻子捏住，不让呼吸，然后往嘴里灌只加了一点水的盐，不灌完

不放手，令唐几乎窒息而死。  
 
美联社2000年1月26日、法新社2000年1月25日，亦有报导此案。 
 
 
相关单位及个人：  
北京一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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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看守所 
所长朱文勇，男，1969年生，五短身材。住宅电话：82312286（后被调到天河区戒毒所） 

 
美联社:报告说两名法轮功成员在囚禁期间死亡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29/1004.html 
 
法新社消息：中国南方法轮功成员在被警察拘留期间死亡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27/997.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5/20/50733.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1/16/168.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31/1377.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28/1001.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20/958.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6/5/36537.html 
照片：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_images/2000-12-4-gao_xianmin.jpg 
 
 
 
 
 
 
案例9  赖志军(200) 

受害者: 赖志军，男，近40岁，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原副镇长兼人大副主任。 

酷刑致死地点: 三水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赖志军是一优秀的党员。1999年12月到天安门广场炼功，遭到警察毒打，并被抓回东莞市看

守所关押。 

 

东莞市打压法轮功的领导们，认为他是该市当时唯一上访的公务员，丢了东莞市政府的脸，

关着他不放。在看守所关了三个多月，2000年3月29日送入三水劳教所。 

 

在入所队里，由于他坚持信仰，不断遭警察毒打、强迫跑步、电击，他绝食抗议，4天后就被

电击致死。劳教所勾结法医出具假的死亡证明，通知其家人说是病死，赔了四百元，并告知

其家属不得对外讲。三水劳教所警察张声美以加期相威胁，禁止法轮功学员传出赖志军的死

因真相。 

 

有一个警察叫陈瑞洪当时在入所队见证这一过程，他也可能参与迫害。事后，三水劳教所所

长马某的秘书就亲口承认赖志军的死是他们造成的。 

 

美联社、星岛日报与世界日报都曾广泛报导赖志军被迫害致死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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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东莞市看守所  

东莞市第二看守所 

佛山市三水劳教所 

三水劳教所所长 马立鸣 

三水劳教所警察 张声美、陈瑞洪 

 

 

星岛日报：法轮功三学员关押地死亡 北京封锁消息 海外组织披露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5/26/11475.html 

 

美联社报导又有三名法轮功学员死亡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6/1/11724.html 

 

世界日报：法轮功学员又三人关押时死亡 其中东莞凤岗副镇长进劳教所四天即暴毙 

家属获赔四百元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5/27/11522.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5/5/49710.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5/24/11414.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1/10/64517.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5/25/10350.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1/22/44308.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13/35593.html) 
 
 
 
 
 
 
 
 
案例10  曾雨文  (236) 
受害人：曾雨文（Zeng，Yuwen），男，30+岁，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人，个体户，法轮功
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  
案情简单描述：  
2000年2月，曾雨文为证实法轮功好和其它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被带回紫金后非法关押17
天，又因上两会敏感期间，继续非法关押，前后共计30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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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县公安局政保股的人威胁他说："如再炼法轮功就要判刑。"2000年3月20日左右逃出。当
时县公安局动用了武警、公安带着警犭、开着大车小车地去追，结果也没追到。 
 
他回到家后听他哥哥说已经为他花了三千块钱疏通，县公安局政保股股长叶剑波已答应后天

就放人，问他怎幺就逃出来了。 
 
4月他再次进京上访，被抓回后，先在拘留所被非法关押十七天后，又被送看守所非法关押。
家里人被勒索6000（或6500）元后于5月12日放出。 
 
2000年7月，他第三次进北京上访，在被带回广东省途中，为了逃脱，经韶关路段时跳火车逃
离，跌伤头部不幸身亡。 
 
紫金公安逼死人命后，还在全县大做文章攻击法轮功。公安局政保股的胡国光在看守所公然

宣称：“你们法轮功死了不就死了，也就一个骨灰盒，那又怎幺样？” 
 
 
相关单位及个人：  
广东省紫金县公安局   地址：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公安局邮编：517400 

政保股 股长叶剑波 胡国光 
紫金县拘留所   电话：0762-7822043 
紫金县看守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8/5/14320.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8/14/12924.html) 
 
 
 
 
 
 
 
案例11  林犹辉(980) 
受害者: 林犹辉（Lin，Youhui），男 ，六十多岁，医生，广东揭阳市揭东县锡场镇鞭尾村

人。 

酷刑致死地点:  揭东洗脑班 
案情简单描述:  
林犹辉为人忠厚善良，修炼法轮功前，有肺结核，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修炼后身心都健康了。 
 
1999 年7月20日，法轮功遭非法镇压以后，村治安员告诉他不能炼功，还要没收他的书。他
不肯放弃信仰，于是当地派出所警察，治安员经常深夜上门骚扰、搜家，强迫他放弃修炼。



     
 
 
 
 
                                        
 

15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因为他始终不肯配合，所以在2001年秋被抓到揭东看守所监禁，在看守所里被折磨得连续吐
血，警察看他快不行了，怕承担责任，才把他放回家。 
 
回家后，他的身体逐渐恢复了健康，警察看他身体又好了，又要强加迫害，说不放弃修炼就

要抓他进洗脑班，他不肯，于是四五个警察把他送进洗脑班。他被拉拖得气喘呼呼，说不出

话来，警察怕惹麻烦，只好把他放了。 
 
2003年9月份左右，当地派出所警察和610人员又把他强行绑架到洗脑班进行迫害，抓捕过程
中手段极其粗暴、野蛮。由于受到多次的骚扰、恐吓、拘禁等迫害，他从洗脑班被放回家后

的几个月里，身体又出现了旧病复发的症状，于2004年农历二月十四日不幸去世。 
 
 
相关单位及个人：  
揭东县锡场镇鞭尾村治安员 
揭东县锡场镇派出所警察，和610人员 
揭东看守所 
洗脑班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6/11/76819.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6/17/49293.html 
 
 
 
 
 
 
案例12  吴静芳(444) 
受害者: 吴静芳（Wu，Jinfang），女 ，51岁，广东省揭阳市人 

酷刑致死地点:  广东揭阳市第二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吴静芳在修炼法轮功前患有肾结石等疾病，寻医问诊十几年负债几万元仍无法根治，痛苦不

堪。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身心都健康了。 
 
2000年农历12月28日凌晨一点多，她在家里被当地警察强行绑架到县看守所非法关押。 
 
2001年9月21日，在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她又被强行送到市洗脑班，在洗脑班里她坚
决不配合警察的要求，并于12月27日与其它几位法轮功学员从洗脑班走脱，从此流离失所。 
 
2002年3月31日在租屋处又被警察非法绑架关押在市第二看守所，她坚持信仰，以绝食抗议迫
害，最终被迫害致死，于4月11日被秘密火化。之后，警察怕承担责任，把市第二看守所解散。 
 
揭阳市第二看守所的警察证实吴静芳死亡的事实，但称她是生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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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单位及个人：  
广东揭阳市第二看守所 所长李鹏飞  0663-8233738 
广东揭阳市洗脑班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5/28/51184.html#chinanews-05282003-19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24/35499.html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26/35617.html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27/35659.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6/7/36649.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8/26/25799.html 
 
 
 
 
 
 
 
案例13  王树彬  (876) 
受害人：王树彬（Wang，Shubin），男，28岁，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外砂镇（现改为汕头市外
砂镇）人，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广东省三水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0年6月，王树彬上京证实法轮功好，途中被捕。被绑架回汕头市澄海外砂派出所的两天中，
被连夜提审、拷打，十几个警察一起围着打。一警察还用牙签往他脖子上扎；胸部、喉咙被

踩得内外胀肿，鲜血满地，伤口历时两年余不能痊愈。 
 
后来他被警察非法拘留于白沙拘留所，在白沙拘留所几天里，受尽警察的咒骂、恐吓，再转

至澄海看守所。在看守所的几个月，被警察迫害站马步、奴隶一样地干活。 
 
最后，被非法劳教于广东省三水劳教所一年多。期间，劳教所白天把他吊“飞机”（双手反

铐吊在篮球板架上，双脚基本离地），中午晒太阳；夜里关进禁闭室，几支电棍一齐电。在

几个月的高压下，他精神几度崩溃，神志不清地写下“三书”，等醒悟后王树彬毅然向警察

要回“三书”，他再次被关进禁闭室，受尽折磨。 
 
为了转化他，三水警察还几次把他绑押到佛山××医院，注射不明药物；三次把他关进禁闭

室；四根电棍一齐电；中午晒太阳，夜里没棉被盖；雨天淋雨。三水警察还以他的人身安全

威胁家属，勒索很多钱。 
 
2001年10月，他在劳教所被超期非法关押。警察使尽迫害手段后，将奄奄一息的他放回，并
派当地610进行监视、跟踪。由于身心被折磨到了极点，体重减了70多斤，终于在2003年10月
5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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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单位及个人：  
广东省三水劳教所 
广东省佛山××医院 
广东省白沙拘留所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看守所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外砂派出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2/22/68198.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3/18/46173.html) 
 
 
 
 
 
 
 
案例14  黎亮(815) 

   
受害人：黎亮（Li，Liang），男，45岁，家住茂名市化州南盛，茂名市人事局工资科任职。 
酷刑致死地点：广东三水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黎亮曾患有慢性肝病乙肝（5个+号），在98年10月修炼法轮功后，单位集体体检时原有的（5
个+号）全部转阴，完全和正常人一样，身体变得非常好。 
 
2002年，他因修炼法轮功被抓入三水劳教所折磨，后被释放。 
 
2003年5月30日，茂名市委610办公室的彭剑、杨伟杰、吴科、黎斌，人事局的姚康信等，在
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情况下，闯入他家中进行非法抄家，并将黎亮绑架到茂名看守所。 
 
因坚持信仰、不肯写“转化书”，被610警察以扰乱社会治安罪非法劳教三年，第二次被关押
在广东三水市劳教所三分所五大队。期间，警察们对黎亮进行残酷折磨，直至奄奄一息、下

肢严重浮肿后才匆匆送入三水市人民医院保外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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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24日，又由三水市人民医院急救车押送回茂名市人民医院肿瘤科二楼204病房，医
院称黎亮为肿癌晚期，带有慢性乙肝。因肝破裂出血，经医院抢救无效，2003年11月26日死
亡。 
 
事后，黎亮的一位朋友对他的死因进行调查，茂名市人事局职工办公室（668-2281-375）一
林姓人员，谎称他没有死，被放出了，同日，茂名市610办公室（0668-2910-610）一自称姓
李的男子对该位调查黎亮死亡原因的人士说，“你只要过来谈，我们才能告诉你详细情况。”

并意图诱捕该位调查人士。 
 
 
相关单位及个人：  
茂名市人事局   办公室电话：668-2281-375、0668-2910-610 
：姚康信 
茂名看守所 
广东茂名市610办  人员：杨伟杰(手机：13929719233)、吴科、黎斌(手机：13922057038、小
灵通0668-3860133、电话0668-2951539) 
广东三水市劳教所   电话：757-7318294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2/17/62730.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2/23/43411.html) 
照片：http://minghui.ca/mh/article_images/2003-12-16-liliang_1--ss.jpg 
遗体照片：http://minghui.ca/mh/article_images/2003-12-16-liliang_2--ss.jpg 
 
 
 
 
 
 
案例15  郑华冰(591) 
受害者: 郑华冰（Zheng，Huabing），男 ，20岁左右，广东省恩平人。 

酷刑致死地点:  增城康宁医院 
案情简单描述:  
2000年6月28日，郑华冰买火车票准备为讲法轮功真相进京上访，在广州火车站被公安人员绑
架（因没带身份证）。他坚持不报姓名、地址，被送往增城康宁医院内所设之收容所。他在

收容所被搜走身上的五百多元，并关押在肺痨病人的病房。其间他受尽折磨，身体遭受百般

摧残。后来他报了地址，该所向家人勒索1400元钱去赎人回家，到家那天是2000年7月20日。
回家时，身体已极度虚弱，并出现全身水肿症状，不久就离开人世。 
 
广东省恩平公安局国保科一值班人员日前证实了郑华冰的死亡，并称郑华冰“是广州方面关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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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单位及个人：  
增城康宁医院 电话(020)82878303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14/46413.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11/46242.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17/3340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13/33243.html 
 
 
 
 
 
 

 

案例16  黄耀英(98)  
受害者: 黄耀英，女，68岁，高州市高城新街人，原纺织社退休职工。 

酷刑致死地点: 高州市城南派出所 

案情简单描述: 

黄耀英在修炼法轮功前体弱多病，修炼后身体变得健康。 

 

2000年2月27日她与高州的几名法轮功学员一起为讲法轮功真相进京上访，遭到北京公安拘捕，

送回高州市看守所拘留15天。2000年3月24日拘留期满后，高州市城南派出所无理罚款3000元，

她交不起钱，又被抓到城南派出所。 

 

2000年3月25日早上，派出所值班人员发现她已死亡，值班人员说黎明前她还上过厕所，但法

医解剖发现是凌晨1点去世的。而她的亲友看到尸体时，她还带着手铐。公安机关不准其家属

对外说明情况，已赔偿5000元了结，并销毁了有关记录档案。 

 

2000年3月下旬，在广东高州市金山火葬场，黄耀英被解剖后在公安的严密监护下进行火化。 

 

 

相关单位及个人： 

北京公安 

高州市看守所 

高州市城南派出所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2/21/572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21/12275.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6/28/117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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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7  李晓今(443) 
受害人：李晓今（Li，Xiaojin），女，39岁，师范学院数学系副教授，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广州市黄埔戒毒所洗脑班 
案情简单描述：  
2000年10月底，李晓今与一位同事（也是副教授）一起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被警方抓获，
关押至少半年多，后被释放。 
 
2002年6月27日晚，她被天河区610办绑架进广州市黄埔戒毒所洗脑班，第二天晚饭后半小时，
大约六点多钟，戒毒所突然来了一辆救护车，有很多警察进了洗脑班，还把学员们都赶到洗

脑班的会议室里看电视，不准学员出门口。 
 
然后他们在她住的房间的周围戒严，封闭起来，在房间里拍照。救护车到七点多钟开走，警

察到十一点多钟才走。几天后，610的主任告诉其它学员，说李晓今于2002年6月28日死亡。
死因不明。 
 
 
相关单位及个人：  
天河区610办 
广州市黄埔戒毒所洗脑班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红山  
邮编：510700  
电话：82190331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3/1/68904.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22/35348.html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27/35659.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3/26/46432.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8/25/25756.html） 
 
 
 
 
 
 
案例18  杨雪琴(532)  
受害者: 杨雪琴（Yang，Xueqin），女 ，60多岁，广东省交通厅退休干部。 

酷刑致死地点: 三水法制学校 

案情简单描述: 

2002年8月下旬，杨雪琴被广东省交通厅伙同天河南派出所绑架到三水法制学校洗脑班强行洗

脑，于9至10月间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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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证，广东省交通厅老干部处的人员称，杨雪琴是“9至10月份死的，是突发性脑血管意

外”，而广东省610办公室一男性官员则称，杨雪琴是“绝食死的，送到医院来不及抢救了”，

他并称杨雪琴没有被绑架，是“单位送去法制教育学习班学习”，但该官员并没有解释杨雪

琴既然只是去学习为什幺要绝食，也没有解释绝食并不是急症为什幺来不及抢救。 

 

 

迫害责任人与单位： 

广东省交通厅老干部处 

三水法制学校 

天河南派出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20/43118.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11/42585.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9/42484.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11/30773.html)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27/31375.html) 
 
 
 
 
 
 
 
案例19  刘付梅辉(964) 
受害人：刘付梅辉（Liufu，Meihui），女，44岁，广东省茂名市化州中垌镇人，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化州看守一所 
案情简单描述：  
刘付梅辉原本体弱多病，1998年修炼法轮功后身体恢复健康。 
 
2000年4月，她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警察抓回后送当地派出所非法拘留二十天，之后送化
州看守一所继续迫害。每天强迫劳动十几个小时，曾一度不吃饭不喝水，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将近二十天的折磨，她生命垂危，被中垌派出所送回家。她在迫害打击下于2001年正月去世。 
 
其丈夫也因坚持修信仰被非法抓捕，家被抄。 
 
 
相关单位及个人：  
茂名市化州中垌派出所 
化州看守一所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21/750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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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5/25/48557.html) 
 
 
 
 
 
 
 
案例20  陈多(709) 
受害人：陈多（Chen，Duo），男，54岁，汕头市法轮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广东汕头市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3年5月15日，陈多因修炼法轮功被汕头市金砂派出所绑架、劫持。 
 
5月26日又被绑架进汕头市看守所。在看守所期间，被警察多次毒打。他绝食抗议，被折磨得
三次休克，送往鮀浦医院抢救。 
 
6月5日，警察见他已危在旦夕，忙叫其家属领回。 
 
2003年6月9日，他因伤势严重死亡。 
 
当天，警察得到他死亡的消息，以检查死因为名，赶紧把尸体抢了去，企图毁尸灭迹。还对

尸体进行录相，污蔑他是“炼功致死”。  
 
陈多在汕头看守所被毒打致死的消息曝光后，警察还威胁、恐吓其妻子：“你丈夫已被我们

打死了，就因他是炼法轮功的。我们好不容易才完成一个指标（打死法轮功学员的指标），

你还敢说？！找死！？” 
 
 
相关单位及个人：  
广东汕头市金砂派出所    电话：0754-8687454 
广东汕头市看守所（鮀浦看守所）  电话：0754-2517562、0754-2517563、0754-2517564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7/6/53563.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6/14/52229.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6/16/37019.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7/17/381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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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1  饶卓元(451) 

 
受害者: 饶卓元（Rao，Zhuoyuan），男 ，33岁，广东省人。 

酷刑致死地点:  广州第一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2年6月中旬，饶卓元被警察抓至广州第一劳教所，因为坚持信仰，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被
劳教所警察毒打、并铐篮球架，每天日晒雨淋。后来他因不明原因从五级楼梯上摔下致颈椎

骨骨折，送花都市人民医院，起先劳教所不准亲属探望。后来亲属被准许探望时，他的病情

已严重恶化，讲不出话，只有流泪。于2002年8月初伤重去世。 
 
 
相关单位及个人：  
广州第一劳教所 
花都市人民医院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9/4/36062.html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2/9/1/35942.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9/2/26060.html) 
照片：http://minghui.ca/mh/article_images/2003-3-26-yaozhuoyuan.jpg 
http://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4-8-6-raozhuoyuan.jpg 
 
 
 
 
 
 
 
案例22  刘少波(346)  
受害人：刘少波（Liu，Shaobo），男，55+岁，广州市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广州市海珠区“法制学校” 
案情简单描述：  
刘少波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抓进广州市海珠区“法制学校”，接受强制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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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4月18日，刘少波被迫害至昏迷，大小便失禁。昏迷期间，学习班工作人员互相推责任，
拖延了一段时间才送医院。最后于4月19日早上在医院去世。但医院检查不出任何原因，后来
安上一个“疾病，草率了结此事。 
 
 
相关单位及个人：  
广州市海珠区“法制学校”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1690号何贵容夫人福利院9楼 
电话：756-84219584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2/21/25400.html#chinanews0221-20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3/5/19478.html） 
 
 
 
 
 
案例23  严姓法轮功学员(259) 
受害者: 严姓法轮功学员（Yan，DafaDizi），男 ，广东阳春人。 

酷刑致死地点:  广州白云区精神病院 
案情简单描述:  
2000年7月，严姓法轮功学员与母亲、姐姐及八个月大的外甥为讲法轮功真相进京上访，因未
报姓名地址，全被送往广州市沙河收容所。 
 
2000年12月份，收容所内多名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其中严姓法轮功学员被送到广
州白云区精神病院，最终被迫害致死。 
 
2000年12月份，明慧网曾报导过沙河收容所虐待老人与婴儿的事，其中所提到的老人，据出
来的学员讲十分象严姓法轮功学员的母亲，而婴儿与其母就是他的外甥和姐姐。 
 
责任人及单位：  
广州市沙河收容所 
广州白云区精神病院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9/25/17037.html#chinanews0925-2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0/5/144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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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4  黄微君(445) 
受害者: 黄微君（Huang，Weijun），女 ，50岁，广东省揭阳市人。 

酷刑致死地点:  广东揭阳市第一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2年5月，黄微君向人讲法轮功真相时，被警察非法绑架，关押在揭阳市第一看守所，受尽
折磨。因抗议非法抓捕而绝食，10多天后才通知家属送医院，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揭阳市610办公室的人员承认黄微君绝食死亡，但拒绝透露具体情况。 
 
 
相关单位及个人：  
广东揭阳市第一看守所 
广东揭阳市610办公室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24/35499.html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26/35617.html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27/35659.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8/26/25799.html 
 
 
 
 
 
 
 
案例25  罗飞鸣(867) 
受害人：罗飞鸣（Luo，Feiming），女，64岁，家住茂名市茂南区袂花镇，教师，法轮功学
员。 
酷刑致死地点：  
案情简单描述：  
2000年12月，罗飞鸣进京为法轮功上访，被茂名袂花镇政府工作人员陈聪、李秀群在天安门
广场绑架，押进茂名市第二看守所迫害。半年后警察向家人勒索重金后才放回，她被折磨到

奄奄一息，重病在身一直卧床不起。 
 
最后，于2004年1月23日晚上11点在茂名市人民医院死亡。 
 
 
相关单位及个人：  
广东省茂名市第二看守所 
茂名袂花镇政府 

工作人员： 陈聪、李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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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2/20/68070.html#chinanews-20040220-2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3/12/45965.html) 
 
 
 
 
 
 
 
案例26  黄玉兰(915) 
受害人：黄玉兰（Huang，Yulan），女，茂名市石油公司工人，家住石油公司中区宿舍，法
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茂名法制教育学校 
案情简单描述：  
2001年9月25日晚，黄玉兰因修炼法轮功被茂名市610抓捕。在所谓的“法制学校”即洗脑班
里，遭到威胁、酷刑的迫害，迫害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原本身体健康的人，最后被送去医

院抢救无效死亡。 
 
事后，茂名市610称黄玉兰离开“法制学校”后才死亡。 
 
 
相关单位及个人：  
茂名市610 
茂名法制教育学校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6/70197.html 
 
 
 
 
 
 
 
案例27  杨成(635) 
受害人：杨成（Yang，Cheng），男，35岁，广东茂名市茂南区袂花镇石浪村尾村人，农民，
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茂名袂花派出所 
案情简单描述：  
98年，杨成开始学法轮功，先前身体不好多病，修炼后得到一个健康身体。 
 
2001年2月16日，他因坚持信仰，被茂名袂花派出所梁正、潘森绑架强押到袂花派出所。梁政
对他残暴迫害，回家一个月后，于2001年4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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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茂名610办公室（0668-295-1539）一名工作人员没有否认杨成的死亡。该人员称杨成是农民，
其它的情况则推说因为“时间久记不清了”。 

相关单位及个人：  
广东茂名袂花派出所 

所长：梁正 电话：0668-2760051 
潘森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4/8/47922.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2/20/67968.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4/11/48131.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10/34333.html) 
 
 
 
 
 
 
 
案例28  邓卫群(823) 
受害者: 邓卫群（Deng，Weiqun），女 ，广东江门人。 

酷刑致死地点:  江门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1年，邓卫群因为坚持信仰，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江门看守所，绝食抗议1个
多月后，被送往三水妇教所，因身体虚弱被拒收，家人接回后不久便离开人世。 
 
 
相关单位及个人：  
广东江门看守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2/22/62963.html 
英文版: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2/25/4347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