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部分案

例

2000年

案例一

受害者：周凤林（Zhou，Fenglin），女，32岁，江苏常州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常州西林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2000年 11月周凤林合法上访，却被清潭派出所抓去并施以酷刑，

被吊铐四天四夜。警察大冬天强行叫她脱去外衣，只准留内衣内裤，并不停的用

冷水浇透她全身。2000年 12月 30日，周凤林被转进常州西林看守所。关押期

间，由于继续坚持信仰以绝食申诉，被强迫白天超负荷劳动，夜间不准睡觉，并

被连续吊铐 17夜，在禁板上受刑 9天。（注：禁板是专用于折磨死刑犯的最重的

刑罚，把人的手、脚用铐固定锁在木板上，大小便只能解在身上，一般人受刑几

小时便感到痛苦得生不如死。）据透露，周风林死于 2001年 1月 9日。2001年 1
月 21日 5岁的儿子杨彦君被清潭派出所关押 24小时，受到惊吓小便尿在身上，

派出所让其穿着湿裤子关了一天一夜。，22日，小孩的伯伯将其领回。可是孩子

的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经常在睡梦中惊叫：“不要抓我！”哭喊着要爸爸、妈

妈，一看到警车就说是坏人。2001年 1月 28日，小孩的伯伯连续去信访办 3次，

市公安局信访办 4次，清潭派出所 5次，提出三点要求：(1)通知周的父母（周是

四川人）(2)见周的丈夫杨灿荣一面（杨灿荣已被关数月，不准通信）(3)要求验

尸，均遭拒绝。小孩的姑姑杨顺娣也是法轮功学员，提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公安就追问谁透露的，并立即将她带走，判 3年劳教。死者所有亲属均遭到多次威

胁、恐吓。只要提出要见面就被扣上“参与政治”的帽子。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

常州西林看守所

清潭派出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7/7/1302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7/8/12019.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3/8/8841.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3/14/5744.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3/8/8841.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3/14/5744.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二

受害者：黄汉冲（Huang，Hanchong），男，39岁，江苏启东人。

酷刑致死地点：启东看守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7/7/1302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7/8/12019.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3/8/8841.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3/14/5744.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3/8/8841.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3/14/5744.html


案情简单描述：2000年 11月 1日黄汉冲被启东公安局抓去，2000年 11月 2日被

送至启东看守所，2000年 11月 3日被迫害致死。2000年 11月 4日上午 10时左

右，启东公安局派出了以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刘燕池等人向遇难者家属谎报：

“黄汉冲在 2000年 11月 3日晚上在公安人员提审时逃跑自杀身亡。”家属检视遗体

时，看到黄汉冲颈部有明显的电警棍灼伤的紫色痕迹，脊椎骨断裂，手腕处被割

断。家属质疑，逃跑的人怎么还会自杀？怎么会在颈部留下绳结的痕迹？刘燕池

向家属公开表示，只要把这件事处理好，经济上可以多补偿，如果起诉告状，对大

家都无好处。事后公安赔了 2万元给安抚费给家属。

编造““““逃跑自杀””””经过，制造自杀假像

2000年 11月 4日，按公安的故事说：黄汉冲在提审过程中逃跑，说是在 2000年
11月 3日晚 10点多钟，一名提审人员去提审其他人员，另一因疲劳睡着了。6分
钟后不见了黄汉冲，就在公安大楼上下寻找，后看见楼梯上一件号衣（看守所

服），说黄汉冲从公安局大门出去的（一女公安说是翻围墙出去的）穿过马路，

沿河边向西走了 60公尺左右，从北侧河边下去，越过河，从南测河边上岸，因越

河线裤和外包裤均湿透，脱下外包裤丢在岸边（外包裤涂了很多淤泥直至裤腰）

后又进了离河边 10米左右的厕所，用玻璃片割自己的左右手主动脉，（据在验尸

现场的人说，左右手各割了 3刀，刀口长度分别在 2.5公分和 4公分左右）。而后

从厕所出来，翻过启东市政府 2米多高的围墙，进了市政府东棚，脱下线裤，从裤

裆撕开，穿在离地面约 3米高的车棚三角铁正梁上（旁边没有任何凳子）上吊自

杀。一位女公安说是用裤带吊死的。家属提出质疑已经逃走为何又要自杀？已经割

腕为何还要上吊？刘燕池说：“具体他也不知道，公安局正全面调查。”而这之后

4、5个小时，刘燕池一直陪着遇难者家属，他如何对“逃跑”的经过“一目了然”，
此事真让人起疑，好象整个过程就是刘燕池一手安排的一样。

检尸过程中看到的情况

检尸时目击者看到黄汉冲左右西装袋里各有两片玻璃片；外包裤上有淤泥但线裤与

脚未沾淤泥；颈部有小手指宽的凹痕及颈部右侧有绳结凹痕且较深；颈部有明显的

电警棍灼伤的紫色痕迹；除袖口有少量血迹，其余部份均无血迹......

公安的谎言漏洞百出

1. “逃跑者”竟然将号衣脱在底下楼梯上？

2. “逃跑者”在被提审过程中，而提审人员睡着了？

3. “逃跑者”在夜深人静时从公安局大门出去，而门岗没有发现？

4. “逃跑者”遇到两个联防队员，当问到是谁，在没有应答的情况下也就不管

了？

5. 当提审人员发现“逃跑者”时，“逃跑者”已经上岸，又看到进了厕所，而后翻

围墙，撕线裤“上吊自杀”而没有制止？

6. “逃跑者”外裤上有很多泥，而线裤及脚上不沾一点？



7. --逃跑的人还想自杀？

8. “逃跑者”口袋里有四片玻璃片，“割脉”后还装回口袋里？

9. 左右手各割了那么大口子，而只淌了几滴血？

10.用线裤“吊死”的人，为什么颈前、后、左侧均有比较明显的绳子凹进痕迹？

这就是公安

1. 2000年 11月 3日夜 12时左右，警察以黄汉冲逃跑为名对其家非法搜查。

一个身穿公安制服的公安在其家属面前大喊大叫“这个人死，等于狗死”。
2. 黄汉冲遇难后，2000年 11月 4日公安指定乡领导樊建华了解死者同辈上有

否大干部及公安方面人员，随时向市公安局汇报。

3. 公安向家属赔 2万元人民币。

4. 副大队长刘燕池说：“只要你们处理好这桩事，经济上可以多补偿些，至于

起诉告状，大家都没有好处。”威胁？恐吓？

5. 黄汉冲遇难至遗体火化期间，宅边一直有警车与值班人员。

6. 黄汉冲遗体火化时，火葬场仅有黄汉冲遗体，没别的死者，而且火葬场停满

了公安车子，启东公安基本全部到场，有的穿便衣、有的穿制服，对死者家

属等 4、5人进行严密监视，同时不准其他人进场。参加送葬的亲属只允许

派代表参加。

7. 听说是南通来的“法医”陆处长等 3人，当死难者家属质疑遇难者颈部为何有

明显的绳印时，“法医”答不出；质疑遇难者颈部呈紫色痕迹时，“法医”不说

话；家属要求解释遇难者肩胛骨与散肢骨脱位，“法医”说是睡觉睡的或身

下垫到了什么东西。

8. 南通来的“法医”陆处长等三人就是在那么多疑点的情况下作出“死者是自杀

身亡”。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5/31/1165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6/9/11354.html English translati
on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6/2/11769.html
(中央社记者王应机纽约三十一日专电：大陆法轮功学员又发生一起死亡疑

案)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

启东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刘燕池

启东公安局

启东看守所

南通的法医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5/31/1165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6/9/11354.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6/2/11769.html


案例三

受害者：廖琴英（Liao，Qinying），女，33岁，江苏武进市礼嘉镇新生村

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抓捕行进车中(2001年 11月 18日 9点 35分)
案情简单描述：2001年 11月 18日上午 8点 30分左右，廖琴英正在家中忙

农活脱粒稻谷，大队干部张良、乡派出所王华新及两个联防队员闯入命令

她到大队去一趟，说有人找她谈话，并称时间不长就会回来的。她不从，于

是这 4个人就前拽后推逼迫她上了车。事后据王华新等 4人讲，11月 18日
9点 35廖琴英已死于车中，后送至常州高士桥殡仪馆。其丈夫张何良当天

下午 4点接通知赶到礼嘉乡俱乐部，武进市公安局、前黄公安分局也有人

在场，当时在场村民说：“廖琴英之死是你们派出所的全部责任。”武进市公

安局副局长刘泽琨、派出所的恽指导员都承认是这样。但是无人为琴英之死

负责。10日晚其夫张何良会同亲戚及自发赶来的邻近村民约 500多人去乡

里为廖琴英申冤。武进市公安局调来几卡车警察与群众对峙，有的公安手持

冲锋枪恫吓百姓。13日廖琴英火化，乡里赔偿 7万 5千元。其夫张何良的

妹妹在验尸时发现她头后部有一个洞，头发被拉掉一把，前面破皮。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1/28/2051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1/28/20511.html
(法新社 2001年 11月 28日报导：法轮功学员在中国于被捕后一小时内死亡)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

大队干部张良、乡派出所王华新及两个联防队员

武进市公安局

武进市公安局副局长刘泽琨

前黄公安分局

派出所恽指导员

案例四

受害者：张正刚（Zhang，Zhenggang），男，36岁，大专文化，淮安工商

行职工，江苏淮安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淮安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2000年 3月 2日至 3月 25日张正刚被淮安公安局拘留审

查，关押淮安看守所。3月 25日上午张正刚惨遭毒打，致使头部重伤，经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治疗，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其妻及母闻讯赶到医

院，但整个医疗方案、病历和用药情况，不许亲属了解，整个病房全被公

安人员监控。3月 30日晚约 6点 30分医生做了心电图，张正刚心跳微弱，

有呼吸。突然来了 4、50名公安人员，戒严了医院走廊、病房，诓骗看护

在病房张的妻子和母亲到另外房间隔离监控。有几名警察强令医生拔掉张正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1/28/20511.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1/28/20511.html


刚氧气和挂水，并对其注射了一针药物。然后数名警察一涌而上，强行推开

了其他亲属和在病房观望的病人，抢走了尚有心跳、呼吸的张正刚的身体

送去火葬场，背着家属强行火化，制造了一起特大人命冤案。公安还规定，

不准其亲戚朋友吊唁，不准送花圈，不准家人亲属上访上告。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4/20/3833.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_images/2000-12-4-zhang_zhenggang.JPG 照

片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4/22/3941.html
(美联社 4月 20日北京报导：又有 3名法轮功学员死于警察监禁中)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4/22/3941.html
(路透社 4月 20日北京报导：中国 3名法轮功成员在被囚禁中死亡)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4/22/3941.html
(自由亚洲电台:又有三名法轮功学员在拘留期间死亡)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

淮安看守所

淮安公安局

案例五

受害者：葛秀兰（Ge，Xiulan），女，51岁，江苏省淮安市人。

案情简单描述：葛秀兰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多年的病痛一扫而光。虽然

文化不多，但是心地纯朴善良，乐于助人。她曾先后数次向各级地方政府

说明法轮功真象。因此遭受当局迫害，公安和联防人员住在她家，对她 24
小时跟踪监视，连去厕所也紧随不放。葛秀兰于 2000年 3月被迫害致死。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9/13/2205.html#chinanews-1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

江苏淮安公安局公安和联防人员

案例六

受害者：张万年（Zhang，Wannian），男，71岁，江苏省盐都县龙岗粮站

站长。

酷刑致死地点：龙岗精神病院

案情简单描述：张万年曾患关节炎等 11种疾病，已有肢体变形和活动困

难。1994年学炼法轮功后 1年所有疾病不治自愈。他平时精神开朗，乐于

助人。2000年 2月到北京上访并向世人说明法轮功真象，被抓回盐都粮食

局招待所强行“转化”。警察们轮流值班不让他坐或休息，并强迫老人站着

反省，历尽 13天的非人折磨。警察见“转化”无望，便强迫他缴纳 7500元
“办案费”后，送至盐城市南洋看守所。折磨 1个月后，又转至龙岗精神病

院折磨审查，拷问虐待达 45天。张万年因坚持信仰被非法劳教 1年。9月
中旬饱受折磨的张万年开始绝食，一周后身体呈现虚弱。警察怕承担责任，

将其匆匆抬回家中。老人一天后被迫害致死。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4/20/3833.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_images/2000-12-4-zhang_zhenggang.JPG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4/22/3941.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4/22/3941.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4/22/3941.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9/13/2205.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2/8/4174.html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

江苏省盐都县粮食局招待所

盐城市南洋看守所

龙岗精神病院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0/12/8/4174.html

	江苏省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部分案例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案例四
	案例五
	案例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