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省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部分

案例

案例 1111

受害者::::周彩霞（Zhou，Caixia），女，原赤峰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法轮功学

员。

酷刑致死地点：内蒙古第四女子监狱（保安沼监狱）

案情简单描述：因信仰法轮功多次被绑架，酷刑折磨。2000年 10月被赤峰市公安

局警察绑架，12月送往图牧吉劳教所非法劳教 3年。劳教期间被女子二中队的狱

警队长罗某、马某、那某、杨某多次毒打，用电棍电，脸都被打变形了，后又被送

到呼和浩特市女子劳教所，绝食抗议数十天，生命危急后通知家人背出劳教所。

2002年 8月 7日，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610”的指使下，以松山区国安大队为

首，同赤峰市国安大队对周彩霞等 8名学员进行文革式的非法游街迫害。警察用 3
辆军用汽车分别将这些人戴着手铐绑架到车上站着，在赤峰市整个市区、郊区进行

了近 1个半小时的游街，前面有警车、摩托车开路，后面有警车跟随，中间是诽

谤、诬蔑法轮功的广播宣传车，共运用了大小车辆 20多台。之后，她被非法劫持

到拘留所。在拘留所期间她以绝食抗议非法关押，直到身体虚弱得吐血才被释

放。2003年被非法劫持到赤峰市红山区拘留所，为了抵制迫害，绝食抗议，遭到

看守所长期插着管灌食并铐在床上，每天都由 7、8个刑事犯强行灌食，打骂更是

家常便饭。周彩霞身体被摧残得不行了，经常咳血，由两个人扶着才能走。周彩霞

被非法判刑 8年，2003年 7月被劫持到内蒙古第四女子监狱（保安沼监狱）。周

彩霞继续抵制“洗脑”迫害、坚持信仰，被狱警用铁镣铐住四肢，吊挂在大烟囱上的

一铁钉上，身体不能伸直。保安沼副监狱长周建华毒打周彩霞，打破她的头部，

血流不止，满脸鲜血模糊。最后周彩霞已说不出声音，被吊得昏死过去。狱警将她

解下后，以“灌食”为由拖走，周彩霞被关进保安沼监狱不到一周后被迫害致死。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

赤峰市公安局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拘留所

内蒙古第四女子监狱（保安沼监狱）副监狱长：周建华

联系电话：（0482）670002367002906700041传真：（0482）6700052
位于：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扎赉特旗保安沼地区，企业名称是保安沼农场。

蒙古图牧吉劳教所女子二中队

狱警队长：罗某、马某、那某、杨某

浩特市女子劳教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610办
内蒙古松山区国安大队

赤峰市国安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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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222

受害者::::于秀兰（Yu，Xiulan），女，60多岁，家住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大杨

树镇中央街六委，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保安沼女子监狱

案情简单描述：于秀兰以前患有严重的脉管炎，腿痛得她常常卧床不起，多年到

处求医都未能痊愈，长期受病痛折魔。 1999年炼了法轮功，身体渐渐好起来，多

年的疾病也不冀而飞。1999年 7月 20日，于秀兰与其它学员一起去北京天安门为

法轮功讲公道话，脚步还没迈进信访办，就被警察非法抓捕，通知当地公安局接

回，又非法关押在大杨树看守所。因她坚决不写“保证书”，又被非法送到阿里河监

狱（音译）。2000年 11月 12日，于秀兰回家后因为发法轮功真象资料在家中被

大杨树镇中央街派出所所长白丽、片警刘长校、彭 xx等人绑架，并被长期非法关

押在鄂伦春自治旗第二看守所。当时直接参与迫害她的还有大杨树公安局副局长

李树良、治安股长李本学、中央街派出所内勤许长发等人。于秀兰绝食抗议非法关

押，2001年 12月下旬，身体已极度虚弱，警察害怕担责任，允许其家人保释出

狱。然而，2002年春节前，在她身体虚弱的状态下，公安局与中央街派出所数人

到其家中把她强行抬到法院进行所谓的“开庭”，她当时不醒人事，法院只好同意

家人将其送医院抢救。几日后，法院院长陈鹏等一行多人，到其家中称在家开庭，

并非法宣布判刑 3年。 2002年 4月 24日，看守所所长尹连胜、狱医苏宝花、敖玉

林等人，强行将其绑架到看守所，当晚送到保安沼劳改队。在劳改队，于秀兰始终

绝食抗议迫害，一直被关在小号，后来出现脑血栓症状，生活不能自理，骨瘦如

柴。家人要求保释治疗，劳改队负责人声称，“不‘转化’死了也不能放人，死了算

正常死亡。”于秀兰后被送往保安沼女子监狱。于秀兰坚持学法炼功，一直被关在

禁闭室里，后绝食绝水抗议迫害 50多天，骨瘦如柴。在警察们的残酷迫害下于秀

兰出现脑血栓症状，家属要求保外就医，监狱就是不放，还把她关进终日不见阳

光的禁闭室里。2002年 12月 22日，于秀兰被迫害致死。2002年 12月 25日劳改

队电话通知家人领尸，劳改队给家人出示了一张“死亡报告”，就把尸体火化了。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

阿里河监狱（音译）

大杨树公安分局大杨树看守所电话：0470-5852043
副局长：李树良宅电 0470－5712154
治安股长：李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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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杨树镇中央街派出所电话：0470-5712600
所长：白丽

警察：刘长校、彭 xx
内勤许长发（电话：0470-5712833）
保安沼劳改队

鄂伦春自治旗第二看守所电话：0470-57126000470－5630729
所长尹连胜手机 13847023399宅电 0470－5725034
内蒙保安沼女子监狱

法院电话：0470-5852052
院长：陈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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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333

受害者::::赵艳霞（Zhao，Yanxia），女，56岁，家住赤峰市红山区火花路，法轮功

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赤峰市红山区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赵艳霞因修炼法轮功于 2002年 4月被绑架，关押在在赤峰市红山

区看守所。看守所狱警邓丽艳逼迫他们背监规，学员们拒绝背诵，原因是没有犯

罪，不愿被迫害。邓丽艳大骂，还用电棍电击了几位学员。后来学员们集体绝食抗

议。所长邱学东报复性地摧残学员，让许多犯人从监室出来，把绝食的人带到走

廊上，走廊上准备了椅子，他带领许多警察指挥犯人给学员灌玉米糊。2002年 4
月 16日，几个犯人架着赵艳霞按坐在椅子上，犯人抓着她的两臂，搬着头给她强

行灌食，赵艳霞当时就被灌得头向一边耷拉下来，不会动了，倒在地上、没有任何

反应。其余学员看赵艳霞不行了，过来扶起她喊“老赵！老赵！”此时赵艳霞已没

有任何反应。邱学东喊：“放下！不许喊！”骂着说赵艳霞是装的，扶的人被他连骂

带逼的赶走，她倒在地上多时没人管，后来发现真的死亡了。邱学东怕担责任又

假装把赵艳霞弄到医院跑一趟。事后，看守所、“610”、公安局竭力封锁消息，并

秘密的把知情的学员送往监狱、劳教所；对外称赵艳霞心脏病突发，拒绝就医而

死亡，欺骗世人与家属。同时对她的家属还特别凶，用欺骗和恐吓来掩盖邱学东一

伙的恶行。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

赤峰市邮编：024000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公安分局：（0476）8350444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看守所：（0476）8663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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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看守所所长：邱学东

狱警：邓丽艳家电话：0476―55886096手机：13848668887
内蒙古赤峰市公安局副局长 610办公室主任：杨春悦

办公室电话：0476-8339595，手机：13904766288，
通讯地址：内蒙古赤峰市法制教育基地 610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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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444

受害者::::王恒友（Wang，Hengyou），男，47岁，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大雁矿区煤

业公司机电厂职工，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内蒙古兴安盟图木吉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王恒友是是单位有名的工作能手，尤其修炼法轮功以后对自己要

求更加严格，工作更加出色。王恒友因修炼法轮功，2002年 4月 19日被绑架到大

雁北河拘留所，大雁海雁公安分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警察董杰、于和，逼问王恒友

几天没在家是不是去北京上访了，王恒友不配合他们的无理审问，两个人便对他

大打出手，他们拿起笤帚疙瘩恶狠狠的朝王恒友的头上猛打，直到笤帚疙瘩飞成碎

片，又抓住他的头发没命的往水泥墙壁上撞击他的头部，头发一绺绺的住下掉，

王恒友疼得有些窒息，昏眩的几乎要倒下。警察又用穿着皮鞋的脚往王恒友的小便

处猛踢，王恒友被踢得蹲在地上半晌喘不上气来，豆大的汗珠从头上滚下来，昏

厥在地。小便处被踢得肿大象馒头式的。警察一看打得太严重，要出人命，便从王

恒友身上搜出钱来买回一个暖水带，捂在王恒友肿大的小便处，押送到拘留所。

2002年 9月 2日又被转押到内蒙古兴安盟图木吉劳教所非法劳教，期间遭到了非

人的折磨，警察甚至不让他睡觉，强迫他放弃信仰。王恒友被折磨得极度的虚

弱，常常头痛、腹胀、腹痛，呼吸微弱，大喘气不止，不久便被迫害得卧床不起，

生命垂危。劳教所怕出意外承担责任，就与他家属联系办理“保外就医”，但要求

当地公安局负责人盖章签字同意接收。可是大雁海雁公安分局局长魏洪贵却不同意

接收。直到 2003年 11月 5日，经过长时间多方调解，才算勉强办完手续。王恒

友才被接回家中，可人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即使这样，

警察还经常来骚扰。由于长期的内伤，错过了治疗的时机，王恒友于 2004年 4月
4日被迫害致死。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

内蒙古兴安盟图木吉劳教所

大雁北河拘留所

大雁海雁公安分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

警察：董杰 86434728642662（宅）、于和

局长：魏洪贵 8643807,1301511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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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555

受害者::::郑岚风（Zheng，Lanfeng），女，39岁，家住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常青街

储蓄所楼，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东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1999年 7月 20日在外面炼功被警察非法抓走，关押半个多月后又

因依法去北京上访被抓，后又转赤峰市关押数日。关押期间身上带的 1700多元现

金被公安抢走，说是代为保管，数月后放出时钱也不还了。2000年 11月，因散发

真相材料被抓，她拒绝在“转化书”签字，被非法劳教 1年，被关押到到土木吉劳

教所。隔年劳教期满时，因不在“转化书”上签字，又被加刑 3个月。郑岚风绝食抗

议迫害，后被释放。 2003年初去农村散发真相材料时被人告发，于 2月 11日再次

被抓，后被强行押至赤峰东看守所，她绝食抗议，结果被强行灌食玉米渣，并被长

期（双手及双脚）大字形铐在床上迫害。2月 27日晚与郑岚风同一监房的 15号犯

人喊报告说：“郑岚风发烧快不行了。”根本没人理，并且还被痛骂一顿。大约在

28日临晨 3、4点钟，15号犯人又喊说郑岚风不行了，过了一会儿，狱警打开门看

了看，把她手、脚上的铐子都拿走了并封闭了各监室的门不许监号出入，几天后，

狱警宣布说郑岚风得病死了。据其同监室的人说郑岚风临死胃里还插着灌食的管

子，并且已烂到里面拔不出来了。2003年 3月 5日其尸体被送到赤峰市第三医院

后，警察才通知家属。在家属为她穿衣服时，发现尸体背后青一块、紫一块的，

有被严重殴打的伤痕。家属在给她穿衣服的过程中，旁边一直有数名警察看着，不

准许同事、其他法轮功学员及其他人接触。出殡时，还有两辆警车跟随。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

土木吉劳教所女队的电话为：（0482）6710035
赤峰国安大队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东看守所：（0476）8663772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6/29/78222.html
http://media.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13/72219.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4/24/48975.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29/47355.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5/4/47700.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3/35207.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31/34006.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6666

受害者：袁淑梅（Yuan，Shumei），女，赤峰市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一女子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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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4/24/48975.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3/29/47355.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5/4/47700.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5/3/3520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31/34006.html


案情简单描述：2000年 11月，因散发法轮功真相材料被抓。因为不配合警察的迫

害，不在“转化书”上签字，被非法判刑 3年，关押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一女子

监狱。期间她绝食抗议迫害，在被迫害中身体极度虚弱，后又出现了脑血栓的症

状，使病情更加恶化。2003年 1月，其亲属前去探望时要求接出去治疗，狱警不

允许，并说：“只有在‘转化书’上签字才能出去接受治疗，否则就是死了监狱也不

负责任。”2003年 2月初，袁淑梅在监狱被迫害致死。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一女子监狱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4/24/4897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30/35093.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7777

受害者::::刘玉香（Liu，Yuxiang），女，50岁，呼伦贝尔牙克石市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牙克石市建设派出所

案情简单描述：2003年 5月 16日，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遭人举报，被牙克石市

建设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关押到看守所。期间，她绝食绝水抗议非法关押，公

安不许家人接见，10天后（5月 26日）生命垂危，被送到市医院，当晚 8点 45分
死亡。她死后，警察不许家人接见。她死时有几颗门牙已变黑、嘴微张，显然是

被野蛮灌食所致。事发后，公安为了逃避罪责，竟然威逼利诱家属，封锁消息。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

区号：0470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牙克石市看守所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牙克石市建设派出所

办公室 0470-7203232
http://minghui.ca/mh/article_images/2003-5-31-liuyuxiang--ss.jp 照片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6/1/51410.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6/4/36516.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8888

受害者::::孟桂英（Meng，Guiying），女，39岁，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法轮功学

员。

酷刑致死地点：满洲里市公安局

案情简单描述：2002年 6月，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被满洲里市公安局绑架，警

察无视法律跳墙入院，砸门撬锁，事后又将人非法拘捕，并长期关押，不让家人

探视。在被非法关押几个月中，她以绝食方式，抗议非法迫害。警察强行给她灌

食，导致肺部被插管捅漏，造成肺部感染，生命垂危。警察们为逃脱罪责，向其

家人骗取 5000元钱后，让家人接回。当时已经奄奄一息，呼吸困难，不能卧床，

只能坐着，当即送往市医院抢救，经医生诊断孟桂英的肺部已全部腐烂，无法医

治。2003年 1月 23日，住院第 3天（2003年 1月 24日）早上六点左右被迫害致

死。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记者 2003年 2月 27日打电话至满洲里公安局，证实了孟桂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4/24/4897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30/35093.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_images/2003-5-31-liuyuxiang--ss.jp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6/1/51410.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6/4/36516.html


英的死亡，一局长秘书称局长知道此事。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

满洲里市公安局：740-6261050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2/27/4542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24/70740.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2/32789.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15/47050.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9999

受害者::::杨俊萍（Yang，Junping），女，30多岁，内蒙古锡盟正镶白旗法轮功学

员。

案情简单描述：杨俊萍学法轮功前患红斑狼疮，到医院查又发现有癌细胞，医生

判其绝症。她 1997学法轮功后，奇迹出现了：身体不但恢复了健康，因病脱落的

头发也长出来了。由于杨俊萍坚持修炼，2001年 12月，她被正镶白旗公安局绑架

到拘留所进行迫害。杨俊萍被迫害致身体有病，被放出到亲戚家治病，随后又被

抓回。杨俊萍病情进一步恶化，公安送她到呼和浩特市看病，医院不收，又拉回

来。公安局为阻止杨俊萍炼功，又勒索她 2000元，因过去看病借下的几万元还没

还上，杨俊萍一家只好用房产证抵押贷款交给公安局。杨俊萍保外治疗，但仍被监

控不放。杨俊萍在 2002年 8月份被迫害致死。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

正镶白旗公安局警察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19/7270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10/72064.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20/47218.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5/1/47596.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10101010

受害者::::王荣欣（Wang，Rongxin），女，65岁，内蒙古牙克石林业建工局退休职

工，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呼和浩特劳教

案情简单描述：2001年 4月下旬，王荣欣因修炼法轮功被牙克石林业公安处非法

绑架，后被强行送往内蒙古图木吉劳教两年。在劳教所期间她被折磨成病人，经

劳教队医院诊断为乳腺癌后保外就医，可是牙克石林业建工局劳保办因王荣欣去要

工资就伙同牙克石“610”及林业不法之徒再次绑架送往呼和浩特劳教所进行迫害。

劳教所终因王荣欣为乳腺癌晚期，怕增加死亡指标，就将王荣欣再次送回牙克石。

牙克石“610”及林业不法之徒经常骚扰她。2003年 10月下旬被迫害致死。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

内蒙古牙克石“610”
内蒙古牙克石林业建工局

内蒙古牙克石林业公安处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2/27/4542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3/24/70740.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2/32789.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15/47050.html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19/7270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10/72064.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20/4721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5/1/47596.html


内蒙古图木吉劳教所

内蒙古呼和浩特劳教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1/23/6559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1/27/44457.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11111111

受害者::::汪亚萱

酷刑致死地点：汪亚萱（Wang，Yaxuan），女，53岁，赤峰市副市长，法轮功学

员。

案情简单描述：当开始迫害法轮功时，汪亚萱总是保护当地法轮功学员，使他们

免受刑拘和判刑。1999年 8月 9月的一个公休日，汪亚萱到红山公园游玩，被坏

人害死。当地的老百姓都怀念这位为人民的好市长。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5/10/1085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5/12/9727.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1/23/6559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1/27/44457.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5/10/1085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5/12/97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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