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省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部分案

例

案例 1111 (305)(305)(305)(305)

受害者：杨毅(Yang, Yi)，男，38岁，湖南人，毕业于长沙有色金属学院工程，生

前在贵州省瓮福磷矿工作，工程师。

酷刑致死地点：福泉市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2000年 12月 26日在福泉市和另一名学员 2000年 12月 26日在牛

场单位宿舍发放法轮功真相传单时被单位保安发现，被抓到贵州省福泉市看守所，

其妻周盛琼（也是法轮功学员）也被非法抓进了看守所。夫妻俩被抓后，家里只

剩下正上学的孩子和年岁已高的老岳母无人照顾，生活困难。27日，由于杨毅不

愿出卖同修被警察多次毒打，致使右腿骨折。2001年初，其岳母在医院看望他时

发现他的右腿全是被踢的皮鞋印，而公安竟然说是杨毅自己摔断腿的。为了掩盖罪

行，警察们把他送到马场坪医院。2001年初，在杨毅腿伤未好的情况下，福泉市

公安局及瓮福磷矿公安处“610”办公室人员以到福泉市医院治腿伤为名，欺骗杨毅

及家人，用车直接把杨毅送进了福泉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并迫害。警察强迫他放弃

修炼被拒，他们就采取了长期不准家属见面，并非法罗织罪名送检察院报捕。其间

杨毅的妹妹为了能见到被迫害的杨毅，被警察勒索 2次。2001年 10月 23日，福

泉市法院与“610”组织勾结秘密审判，非法判杨毅有期徒刑 7年。11月，被长期残

酷折磨的杨毅已经不能吃东西，头发已脱落了许多，家人多次强烈要求保外就医

被阻，11月 15日杨毅生命垂危，警察们怕承担责任，才把他送到医院，看守所出

来时，杨毅人已瘦得皮包骨，不能进食，中午 14点杨毅被迫害致死。杨毅离开人

世的时候他脓肿的手上还戴着镣铐。

“610”人员、福泉市公安局、检察院、瓮福磷矿公安处在瓮福磷矿召开秘密会议，

紧急灭尸毁证，当晚 20点，强行将遗体送到都匀市火葬场火化。当杨毅的亲人提

出来要见他最后一面时，不法人员不允许，最后强行火化。2000年 12月 26，不法

人员又将杨毅的妻子周盛琼日被非法抓捕，并非法关押至 2001年 11月 3日后判刑

3年，监外执行。其母亲于 2001年 10月被抓，非法关押在遵义 3个月。

迫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

福泉区号:8641
牛场单位宿舍保安人员

马场坪医院

福泉市公安局

瓮福磷矿公安处“610”办
福泉市看守所 854-222-2125（查-114）
福泉市法院电话：2226065 2226776



福泉市检察院电话：2222459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2/18/2155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9/13/5732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2/19/16931.html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9/26/40696.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2(421)2(421)2(421)2(421)

受害者：叶逢林(Ye, Fenglin)，男，45岁。原在贵州省毕节市团结乡武装部工作。

酷刑致死地点：贵州中八劳教所六大队

案情简单描述：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改掉了吸烟、喝洒等不良习惯，变成了

一个更好的人。2000年 11月，叶逢林正在上班，被当地公安叫去开会，就不放回

来，然后被非法抓捕拘留，并遭到毒打审问。于 2001年 10月被送往贵州中八劳教

所非法劳教 3年。在劳教所内，因抵制强迫“洗脑”，不放弃修炼，而受到残酷的

毒打。于 2002年 6月 27日早晨 7点 30分在贵州中八劳教所六大队被迫害致死。

叶逢林的家人和工作单位得到消息后赶到中八劳教所，劳教所方面没有给出合理

的解释，谎说是因病死亡。家人和单位知道他在被送到这儿之前身体也非常好，并

拒签火化书，强烈要求验尸，劳教所只好验尸，结果肝部有淤血，肋骨断了一

根，肠胃内没有食物，法医验证说是死因不明。后来，省有关部门和中八劳教所出

面和其单位及家属私下商定（具体内容不详），单位、家人就签了火化书，并把

骨灰带回叶家中安葬。

迫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

贵州中八劳教所六大队

夏万祥，毕节市团结乡派出所所长电话 0857（8734004），其中夏万祥还叫嚣“我
把这里的法轮功送进劳教所。”
赵庆阳、聂宗发，毕节公安局政保科科长电话 0857（8223041、8221354）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7/14/3327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9/17/3669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7/17/24197.html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9/28/26992.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3333 (808)(808)(808)(808)

受害者：陈昌发(Chen, Changfa)，男，51岁，家住贵州省贵阳市飞机坝铁五局宿

舍，大学文化。贵州铁五局建筑处工程师。

酷刑致死地点：

案情简单描述：2000年元月，陈昌发于进京反应法轮功实情，被非法抓捕并关押

15天。同年五月，在贵阳市南明区“洗脑班”非法关押 15天。后因在贵阳市河滨公

园炼功，被贵阳市南明区公安分局非法关押 15天。此后就被单位停发工资，停止

工作。由于陈昌发多次要求恢复工作，单位就安排他守大门。2001年，陈昌发在

向人们讲法轮功真象时，被人揭发，8月，他被迫离家出走。后在湖南被警察非法

抓捕后迫害致死。2002年 5月，湖南警察带着陈昌发面目全非的遗像，按照他身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2/18/2155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9/13/5732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2/19/16931.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9/26/4069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7/14/3327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9/17/3669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7/17/2419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9/28/26992.html


份证的地址找到贵阳铁五局告知人已死亡。贵州铁五局一工作人员证实了陈昌发的

死亡事实。但该人士说，是广西警察找到贵州铁五局的，并称是在一山头林子里

发现陈昌发遗体的。

迫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

贵阳市南明区“洗脑班”
南明区公安分局

湖南警察

贵州铁五局建筑处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2/10/6217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2/16/43203.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4444（471471471471）

迫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

贵州贵阳机务段保卫股

贵阳南明区公安分局

南站派出所

舒家寨派出所

当地居委会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9/29/37243.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9/26/3711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9/29/27038.html English version

受害者：谢能洋(Xie, Nengyang)，男，51岁，贵阳机务段火车司机。

酷刑致死地点：

案情简单描述：

2000年 6月，谢能洋因向单位领导讲法轮功真象，被单位非法停薪停职，不

时的被叫去写“保证”、写“认识”。单位的不法官员对于他的不屈服恼羞成

怒，恶言相讥，并拿他儿子要挟（他儿子在上大学）。2000年 10月，谢能

洋散发真象材料时被贵阳南明区公安分局抓去非法审问长达 12小时，后被单

位保释回家。从此迫害升级。逢年过节或敏感日，警察以“关心”为借口，经

常三更半夜粗暴敲门、喊叫，闯入住宅。恐吓使他身心受到重大伤害。他白

天还被迫参加单位举办的“洗脑班”，被逼迫写所谓的“保证”，放弃信仰。

2002年 2月 4日夜晚，南站派出所、舒家寨派出所、当地居委会联合行动，

先后两次非法闯入谢能洋的家。第二次无任何理由，非法抄家。在这种长期

的巨大精神压力和迫害下被迫害致死。贵阳市南明分局舒家寨派出所承认谢

能洋“是二月去世”，但称他是心脏病死的。谢能洋的妻子也是法轮功学员，

因痛失丈夫，回了农村老家，但不法人员还是不放过她。７月初，单位和南

站派出所的不法人员连夜驱车赴往农村，企图对她进行强行“洗脑”，造成她

有家不能回。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12/10/6217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12/16/43203.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9/29/37243.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9/26/3711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9/29/27038.html


案例 5555（870870870870）

受害者：孙发祥(Sun, Faxiang)，男，60岁，贵州贵阳市甘荫塘法轮功辅导员。

酷刑致死地点：贵阳市甘荫塘派出所

案情简单描述：孙发祥于 1999年 7月 26日被甘荫塘派出所找去谈话，警察叫他

从里屋抱出来法轮功资料，然后偷拍录象，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段在新闻媒体进行

陷害。2002年 1月 25日，由于坚持信仰，他与妻子被甘荫塘警察抓押，被非法拘

留 1个月，孙发祥在高烧 40度时被软禁在严冬冰冻的小屋里，每晚还被逼迫到火

车站去看有没有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去上访，由于孙抵制迫害，被迫害致死。贵阳

市甘荫塘派出所一男警日前证实，孙发祥是法轮功学员，于 2002年死亡。

迫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

贵阳市甘荫塘派出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2/22/68193.html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2/26/45516.html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9/29/27038.html English version
http://minghui.ca/mh/article_images/2002-10-4-xienenyang--ss.jpg 照片

案例 6666（647647647647）

迫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

贵州省中八农场女子劳教所：0851-2549207
警察：顾新英（女，29岁）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4/16/4846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18/34663.html English version
http://minghui.ca/mh/article_images/2004-4-17-hanming--ss.jpg 照片

案例 7777（761761761761）

受害者：龙昭辉(Long, Zhaohui)，男，27岁，贵州省天柱县高酿镇春花村五组法

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贵州省天柱县天柱县看守所

受害者：韩铭(Han, Ming)，女，30岁，贵州平坝县法轮功学员。贵州省平坝

县平水机械厂职工。

酷刑致死地点：贵州省中八农场女子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韩铭因坚持信仰被警察绑架拘留 2次，第三次于 2001年 2月
28日被非法判劳教 2年，同时被开除公职。韩铭被关押在贵州省中八农场女

子劳教所期间受尽警察百般摧残，被该所警察顾新英（女，29岁）毒打后，

又被 8个警察捆绑后强行打了 4针（所用药物不详）。此后，韩铭全身肌肉

日渐萎缩，下肢逐渐瘫痪，呼吸困难，神志恍惚，身体极度衰竭，生命垂

危。警察怕承担责任，于 2002年 9月 3日将韩铭推出劳教所。韩铭回家后，

呼吸困难日趋加重，下肢瘫痪，卧床不起，6个月后，于 2003年 3月 20日被

迫害致死。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2/22/6819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2/26/4551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9/29/27038.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_images/2002-10-4-xienenyang--ss.jpg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4/16/4846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18/34663.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_images/2004-4-17-hanming--ss.jpg


案情简单描述：2000年 4月，龙昭辉在春花村洪法、讲真象，高酿镇派出所把他

非法拘留 1天，并强行抄家，抄走法轮功相关书籍、光盘、录音带等。2000年 10
月 5日，龙昭辉被抓到天柱县看守所拘留 15天。在看守所拘留期间，遭到毒打。

龙昭辉从看守所回到家才 8天，于 2000年 10月 29日被迫害致死。

迫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

高酿镇派出所

贵州省天柱县天柱县看守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9/18/5757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9/20/40489.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8888（156156156156）

受害者：徐广道(Xu, Guangdao)，贵州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

案情简单描述：徐广道因在天安门反应实情，被抓进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 2筒 4
所。后因绝食请愿炼功被多次毒打，扎电针。一次毒打后被犯人抬回，即不能翻

身、上便所，并且开始吐血，2001年 2月被迫害致死。东城看守所为掩盖真象，

将同所犯人调出统一口径，并给各所牢头开会，定为病死。有人当时就怀疑，后

来我们听到一位牢头说漏了嘴才知道真情：徐广道被打死，凶手为东城看守所政

委、郭副所长及另一管教 3人。

迫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

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 2筒 4所
政委、郭副所长及另一管教 3人。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3/1/8532.html#1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3/5/5868.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9999 (1016)(1016)(1016)(1016)

受害者：杨红艳（Yang，Hongyan），女，40岁，原工作单位为都匀市麻纺厂，

都匀市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安顺市羊艾农场（监狱）

案情简单描述：法轮功遭镇压后，杨红艳于 2000年 11月发真象资料时被非法抓

捕。2001年被非法判刑 4年，送贵州省安顺市羊艾农场（监狱）迫害。2004年 7
月下旬杨红艳被迫害送至贵阳市公安医院抢救。7月 27日狱方通知家属探望，杨

红艳右臂部分呈青紫色瘫痪在病床上，原来 53公斤的她只剩了 31公斤。2004年
7月 29日凌晨 4时，杨红艳被迫害死亡。

迫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

安顺市羊艾农场（监狱）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8/3/8086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8/7/51109.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9/18/575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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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8/3/8086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8/7/51109.html


案例 10101010（952952952952）

受害者：周荣(Zhou, Rong)，男，贵阳小河大寨村人。

案情简单描述：2000年，周荣去北京上访被抓，被送到天津迫害，后被送到河北

迫害，直到奄奄一息。回到贵州后，家人送他到小河解放军 44医院医治，于 2001
年在医院被迫害致死，年仅 20来岁。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13/74555.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5/19/48285.html English version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13/74555.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5/19/482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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