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部分案

例

案例 111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陈宝亮，男，66岁，天津人。

酷刑致死地点：天津双口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陈宝亮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双口劳教所二大队。2002
年 8月 13日，劳教所管教唆使犯人看管法轮功学员，凡是搜到法轮功经文的犯人

奖励减期。2002年 8月 15日早晨，一法轮功学员因几日想找队领导谈话被置之不

理，因此抗议不出工，被犯人吴国亮、李文洪等打伤。法轮功学员颜景波因出言

制止也遭到木棒毒打。这时陈宝亮和李忠文喊到：“不许打人。”结果同样遭到吴国

亮、李文洪的殴打。其后劳教所队长孟某和王彪（音）赶到，不许全体学员说话

及走动，但并未制止两个犯人的行径。因为陈宝亮高呼被郑教导员命令犯人郑学斌

从身后用胶带封住了嘴，并用胶带捆住他的手脚，抬出车间，吴国亮、李文洪对

着倒在地上的陈宝亮拳打脚踢，后来又将他抬到足球库房。据当时的在场人士表

示，一进库房门，就听见吴国亮说：“摔死他！”郑学斌、吴国亮、李文洪等抬着

陈宝亮狠狠往地上摔，吴国亮又跳起来整个人往陈的身上踩，嘴里还不停地说：

“打死你，打死你！。”然后犯关上库房门，王彪（音）在门外把门，大约 40分钟

后，它们允许陈宝亮回宿舍楼休息。陈晃晃悠悠从库房出来，走了不到 20步就晕

倒在地，吴国亮还在后面喊：“谁也不许扶他，叫他自己爬回去。”后来犯人高

辉、刘立峰将他抬上了楼，几分钟后，陈宝亮被迫害致死。当日警察为了掩盖事

实，谎称陈宝亮被调到五队。8月 17日，队长说陈宝亮“死于心脏病”，有医院的

验尸报告，并已经通知家属，他两个儿子也认可了，当天下午，陈宝亮就被火化。

但是天津双口劳教所二大队内的法轮功学员和 50名犯人都亲眼目睹了杀人场面。

双口劳教所的一警察先是告诉记者陈宝亮的事“不能查，保密的”，后在记者的追问

下，又称陈宝亮“也有心脏病”，“详细情况没必要对你说，因为这属于保密的”。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天津双口劳教所

犯人：吴国亮、李文洪、刘金明、郑学斌

二大队队长：王彪（音）、孟某

郑指导员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11/13/39504.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10/1/37246.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10/3/37429.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1/19/28884.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0/5/27249.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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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2/10/3/374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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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22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白虹，女，53岁，原在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卫生院工作，法

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2002年冬季因炼法轮功而被判劳教，在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里被

警察严重迫害。2002年 11月中旬，二大队警察寇娜、高华超分别几次带着吸毒犯

人对她大打出手，夜里扒光白虹的衣服把她扔到猪圈里，而后拉出来用衣服把她头

裹上，用电棍电她，电一阵，寇娜把她头上的衣服取下来，让她看一个方盒子，

并告诉她这是一种新型的电刑器，然后把白虹的头盖上又接着电。白虹绝食抗议，

警察就把她四肢捆在床上，强行灌食，每次指使几个吸毒犯人将她拖至一间屋

内，按在椅子上，命吸毒犯人掰开嘴，由警察将灌食的管子插入食道，待灌食完毕

抽出的管子上已是鲜血淋淋。白虹被迫害致瘫在床上大小便失禁，但警察仍不停

止对她的迫害。有一次，她在夜里被拉出去扒光衣服，推躺在水泥板上，还用衣服

给她扇风。又把她推到养狗的大笼子前，扬言要把她跟狗关在一起。由于她坚持

信仰还被非法延长劳教期。2004年，她被折磨的奄奄一息，劳教所怕担责任才将

她送回，白虹回到家后就死亡。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

警察：寇娜、高华超

吸毒犯人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1/7/6422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7/12/53880.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2/13/45072.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7/27/38579.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333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赵德文，女，50岁，家住天津市北辰区，津京公路 4排宿

舍。

酷刑致死地点：天津大港板桥女子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2001年初，赵德文在家中被当地公安非法绑架，非法劳教一年，

关押在天津市板桥女子劳教所（原五大队一中队现二大队一中队）。期间因坚持

信仰、不写悔过书被延期两次。警察指使吸毒犯，刑事犯对她毒打，并扬言“打死

白打，死了算自杀”，谁把她打的写了悔过书就给谁奖励，减刑，否则加刑。使得

这些刑事犯对她大打出手，姓郝的警察还指使 4个犯人把她举起来往地上摔、多次

把她吊起来毒打、电棍电，赵德文被摔得内脏出血，2003年 6月 3日被迫害致

死。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警察制造了自杀现场，还通知其家属。当家属到劳教所

后，看到赵的脖子上印有“上吊”的痕迹，两手腕被割破，身上换了新衣服。当家

属要原来的衣服时，她们却说找不着了，等家属给赵换衣服时，发现腋下有一个大

口子还在往外淌血，而且身体后面发青，阴部也在流血，推测可能是把内脏给墩

坏而死。警察不让家属把尸体接回家中，将尸体强行火化。北辰区公安分局一警察

证实了赵德文死在狱中的事实，该警察称赵德文“死在劳教所的，你应该问劳教所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1/7/64225.html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3/7/12/53880.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2/13/4507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7/27/38579.html


是怎么死的。”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天津大港板桥女子劳教所

郝姓警察

电话：022-63251823（门房），022-63251619（办公室），022-63251069（管教

科）

天津北辰区公安分局电话：022-26390505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8/28/56409.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7/17/54134.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7/10/53772.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7/10/53768.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7/30/38666.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9/16/40344.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7/13/38080.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444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淑敏，女，30多岁，天津市第二医学院附属医院护士长。

酷刑致死地点：天津大港板桥女子劳教所 5大队

案情简单描述：2001年，因修炼法轮功被警察非法绑架至天津大港板桥女子劳教

所 5大队关押。期间受到严重迫害，每天只准睡一小时、夜里强迫抄写反对法轮

功文章、体罚、关禁闭，没日没夜地被逼着干超体力的活，同时严刑拷打。2002
年 11月中旬，所内学员为抗议迫害，集体拒绝出工。警察们用暴力方式强迫复

工。以寇姓警察为首，对学员进行逐个殴打和用高压警棍电击。据目击者表示，她

被警察多根电棍同时电击，直到惨死。死时双目不闭，遍体青紫，脑后一片伤

痕。为掩盖罪行，有关单位出示的“死亡证明书”上写着“猝死”。警察们对外谎称：

李淑敏“心脏病突然发作死亡”，并不允许家属查看尸体，只开了一个追悼会。但

队里在例行检查身体时，她的心脏是健康的，为何好端端的人突然猝死？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天津大港板桥女子劳教所五大队

寇姓警察

邮编：300270
电话：022-63251823（门房），022-63251619（办公室），022-63251069（管教

科）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7/9/53724.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4/8/47924.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4/3/9/69442.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7/20/38301.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4/10/34359.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1/46624.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555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忆，男，46岁，天津人。

酷刑致死地点：天津南开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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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单描述：2002年 1月 24日，王忆来到天安门广场，用砖头在地上写：“法
轮大法好”，被值勤武警抓捕，遣送回津。27日上午，王忆的女儿来到南开分局探

望父亲，见父亲身上穿着背心，戴着手铐、脚镣，精神状况尚好。但 31日，家属

接到派出所通知，说王忆于 1月 31日凌晨“死于心脏病”。2月 1日家属在 10多名

公安的监视下来到总医院探望死者，公安提出必须答应两个条件：家属分两批见死

者，见到死者不许哭。家属来到太平间，见他穿着崭新的秋衣秋裤（不是王忆的

衣服），从秋衣衣领处发现颈部有伤痕，掀开秋衣发现左肋骨边缘有两块青色拇指

大小的圆形伤痕。家属剪开衣服，发现腋下及前胸上部至喉结处呈青紫色的痕

迹，整个背部呈青紫色，腰部至尾骨多处伤痕也呈青紫色，四肢也同时发现多处大

面积伤痕。原本家属用相机拍下来，却被公安夺走，还将底片迅速曝光，把曝光

的底片拿走。家属提出质疑：既然是正常死亡，为什么不让拍照，是否有法律条文

规定，并要求出示。公安说：“甭管有没有法律条文，我们是在执行任务。”2月 2
日派出所通知家属 7日内要把尸体强行火化。3月份，在 100多名警察的监控下，

王忆遗体被火化。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天津南开分局

http://minghui.ca/mh/article_images/2003-9-11-wangyi.jpg 照片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9/12/57235.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9/18/40431.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666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徐伟文，女，40岁左右，天津市河西区。

酷刑致死地点：天津建新女子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2000年 1月因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抓，被关在天津建新女子劳

教所 2年。劳教期满后，仍不被释放，在六大队四中队被继续超期非法关押“洗
脑。”四中队长焦默华亲自指挥迫害，让吸毒犯和卖淫女不分昼夜折磨她，还长期

用胶带封住她的嘴，用胶带代替手铐脚镣缠紧她的手脚，整日整夜不让睡觉，不

许合眼，坐在马扎上一动不许动，动则拳脚相加，使徐伟文身上脸上长期青一块紫

一块，骨瘦如柴。徐伟文以绝食抗议迫害，被强迫灌食折磨，后来实在承受不

住，想吃饭、休息恢复体力，但是犯人们在警察的授意下不给她吃饭。最后于

2002年 7月被迫害致死。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天津建新女子劳教所六大队四中队 022-88251987/022-88250605
四中队中队长：焦梦华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22/72918.html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5/31/5134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6/3/36477.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5/14/48051.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7777

受害者：法轮功学员唐坚，男，39岁，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南开区嘉岭道中

学教师。

http://minghui.ca/mh/article_images/2003-9-11-wangyi.jpg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9/12/57235.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9/18/404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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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3/5/31/51343.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3/6/3/3647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5/14/48051.html


酷刑致死地点：双口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1999年 7.20后，几个警察到他家，乘他不备，把他的法轮功书籍

和资料掠走。

2001年 7月在南开区嘉岭道中学放暑假的大会上，有人攻击法轮功，唐坚站起反

驳对方的谬论，被当即架出会场送到嘉岭道派出所。他被押转到学府派出所（户

口所在地），全家老小三代陪他被劫持在洗脑班。他刚出生的儿子不满一岁，就陪

他一起遭受迫害。后来他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关押在双口劳教所。唐坚的母亲去看

他时，他脸上被烟头烫的圈套圈，新伤压旧痕，眼球充血、周围眼眶青紫。唐坚的

爸爸和弟弟找过他们有关领导，向他们抗议：“我儿子没有罪，就是罪犯都不

能打，你们这是侵犯人权，在犯罪、犯法。”警察说“你们去找江××评理吧！我们

也是照上边的政策办事。”2001年唐坚的母亲前去探视被拒，警察不让接见。提到

唐坚，警察张队长恶狠狠地说“唐坚是最顽固的一个，想见门都没有。”唐坚的母亲

说“你们不能再打他，折磨他。”张队长冷笑说“你们还去告吧！”唐坚被非法劳教

一年，警察还不放人，也不让接见，唐坚的衣服在里边全都丢了，他身体因绝食变

的很弱。后来他又从双口转到板桥劳教所，当人被折磨的奄奄一息，才于 2002年
7月被放回，刚养好一点，9月份又被抓回去关进了双口劳教所。唐坚第二次被抓

后，所有的消息都闭塞了。唐坚于 2004年 7月 7日被迫害致死，临死前他身上都

是伤痕。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嘉岭道派出所

学府派出所

“洗脑班”
双口劳教所

队长张某

板桥劳教所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8/9/81353.html

案例 888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增成，男，41岁，天津市汉沽区营城乡五七大队。

酷刑致死地点：劳教所（未知）

案情简单描述：2003年，他被非法劳教 2年半，2004年初即将劳教期满时，因不

写“悔过书”，不签字，被活活打死，家人验尸的时候发现，王增成身上除了鸡蛋

大的一块以外，没有一处完好的皮肤，官方的验尸报告就是这样写的。劳教所心虚

因怕承担责任，赔给家属 13万元了事。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劳教所（未知）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19/72700.html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16/7247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20/47232.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8/9/81353.html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19/72700.html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16/7247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20/47232.html


案例 999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孟继祥，男，60岁，在天津市委党校工作。

酷刑致死地点：天津双口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因坚修法轮功，于 2001年 1月中旬被非法劳教，2003年 1月又被

强行非法加刑一年。2003年 9月 22日天津劳教所的警察通知家属将已被折磨得奄

奄一息的孟继祥接出，4天后死亡。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天津双口劳教所
http://library.minghui.org/victim/d913.htm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12/46954.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案例 1010101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女士女，49岁，天津市塘沽区，原港务局退休职工。

酷刑致死地点：天津戒毒所

案情简单描述：2001年 1月 15日因修炼法轮功，被警察强行抓进戒毒所办转化

班。因坚持信仰，3月底被非法判一年半劳教。2001年 5月 11日早 5点多，她在

打扫卫生时突然倒下，送至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医生通知家属说是“心脏病猝死”。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天津戒毒所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5/26/11486.html#2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6/6/11036.html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library.minghui.org/victim/d913.htm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4/12/46954.html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1/5/26/11486.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6/6/110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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