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部分案

例

案例 1111

(221)
受害者：宋玉英（Song，YuYing），女，60多岁，山西省太原市古交区人。

酷刑致死地点：山西太原市镇城劳教所"法制教育学习班"
案情简单描述：宋玉英于 2000年 12月到北京上访，后被押回关押在太原市南上

庄拘留所。2001年 5月被送入太原市镇城劳教所举办的"法制教育学习班"，在“洗
脑班”里警察强制法轮功学员们都要看诽谤法轮功的电视，强迫“洗脑。”由于宋玉

英坚持不配合，遭到“洗脑班”的百般迫害，导致身体极度虚弱。6月份的一天半

夜，同室的法轮功学员在睡觉中被宋玉英的呻吟声惊醒，发现她半个身子已从床上

滚落到地下，人处于极度痛苦中，马上通知了警察把她抬上床后，警察并没有及

时联系抢救，宋玉英很快就处于昏迷，最后导致死亡，宋玉英被迫害致死时还躺在

市镇城劳教所“洗脑班”的床上。

据知情者说，山西省太原市“法制教育学习班”的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人格污辱、

漫骂，语言粗俗，污秽不堪，对法轮功学员威胁恐吓，以达到其“转化”的目的。

如发现法轮功学员炼功，就采取各种手段残酷迫害。其主要手段有：

1.罚站：站在烈日下暴晒，一站就是几天。

2.长期关禁闭：长达几个月，不许和亲人见面，不许放风，毒打，抽耳光。有个女

警察叫崔英，本性凶残，许多女法轮功学员被她打的鼻青眼肿，一周消不下去。

许多法轮功学员的身上被她拧的拳头大小的淤血，青一块，紫一块，遍体鳞伤。

3.不许睡觉：常常半夜 2、3点把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集中到操场跑步，70多岁的也

不例外，跑不动强迫走，直到天亮。

4.放狼狗咬人：多起女法轮功学员被警察放出的狼狗咬伤，而警察在一旁看热闹。

5.其它手段：有的警察见到法轮功学员炼功，就偷偷端盆冷水猛地向学员身上泼；

警察不许他们洗脸、刷牙、洗衣服。对他们的家属连哄带骗。规定的周六接见日

是一句空话，而且有的连起码的生活必需品都不让送。

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太原市南上庄拘留所

太原市镇城劳教所

太原市镇城劳教所"法制教育学习班"（设在太原市镇城劳教所－尖草坪区柏板乡镇

城村）。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0/25/38651.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7/3/1278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1/2/28362.html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7/7/11968.html English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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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7/3/127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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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222

(478)
受害者：赵冬梅（Zhao，Dongmei），女，28岁，山西省临汾市人，临汾市城建

局职工。

酷刑致死地点：山西临汾市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赵冬梅因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开除公职。她曾先后三次进京上

访， 2000年 12月中旬，第三次去天安门上访后被警察绑架。在北京被非法关押期

间，赵冬梅绝食抗议，拒绝说出姓名、地址，但后来被认出后送回临汾市看守所关

押。在看守所里赵冬梅被管教踢打、谩骂，并被戴上背铐，致使生活不能自理。后

来她绝食抗议，绝食至第五、六天时，看守所警察指使男犯人把赵冬梅强行按住灌

食，致使食物呛入气管，但看守所警察对此却不闻不问，置之不理，到第二天发现

情形严重时，才送往医院抢救，可却为时已晚，于 2000年 12月 27日当晚赵冬梅

被迫害致死。临汾市看守所为掩盖真相，对家属谎称赵冬梅是发高烧致死的。赵冬

梅生前工作的临汾市城建局的有关人员日前证实了她的死亡，表示“具体情况不太

清楚，但她死后公安局通知了单位。”

责任单位及责任人：临汾市看守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0/6/3758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0/8/37679.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0/9/27390.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3333

(696)
受害者：李慧文（Li，Huiwen），男，32岁，家住山西省阳泉市观象台 15楼二

单元 8号，阳泉矿务局医生。

酷刑致死地点：山西太原新店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李慧文刚结婚 50天，就被阳泉市公安局、"610"骗到"洗脑班"进行

迫害。李慧文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备受酷刑折磨，而后被判非法劳教 1年，关押在

太原新店劳教所内。2003年春节后，李慧文绝食抗议迫害 40余日，其间遭野蛮强

行灌食，于 2003年 2月 26日被太原新店劳教所迫害致死。山西阳泉矿务局医院

中医科一医生证实，李慧文是山西中医学院毕业生，因修炼法轮功的原因，在太原

被抓，送回当地后又被送劳教。该医院人事科日前也证实，李慧文约于 2003年二

月份死亡，家中有父母兄姐，父亲是麻痹症，用拐走路。李慧文的妻子也因修炼法

轮功被抓，后放出。阳泉矿务局一工作人员证实了李慧文在劳教所死亡的消息。

阳泉市“610”办公室(353-2468195)主任武胜称电话里不方便告诉李慧文的死因。

责任单位：阳泉市公安局、“610”
阳泉市“洗脑班”
山西太原新店劳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7/24/5448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1/646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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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7/26/38546.html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2/14/45106.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4444

(106)
受害者：杨庆敏（Yang，Qingmin），男，33岁，河北保定市曲阳县朱家峪村

人，山西省太原市西山煤电公司官地矿综采二队工人。

酷刑致死地点：山西太原官地派出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0年 12月 21日早 6时，杨庆敏被官地派出所警察带走，说同

矿有人去北京上访，有事要询问。当晚即被迫害致死，然后警察用小车将遗体拉至

官地矿区二号楼后的高坝上抛下，并欺骗当地百姓说是杨庆敏自己掉下去的，送

到医院时的他早已死亡。12月 21日当天下午 2、3点，杨庆敏家中来了几个公

安，他们告诉杨庆敏的妻子说杨庆敏逃跑了，并问及家中有无法轮功的材料，后

来公安们将杨庆敏的妻子带到官地派出所，路上遇到派出所正所长，他们说话中有

x人正在医院抢救的内容。杨妻问是不是杨庆敏正在被抢救，他们拒不承认，说被

抢救的是打架的。杨妻一直被关到 12月 22日凌晨 3点，派出所告诉杨庆敏的妻子

说杨庆敏已经死去，现放在医院太平间里，要她去认尸。杨庆敏的妻子到医院太

平间去时，看见杨庆敏的头上有血，后脑勺有一个血窟窿，七窍流血，已经死去多

时。公安称杨庆敏是“畏罪逃跑”摔落土崖而死。官地派出所杀人凶手害怕承担责

任，与官地矿党委副书记魏占军密谋以“公伤死亡”处理。

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官地派出所所长张立山电话：6205110（0351）
官地矿党委副书记魏占军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5/647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0/6/37589.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6/19/32043.html#chinanews0619-11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4/643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7/5366.html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0/13/27526.html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6/5390.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5555

(954)
受害者：杨美莹（Yang，Meiying），女，53岁，山西省临汾襄汾县人，临汾市

劳动服务公司职工。

酷刑致死地点：山西襄汾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 1999年 7.20后，杨美莹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遭警察绑架关

押，其中两次是被尧都区公安局警察绑架，关押在临汾看守所 60多天，其间她绝

食抗议 13天。2000年 12月，杨美莹两次去北京上访，遭到警察毒打并被绑架到

河北唐山某看守所，她绝食抗议 17天，后被临汾公安局押回。临汾公安局想要判

她刑，因此多次非法搜查她家。2002年 8月，杨美莹到朋友家，被襄汾县红卫派

出所绑架，她被戴上铐子吊起毒打长达 6、7小时，后被关押在襄汾看守所，她绝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7/26/3854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2/14/4510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5/6477.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0/6/37589.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6/19/32043.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4/643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7/536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0/13/2752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6/5390.html


食抗议 7天，家人被迫交 3000元才将她放回。长期的迫害使杨美莹身体极度虚

弱，于 2003年 1月被迫害致死。临汾市襄陵镇派出所（357-3688068）一男警日

前承认曾因炼法轮功的原因抓捕过杨美莹，该男警称：“杨美莹户口在临汾，她在

这里炼功被我们抓了。后来又被临汾公安局接走了。”临汾公安政保科（357-
2188062）一男警表示不知道杨美莹死亡。

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尧都区公安局

临汾看守所

河北唐山某看守所

临汾公安局

襄汾县红卫派出所

襄汾看守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10/7427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6/8/49003.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6666

(391)
受害者：武翠英（Wu，Cuiying），女 ，山西省大同市人。

酷刑致死地点：武翠英家（被逼跳楼）、大同市公安局

案情简单描述：2002年 5月 14日晚 8点多大同市公安局政保处张继、王彪带领几

个人到武翠英家敲门抓人（在这之前武翠英因坚持信仰被非法拘留 2次，公安经

常去抄家抓人，威胁武翠英的丈夫，几次没抓着）。屋里人不给开门，他们就在楼

道守着，9点多张继、王彪叫来更多武警，从凉台往 6楼上爬，随即把玻璃打碎破

窗而入，这时武翠英被逼得走投无路，从六楼跳了下去，在深夜十一点多经抢救无

效而死。事情发生后，公安不是先救人，而是把武翠英的丈夫带到公安局关了一

夜，不让他去看望妻子。公安局给大同市五医院的干部开会，不许干部职工说出真

相。

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大同市公安局

政保处张继、王彪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5/17/30379.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5/24/22386.html

案例 7777

(479)
受害者：张忠杰（Zhang，Zhongjie），男，30多岁，山西省临汾市人，原临地房

改办职工。

酷刑致死地点：山西临汾市公安局

案情简单描述：张忠杰因拒绝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而被韩家增（临汾市

城建局副局长，原临汾房改办主任）开除工职，后被临汾公安局非法逮捕。在临

汾公安局受审时，张忠杰设法走脱，此后便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归。在这期间他仍

多次进京上访，向人们说明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真相。2000年春节前，临汾公安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10/7427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6/8/4900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5/17/30379.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5/24/22386.html


局的公安突然通知家属认尸，但此时距死亡已有很长时间，尸体已经被掩埋过，早

已面目皆非，家属只能从肚子上的一颗痣认出死者是张忠杰。临汾公安局的公安

们为推托责任，告诉家属说张忠杰是在被押回的火车上跳车遇难的。家人怕张忠杰

的双亲承受不住，一直没把真实情况告诉他母亲。张忠杰的母亲盼儿心急，现在

已有点精神失常，每天站在路边喊儿子的名字。

责任单位及责任人：临汾市城建局副局长：韩家增（韩加增）

临汾公安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0/6/3758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0/9/27390.html

案例 8888

(72)
受害者：崔媛媛（Cui，Yuanyuan），女，42岁，家住山西省太原市太钢宿舍，

五交化公司职工。

酷刑致死地点：家中

案情简单描述： 2000年 2月，公安闯入家中，将崔媛媛夫妻二人抓走，同时抄

家，家中只剩下 15岁的孩子。之后，崔媛媛被放回，但其爱人仍被拘留 15天。崔

媛媛被放回当天，在公安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崔媛媛从自己家四楼跳下，被公安

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崔媛媛的死亡和在场公安人员的逼迫恐吓有直接关系，

但她死亡的消息却一直被封锁。有一法轮功学员想调查此事，却被刑事拘留。崔

媛媛的丈夫被释放后被严密控制，不允许与任何人见面。

责任单位：太原市公安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1/6/37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6/22/11617.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9999

(210)
受害者：高丽俊（Gao，Lijun），女，42岁，山西省太原轴承厂职工。

酷刑致死地点：山西太原拘留所

案情简单描述： 2000年 12月高丽俊与丈夫王建荣去北京上访后被拘捕，关押在

太原拘留所。2001年 1月 22日太原拘留所通知高丽俊家属去医院接人，此时高丽

俊已被迫害得是大小便失禁，生命垂危，经家人照料稍有好转后就将丈夫王建荣

押回拘留所，3天后高丽俊被迫害致死。家里有 16岁的女儿上学无人照管，生活

没有来源，面临失学。

迫害单位：

山西太原拘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6/15/1211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6/22/11617.html English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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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0101010

(376)
受害者：冯培志（Feng，Peizhi），女，60岁左右，山西省长治人。

酷刑致死地点：山西女子监狱、山西省公安医院(劳改医院)
案情简单描述： 2001年 5月，冯培志被送到山西女子监狱。在此之前，冯培志在

看守所时已经开始绝食，直到 6月份才被送到山西省公安医院(劳改医院)，不久即

死亡。山西省公安医院一负责人证实了冯培志死于该医院，并称：该病人情况特

别(指炼法轮功)，不能随便说她的情况。

责任单位：山西某看守所

山西女子监狱

山西省公安医院(劳改医院)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14/2845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13/2838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15/28514.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4/14/20982.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11111111

(377)
受害者：宋有春（Song，Youchun），男，30岁，小名宋永军，山西省忻州地区

代县分水岭乡分水岭村人，教师。

酷刑致死地点：山西运城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宋有春在临汾师专学校时就已开始修炼法轮功，毕业后，任山西

省代县二中语文教师，并且是该片法轮功辅导点负责人。2000年去北京上访后被

抓，送山西运城劳教所迫害。在劳教所里因抵制“洗脑”而被折磨，后来家属接到

通知，把宋有春带回家不久就被迫害致死。

责任单位：山西运城劳教所: 359-212-0833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14/2845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22/7520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15/28514.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4/13/2838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6/5/4891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4/14/20982.html

案例 12121212

(839)
受害者：郭计芳（Guo，Jifang），男 ，五十多岁，山西阳泉市平定西回村人。

酷刑致死地点：北京团河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郭计芳于 2001年到北京上访，结果被非法抓捕，关押在北京团河

劳教所，仅一个月左右，就被毒打迫害致死。山西阳泉市公安局一男警日前证实了

郭计芳的死亡，并称死亡原因，一两句话说不清。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14/2845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13/28383.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15/28514.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4/14/20982.htm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14/2845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22/75208.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15/28514.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4/13/2838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6/5/4891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4/14/20982.html


责任单位：北京团河劳教所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1/6460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2/14/45106.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13131313

(598)
受害者：邢引弟（Xing，Yindi），女 ，45岁，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鹅毛口人。

酷刑致死地点：山西省公安厅

案情简单描述： 2002年 10月 24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鹅毛口数名法轮功学员

到山西省政府（太原市）张贴真相资料，被警察非法抓捕。当日下午 4点，即传出

邢引弟、杨艳英、张爱花、李美兰 4人被警察用电警棍折磨致死。省公安厅竟还

要求家属出钱才能将遗体买回。其中三人的家属被逼拿出 8千至 1万元人民币，才

能“买”到亲人的遗体，另一人的家属被勒索的数目不详。省公安厅派人在此蹲

点，封锁迫害消息，并威胁家属。记者曾致电怀仁县委办公室，一男士表示“可能

有这事”。而怀仁县鹅毛口派出所一男警则态度粗暴地称记者对此案“没有权利调

查”。
责任单位：山西省公安厅

太原市警察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13/4638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16/33380.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14141414

(597)
受害者：李美兰（Li，Meilan），女，43岁，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鹅毛口人。

酷刑致死地点：山西省公安厅

案情简单描述： 2002年 10月 24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鹅毛口数名法轮功学员

到山西省政府（太原市）张贴真相资料，被警察非法抓捕。当日下午 4点，即传出

李美兰、杨艳英、张爱花、邢引弟 4人被警察用电警棍折磨致死。省公安厅竟还

要求家属出钱才能将遗体买回。其中三人的家属被逼拿出 8千至 1万元人民币，才

能“买”到亲人的遗体，另一人的家属被勒索的数目不详。省公安厅派人在此蹲

点，封锁迫害消息，并威胁家属。记者曾致电怀仁县委办公室，一男士表示“可能

有这事”。而怀仁县鹅毛口派出所一男警则态度粗暴地称记者对此案“没有权利调

查”。
责任单位：山西省公安厅

太原市警察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13/4638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16/33380.html English version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1/6460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2/14/45106.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13/4638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16/3338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13/4638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16/33380.html


案例 15151515

(596)
受害者：张爱花（Zhang，Aihua），女，35岁，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鹅毛口人。

酷刑致死地点：山西省公安厅

案情简单描述： 2002年 10月 24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鹅毛口数名法轮功学员

到山西省政府（太原市）张贴真相资料，被警察非法抓捕。当日下午 4点，即传出

张爱花、杨艳英、邢引弟、李美兰 4人被警察用电警棍折磨致死。省公安厅竟还

要求家属出钱才能将遗体买回。其中三人的家属被逼拿出 8千至 1万元人民币，才

能“买”到亲人的遗体，另一人的家属被勒索的数目不详。省公安厅派人在此蹲

点，封锁迫害消息，并威胁家属。记者曾致电怀仁县委办公室，一男士表示“可能

有这事”。而怀仁县鹅毛口派出所一男警则态度粗暴地称记者对此案“没有权利调

查”。
责任单位：山西省公安厅

太原市警察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13/4638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16/33380.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16161616

(595)
受害者：杨艳英（Yang，Yanying），女，50岁，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鹅毛口

人。

酷刑致死地点：山西省公安厅

案情简单描述： 2002年 10月 24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鹅毛口数名法轮功学员

到山西省政府（太原市）张贴真相资料，被警察非法抓捕。当日下午 4点，即传出

杨艳英、邢引弟、张爱花、李美兰 4人被警察用电警棍折磨致死。省公安厅竟还

要求家属出钱才能将遗体买回。其中三人的家属被逼拿出 8千至 1万元人民币，才

能“买”到亲人的遗体，另一人的家属被勒索的数目不详。省公安厅派人在此蹲

点，封锁迫害消息，并威胁家属。记者曾致电怀仁县委办公室，一男士表示“可能

有这事”。而怀仁县鹅毛口派出所一男警则态度粗暴地称记者对此案“没有权利调

查”。
责任单位：山西省公安厅

太原市警察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13/4638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16/33380.html English version

案例 17171717

(697)
受害者：孟姓法轮功学员（Dafa Practitioner，），男，28岁，山西人。

酷刑致死地点：不详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13/4638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16/33380.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13/4638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3/16/33380.html


案情简单描述： 2002年 10月，孟姓法轮功学员在做真象资料的工作时被绑架，

因绝食抗议非法关押，不久被迫害致死。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31/51355.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6/3/36476.html English version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31/51355.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6/3/364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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