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大庆市劳教所迫害法轮功的基本

犯罪事实

1999年 7月 20日 - 2004年 11月 28日

黑龙江省大庆市劳教所(又名东风劳教所)位于黑龙江省大庆经一街 22巷 54号，对

外号称“省级”现代化文明劳教所。自 1999年 7.20以来，大庆市劳教所实际上已

经蜕变成纵容犯罪、打击善良的法西斯集中营，是残害坚信真善忍、只想做好人的

法轮功修炼群众的现代化的人间地狱。警察紧随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对坚信真

善忍做好人的修炼群众采取“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拖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白

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

大庆市劳教所这个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为达到对法轮功学员所谓的 95％的“转
化率”，以创省级“先进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用各种酷刑迫害，强迫“转化”。

据不完全统计，已经造成至少 3名法轮功学员死亡，其中包括当着 40多人活活打

死的法轮功学员王斌（案例 2）；法轮功学员何华江在非法押送至大庆市劳教所的

当天晚上被折磨致死（案例 1）；还将多名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残（案例 5）。

为达到“转化”法轮功修炼者的目的，劳教所以减期为诱饵唆使犯人集体殴打法轮功

学员（案例 6）。大庆市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经常使用的暴行包括：蹲小号、挑

土、挖石头、进淤泥中割草，还有毒打、针扎、浇凉水、骑铁棍、拷在铁椅子上灌

屎尿、上绳、长时间不许睡觉等；对长期绝食的法轮功学员强行灌盐水、灌食、

甚至上绳、坐铁椅子、上手铐等。

以下是黑龙江省大庆市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分案例，这些材料已经送交追查

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和其他国际人权及法律机构备案。

案例 111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何华江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市劳教所副所长王咏湘(音)，管理科长韩青山(音)，一大

队副大队长王英洲，二大队大队长王喜春，二大队副大队长张明柱，二大队中队

长王刚，警察徐恩军，四中队（集训队）值班警察张波、陈立功，犯人王庆林、江

发、赵彦军等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冷冻、毒打、针扎、浇凉水、绳子勒绑、绑铁椅等酷

刑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2002年 9月 16日，大庆市让胡路区庆新派出所的警察耿永灵、李志友

等伙同四矿保干张新友，把何华江从工作岗位绑架，关押 3个多月后于 2002年 12



月 23日下午，把何华江转至大庆市劳教所，劳教所把何华江关入隔离室。2002年
12月 23日晚 9点至 11点多被二大队副大队长张明柱等人隔离在一楼洗漱间，采

用冷冻、毒打、针扎、浇凉水、绑铁椅等酷刑迫害致死。在二楼去洗漱间的犯人

赵立志、卢华山、法轮功学员刘福彬等人都听到了何华江痛苦的呻吟。24日凌晨 1
点多，劳教所通知何华江 15岁的儿子去见他，儿子所看到的是父亲何华江已死，

身上有被绳子勒过的痕迹。2003年 1月 1日何华江的遗体被偷偷地火化。火化那

天，何华江仅有的孩子以及他家前来吊唁的大约 10名家人也都被软禁。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61757.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61682.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19/60835.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28/61398.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30/41902.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2/51465.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11/48155.html

案例 222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斌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市劳教所二大队教导员冯喜，值班警察鲁仍更(音)、文强

（脱岗），犯人仓双成、宋保成、刘庆辉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毒打致死

详细情况：2000年 5月底王斌进京上访被非法劳教。因不写放弃修炼的“保证

书”，大庆劳教所便多次毒打王斌。2000年 8月至 10月期间，为了所谓的“迎接”
北京来人检查，劳教所密令各大队做工作，务必做到 100%写“保证书”。 2000年 9
月下旬的一天，劳教所二大队教导员冯喜指使犯人仓双成、刘庆辉、宋保成等，在

监号里当著 40多人面前毒打王斌近 1个小时，当班的警察鲁乃更、文强（脱岗）

在王斌被打时趴在窗户上看到 2次没管，直到将其活活打死。王斌淋巴动脉被打

断，锁骨、胸骨、肋骨被打折十几根，睾丸被打碎一个，手背被烟头重复多次烫

伤，鼻孔被烟头插入烧伤，并且身体多处黑紫，惨不忍睹。第二天送到大庆市人民

医院时，值班医生李季彪说：“送来的太晚了。”当时教导员冯喜为了掩盖真象和

逃脱罪责，对护士说王斌是自杀。解剖王斌尸体的法医是王春彪、齐井福，在场的

还有研究院的副书记陈开文、王斌单位崔书记、劳教所纪检书记王咏军。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0/28/621.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1/13/213.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0/11/1079.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1/29/2494.html

案例 333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牛怀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黑龙江省大庆市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酷刑迫害致死

详细情况：2000年 8月牛怀义被非法劳教并非法关押在大庆劳教所。劳教期间劳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61757.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61682.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19/60835.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28/61398.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30/41902.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2/51465.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11/48155.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0/28/621.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1/13/213.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0/11/1079.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1/29/2494.html


教所残酷迫害牛怀义，致使牛怀义不能正常炼功、学法，身体日渐虚弱，2001年
4月生命已处于危险边缘，劳教所怕承担责任，将牛怀义释放回家。牛怀义回家后

不到一个月就被迫害致死。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0/29/59685.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25/56219.htm

案例 444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卢丙森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黑龙江省大庆市劳教所二大队副大队长张明柱，管理科长韩

青山(音)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坐“老虎凳”、毒打、上绳

详细情况：2003年 10月 20日，二大队副大队长张明柱等人将卢丙森关进小号，

强行让他“坐铁椅子”进行折磨，直至其死亡。“坐铁椅子”是大庆市劳教所折磨法轮

功学员的一种刑罚，警察称是坐“老虎凳”，就是在铁椅子中间有个洞，让法轮功

学员坐在上面，手脚都铐在铁椅子上，全身用尼龙绳捆起来，哪都动弹不了，任

人宰割，大小便直接在铁椅上解决。劳教所曾经多次对他酷刑毒打迫害。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61757.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61682.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28/61398.html

案例 555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左国卿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劳教所一大队大队长赖仲辉，指导员张波等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坐“老虎凳”、上手铐及脚镣、上绳、浓盐水、不让说

话、不让喝水、不让进食

详细情况：2000年 6月下旬，左国卿被非法劳教 1年并非法关押在大庆劳教所迫

害。每天白天警察让他挑土，晚上罚站，不让睡觉。2001年 12月，警察把左国卿

关进“老虎凳”，在“老虎凳”里还给戴上手铐、脚镣，又拿宽胶带从前到后地把他

的嘴缠了 10来圈，不让说话、喝水、进食。至当晚 6点，警察又把左国卿从”老虎

凳”上拉出，先是把他的衣物全部扒光，连内裤都被扒下，赤条条的进行所谓安全

检查，接着是残酷的上绳，并灌以浓盐水，致使左国卿胸腔严重伤损，日夜疼痛。

至 2002年 3月，左国卿的状况已近危险，劳教所强行把他拉到医院治疗，从左国

卿胸腔内抽出大约 4升积液。由于院方警告如果处理不好，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劳

教所为推卸责任才将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左国卿释放。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18/62789.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2/51468.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3/45692.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5/43289.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0/29/59685.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25/56219.htm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61757.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61682.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28/61398.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18/62789.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2/51468.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3/45692.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5/43289.html


案例 666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庄刚祥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劳教所副所长王咏湘(音)，管理科科长韩青山(音)，一大

队副大队长王英洲，二大队副大队长张明柱，警察李海涛、韩天柱、王军平、王

中和、张金生、李二、董如江等，“包夹”犯人刑树国、董如江、李敬平、及犯人赵

群民、刘海、孟兆祥、陆义、彭建军、杜国军、李志强等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殴打、关进小号、上绳、坐“老虎凳”、勒索、毒打、灌

食、上手铐、烟头烫身体、坐“束缚椅”
详细情况：2002年 1月 22日，警察指使犯人赵群民、刘海、孟兆祥等人围打庄刚

祥，将他绑在“老虎凳”上，用胶带封嘴，连气都不让出，致使其被窒息得晕了过

去，后由 1犯人用凉水喷醒。干警怕传出去，就把庄刚祥拖到小号坐“老虎凳”。
灌食时把“老虎凳”和人一起扣倒，并在灌食后第二天上绳，一共上了 5次，致使庄

刚祥因手臂损伤而昏迷。2002年 4月 26日，由于庄刚祥坚决抵制迫害，警察把

他关进小号坐“老虎凳”长达 7天 7夜。还以减刑为诱饵指使犯人殴打庄刚祥等法轮

功学员。身体被摧残得极为虚弱的庄刚祥因家人无力支付好处费和保证金而得不

到医治。庄刚祥几近瘫痪还坐“老虎凳”，期间犯人张成才用圆珠笔尖往他头部戳，

惨不忍睹。2003年 3月 6日庄刚祥被警察殴打成重伤，副大队长王英洲强行将他

弄到“束缚椅”上坐了 7天 7夜。警察王英洲指使让“包夹”的犯人把庄刚祥的手用手

铐铐起来睡，向外撒出谎言说是防止他自杀和他的个人安全，这样持续了 1个多

月。2003年 3月“包夹”犯人刑树国、董如江、李敬平，强迫庄刚祥从早 4点到晚 9
点坐塑料小板凳长达 17个小时，中午不让休息。犯人李二、董如江毒打折磨他近

2个多小时，庄刚祥的双眼、双耳、面部全被打肿，腰部，脊柱、颈椎受重击，二

犯还用烟头烫庄刚祥面部、用皮筋抽眼睛、耳朵，用竹筷子夹钻手指缝（所谓的

上弦）等，致使其长时间行动不便。“包夹”犯人陆义猛击他的太阳穴，他本能的推

挡，劳教所却造谣说：法轮功打人了。副所长王咏湘、管理科科长韩青山(音)对庄

刚祥拳打脚踢，又强迫其坐“老虎凳”达 10天之久，致使他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大

小便时常失禁。7月 21日庄刚祥又被王咏湘、韩青山、王英洲锁上了“束缚椅”。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7/7/32954.html#chinanews0707-3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43288.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5/43289.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3/45692.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21/55976.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2/64711.htm

案例 7777

受害人：白旭昌、乔永生等数十名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一大队副大队长王英洲等人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殴打、不给饭吃、禁止法轮功学员相互谈话

详细情况：2001年 1月 30日，管教和其他犯人无理殴打 10名集体炼功的法轮功

学员。将白旭昌隔离一天不给饭吃；将乔永生眼角打伤、还将一名姓杜的学员打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7/7/32954.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43288.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5/43289.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3/45692.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21/55976.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2/64711.htm


成一瘸一拐的，走路困难，手也被打伤。劳教所剥夺法轮功学员相互谈话、问好等

基本人权。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43288.html

案例 888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福斌、于若钧、郭法(音)东、候广钦、杜国聪、白霜、任

亮、魏本生、徐斌、黄太仁、冯广运、周广春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劳教所所长应程礼(音)，副所长王咏湘，科长韩青山

(音)，一大队大队长赖仲辉，一大队副大队长王英洲，二大队大队长王喜春，副大

队长张明柱等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毒打、非法劳教、关进小号拷打、灌尿和屎、不许睡

觉、浇凉水、上绳、坐小凳子、坐“束缚椅”
详细情况：2002年 12月份，大庆市劳教所的警察组织了又一轮对法轮功学员的残

酷迫害。大庆劳教所指使劳教人员对法轮功学员辱骂、毒打，谁表现得心狠手辣，

坏主意多，就给谁减刑期。他们把法轮功学员关进小号拷打，灌尿和屎，经常不

许法轮功学员睡觉；禁止坚持修炼的法轮功学员与探望的家人见面，并且非法检查

家人送来私人物品。一大队的副大队长王英洲利用两个犯人赵金发、刑树国(音)不
许郭法东睡觉，往他身上浇凉水，早晨 200盆、晚上 200盆，昼夜折磨，长达 10
天左右。 2002年 12月，警察扒光任亮的衣服，再把任亮扣在铁椅子上浇冷水，浇

了数小时后一看没起作用，就往他嘴里灌尿和屎（2次）。任亮被毒打得走路非常

困难，近 1个星期稍有恢复；将徐斌扣在铁椅子上后再用绳子捆绑，近 2天 2夜不

让他睡觉，徐斌被折磨得走路困难，去卫生间都得别人扶著走，并且警察晚上安

排犯人轮流坐在他床边看著，过一会儿就叫他一次，使他无法休息；警察还对年近

60岁的黄太仁大打出手，致使黄太仁被毒打得不能动，躺在宿舍的地上几个小时

起不来；警察不让冯广运正常休息、迫使冯广运“坐小凳子”、灌尿等。“包夹”犯人

李敬平曾在 2002年 12月份“包夹”迫害冯广运时曾给他灌尿（当时 68岁的冯广运

被强行坐“束缚椅”）。警察让每个刑事犯人都可以随时欺负、打骂冯广运、黄太

仁，犯人怕酷刑折磨他们再出人命担责任，就不停地让他俩干活，晚上别人都睡

觉了，他俩却必须坐在小塑料凳上直到次日凌晨 3点左右，天天如此。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9/19/57624.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7/47867.html

案例 999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隋洪海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劳教所二大队大队长王喜春，副大队长张明柱，二大队

中队长王刚，干警王中和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上绳酷刑

详细情况：2002年 7月 2日，大庆劳教所非法将隋洪海关押在二大队，当班大队

长王中和，警察王刚、王喜春、张明柱逼迫隋洪海写放弃修炼的“保证书”，遭隋洪

海严词拒绝。王中和便指使上述 3名警察给隋洪海上绳。20分钟后，绳子勒进肉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43288.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9/19/57624.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7/47867.html


里，目击者见隋洪海脸色苍白、情况危急。此时隋洪海已奄奄一息，警察为掩人耳

目，赶紧将目击者撵走，把隋洪海送至卫生室，因伤势太重后又送到人民医院，

经诊断为右臂骨折（为绳子勒进右肩骨里，硬把右肩骨勒骨折了）。20天后，隋

洪海右臂带著钢板被再次押回了二大队。因伤势严重，还需再次手术，现在隋洪

海的右臂已完全失去活动能力。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20/35234.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61757.html

案例 1010101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葛振民(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市劳教所干警李海涛，韩天柱，教导员王军平，二大队

王中和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上绳、强行灌食、非法勒索

详细情况：劳教所警察在一天内对葛振民施以 3次上绳的酷刑，葛振民还在善良

地向警察讲著真相，第二天接著又给他上了 4绳。2001年 12月左右，对绝食的葛

振民，强行灌加大量食盐的半生不熟的玉米面粥，造成葛振民胃粘膜、肠粘膜脱

离，大肠 85%溃烂。以保外就医为名勒索法轮功学员的钱财，仅葛振民一人就被

敲诈“好处费”1.2万元，加上保证金 5000元，共被勒索 1.7万元。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3/45692.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43288.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7/7/32954.html#chinanews0707-3

案例 1111111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杜国聪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三大队警察王英洲 ( 2001年所在大队)及秦大队、胡大队、宋

队长、符内勤等警察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非法勒索、毒打、上绳、关小号、浇冷水、殴打、胶

皮管子抽打、灌盐水、上手铐、非法体力劳动

详细情况：大庆劳教所警察指使“包夹”的犯人经常毒打辱骂杜国聪，往他身上浇冷

水。有一次警察用一寸粗的胶皮管子抽打杜国聪，杜国聪被打得全身多处青紫，

鼻子鲜血直流。2001年 8月 1日，三大队的大队长王英洲组织六名警察（秦警

察、胡警察、宋、符内勤等）和几名犯人共 10余名，从早上 8点至晚上 7点多，

用上手铐，木棍撬嘴等手段给杜国聪灌盐水，往他身上浇 4脸盆盐水，并让他在盐

水中坐了 1个多小时。还上了 2次绳，逼他在地上跪著，用大皮鞋踩他的前胸后

背，致使右胸软肋损伤。杜国聪于 8月 7日下午调回一大队。2001年 12月所长王

咏湘(音)对杜国聪家属多次以给杜国 聪加期、批捕威胁，逼家属交了 3500元钱。

而对杜国聪则非法关禁闭 11天，并用 4个犯人、2名警察严加看管，进行迫害。

2002年 12月，把杜国聪关进小号，毒打了 20多天，使他全身是伤，腰直不起

来，且在“包夹”监视下强制体力劳动。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8/20/35234.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61757.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3/45692.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43288.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7/7/32954.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3/45692.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30/61550.html

案例 1212121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杜国聪、庄刚祥，刘福斌、白霜、邢全震(音)、徐斌、任亮、

李东宁、葛振民(音)、扈红记、张胜 辉、黄太仁、魏本生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管理科长韩青山(音)，一大队大队长赖仲辉，教导员王

军平，一大队副大队长王英洲，二大队副大队长张明柱

基本犯罪事实：毒打、上绳、坐铁椅子、殴打、逼迫吃药打针、非法隔离

详细情况：2002年 4月 1日至 7月 10日，大庆劳教所开展所谓的“百日安全转化”
的犯罪活动，在此期间采用强制手段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4月 26日管理科

长韩青山等几人与一大队的大队长赖仲辉和王英洲及警察迟××等，分别给法轮功

学员任亮、白霜、庄刚祥等上绳。劳教所一大队在大队长赖仲辉、教导员王军平、

副大队长王英洲等人的指使下，以给劳教人员减期为诱饵，利用其他案例劳教人

员毒打折磨法轮功学员，其中在一大队杜国聪、任亮、白霜、魏本生、李东宁、

葛振民、刑全震、扈红记、张胜辉、黄太仁等经常被犯人拖进厕所殴打折磨，主要

是击打内脏的要害部位。他们说这样看不出外伤，内伤无所谓，要说哪打坏了，

就说他有病，逼他吃药。扈红记、徐斌、李东宁、张××及庄刚祥等都被强行拽去

打针或吃药，如果把药吐出就又遭毒打！庄刚祥在隔离期间被罚坐铁椅子、被警

察用上绳等手段打骂折磨后，至今身体没有恢复，经常出现抽筋、全身麻木，目前

走路都很困难；刘福斌经常遭到“包夹”劳教人员的打骂。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5/43289.html

案例 1313131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栾志义(音)、胡人权、王永强、吕观茹、梁井礼(音)、刘汉

学、张胜辉、田彦新、乔永生、白旭昌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市劳教所二大队副大队长张明柱，一大队副大队长王英

洲，干警李海涛、张明柱、韩天柱、王中和等，教导员王军平。

基本犯罪事实：严冬室外使用冻刑、户外冰上浇凉水、上绳

详细情况：2001年 2月，二大队警察将坚持炼功的法轮功学员的衣服扒光带到严

寒零下 20多度的户外，用手铐十字架形地铐到铁架子上，长达 2个多小时。胡人

权被冻晕过去，失去了知觉。警察还对王永强、吕观茹、梁井礼、刘汉学、张胜

辉、田彦新等 10余名法轮功学员施以“上绳”等酷刑企图使他们放弃炼功，当时这

些法轮功学员被折磨得血肉模糊。经过了 2年，他们身上的绳印仍清晰可见。

2001年农历正月初七零下 28度的夜晚，自称为“地狱小鬼”的副大队长王英洲等人

深夜召集警察及一些犯人将乔永生、白旭昌等扒光棉衣和鞋帽，只允许穿线衣、

线裤，推到外面站在用水浇出的冰上长达 20多分钟。期间，一大队对栾志义一天

上了 9次绳，使他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43288.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61757.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3/3/45692.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30/61550.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5/432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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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61757.html


案例 1414141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铁志杰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市劳教所管理科长韩青山(音)，二大队副大队长张明柱，

指导员张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毒打、坐“束缚椅”
详细情况：2003年 6月 12日，劳教所对铁志杰非法加期，铁志杰向劳教所反应此

违法事件，遭到所管理科长韩青山当众毒打。警察张波、张明柱惩罚铁志杰坐“束
缚椅”坐了 7天 7夜。在劳教所，只要学员讲真相，揭谎言，就会受到各种不同的

迫害。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2/51468.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61757.html

案例 15151515

受害人：十几名法轮功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市劳教所教育科长刘千里(音)，二大队大队长王喜春，二

大队副大队长张明柱，及劳教人员翟洪峰等人

基本犯罪事实：严冬室外使用冻刑

详细情况：2000年 2月末，劳教所二大队管教因值班期间打麻将、喝酒，玩忽职

守，造成三中队两个刑事犯互殴毁容。二大队领导、管教受到所领导批评：“你们

没管好刑事犯，法轮功也管不好。”于是他们便把怨气都撒在这些法轮功学员身

上。在刘千里、王喜春等人的密谋策划下，张明柱、翟洪峰等人把坚持炼功的十几

名法轮功学员用手铐铐在外面凉衣服的铁柱子上，然后把这些法轮功学员的衣服

全部剥下，让他们在零下十几度的寒风中冻著，而他们穿著军大衣站到屋里，看着

这些法轮功学员在严寒中受苦。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61757.html

案例 1616161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于爽(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市劳教所一大队长赖仲辉，一大队副大队长王英洲，二

大队“包夹”的犯人赵彦军（参与迫害死法轮功学员何华江的直接责任者之一）、

孙海波等。

基本犯罪事实：毒打、殴打、关小号、坐“束缚椅”
详细情况：在 2003年 5月 5日、6日期间，一次在萨斯病期间隔离间消毒时，二

大队犯人赵彦军、孙海波毒打法轮功学员于爽，逼其骂大法，于爽在痛苦之极冲著

劳教所院墙撞去，头部撞了一个包，后警察把他强行锁到“束缚椅”上，并给其加

期 3个月。于爽凭著外科大夫的经验诊断，他右侧第十一根肋骨被打成骨折，身子

扭动一下都痛苦难忍。紧接著又被强行在“束缚椅”上坐了 7天 7夜，脚镣把两腿

的腿肚子坠得很粗、浮肿，行走都很艰难。2003年 12月份，大庆市劳教所一大队

长赖仲辉指使一大队副大队长王英洲，对于爽大打出手，当场狠拳击中他的面部致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2/51468.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61757.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61757.html


使眼镜镜片当即碎裂，刺入眼皮，流血不止。然后王英洲又用拳头连续猛击他两

腮、胸部、腹部，致使他整个面部变形，体内受伤。王英洲怕自己恶行曝光，随即

将于爽关进小号，强行塞入“老虎凳”5天。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2/64711.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21/55975.html

案例 1717171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建林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二大队副大队长张明柱，犯人江云喜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睁眼蹲、不让睡觉

详细情况：2002年 10月，二大队副大队长张明柱指使犯人江云喜等对李建林罚

蹲，每天逼迫蹲在地上长达 19个小时，强迫 7天 7夜不让睡觉。致使李建林的腿

肿得像小水桶一样粗，身心受到难以想像的摧残。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61757.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22/56049.html

案例 1818181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黄太仁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市劳教所一大队警察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搓皮肤

详细情况：劳教所一大队警察指使刑事犯把黄太仁的衣服扒光，然后边往身上浇

凉水，边用硬塑料刷子狠刷皮肤、上搓皮肤的刑罚迫害。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61757.html

案例 1919191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杜印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市劳教所管理科科长韩青山及警察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绳子吊

详细情况：大庆市劳教所管理科科长韩青山等人，因杜印非法劳教期满时不写“保
证书”，坚持信仰，就把杜印关到禁闭室用绳子吊了 24小时。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61757.html

案例 2020202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战音阁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市劳教所二大队副大队长张明柱为首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使用柳条抽、用牙刷把夹手指、体罚喷气式飞机、电

棍电等酷刑

详细情况：2000年 8月初，战音阁被非法劳教并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市劳教所迫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2/64711.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21/55975.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61757.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22/56049.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61757.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4/61757.html


害，他遭受了柳条抽、用牙刷把夹手指、体罚喷气式飞机、电棍电等酷刑。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30/61550.html

案例 2121212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子宽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市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非法劳教

详细情况：李子宽被非法劳教 2年并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市劳教所迫害。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22/61073.html

案例 2222222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凌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市劳教所、大庆市让胡路拘留所干警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非法劳教、非法绑架

详细情况：2000年李凌被非法劳教 1年，2001年 1月 21日至 7月 5日被非法关

押在大庆劳教所。2002年年初，李凌被胡路拘留所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劳教 3
年并非法关押在大庆市劳教所。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0/13/58803.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0/2/37411.html#chinanews-1002-1

案例 2323232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马玉亮、冯金明、扈洪记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市劳教所警察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非法酷刑、浇冷水

详细情况：2002年 11月，几名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声明以

前被警察强迫在“转化书”上签的字作废而遭到警察对这几名法轮功学员再次摧残迫

害。其中，被迫害最严重的有马玉亮、冯金明、扈洪记。警察在 11月 25日、26
日、27日对他们 3人一天迫害一个人，每天从晚 8点钟左右一直迫害到近半夜 12
点钟，对他们不停地浇凉水（都是强行扒光衣服后浇凉水），这 3名法轮功学员被

迫害后拖回屋里的时候都已昏死过去。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9/24/57849.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22/56049.html

案例 2424242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汉学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劳教所副政委王仙阁，劳教所队长王忠和及警察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不让睡觉、非法酷刑、灌屎灌尿、冬天不让穿衣、不

让穿鞋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30/615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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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情况：2003年 4月 21日刘汉学被强制押送到大庆市劳教所非法劳教 1年。劳

教所警察每天采用车轮战术，用各种方式对刘汉学进行迫害。逼迫不让睡觉，每天

到半夜 1点 30才许睡觉，3点多就得起床，就这样持续迫害 100多天。劳教所的

一大队，除对法轮功学员用各种酷刑之外，还让犯人对法轮功学员灌屎灌尿，冬天

不让穿衣、穿鞋，由犯人架着在屋内游行示众，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9/24/57849.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9/6/56890.html

案例 2525252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胜辉、焦永林及其他学员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市劳教所副所长王咏湘(音)，管理科长韩青山(音)，劳教

人员杨春雨，绥化市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非法劳教、浇凉水、锁进铁椅子

详细情况：张胜辉因不配合“洗脑转化”，被大庆市劳教所副所长王咏湘、管理科长

韩青山转押送至绥化市劳教所继续迫害。大庆市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极

其残忍，曾多次被明慧网曝光，使得警察及犯人非常害怕。最近，大庆市劳教所的

警察采取新一轮的迫害方式，把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转到迫害手段更为残酷的绥化

市劳教所进一步迫害。目前，已知有焦永林等多位法轮功学员被转到绥化市劳教所

迫害。大庆市劳教所犯人杨春雨，对张胜辉浇凉水长达 6小时，致使他昏过去 2
次，后来被脱光衣服锁进铁椅子坐到晚上。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15/52308.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7/15/54018.html#chinanews-07152003-12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5/43289.html

案例 2626262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戴益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市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非法劳教

详细情况：2002年戴益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市劳教所非法劳教 3年，戴益的妻子盛

晓云也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至哈尔滨戒毒所，非法劳教 2年，家中仅剩下一

个还在上小学的女儿，没有生活来源。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25/40004.html

案例 2727272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黄亚忠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市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非法劳教

详细情况：黄亚忠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市劳教所非法劳教 3年。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2/38996.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9/24/57849.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9/6/56890.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15/52308.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7/15/54018.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5/43289.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25/40004.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1/2/38996.html


案例 28282828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梁井礼(音)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市劳教所警察冯喜及犯人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非法劳教、超体力劳动上绳

详细情况：2000年 6月 21日至 7月 17日期间，大庆市劳教所警察冯喜指使犯

人，非法强迫梁井礼进行超体力劳动，强迫他每天挑土，给他上绳进行酷刑折

磨；还在冬天把他扒光衣服绑在户外晒衣服的架子上冻他。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7/13/33246.html

案例 2929292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忠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市劳教所警察刘千里(音)、冯喜、卢乃更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非法劳教、非法殴打、罚站、挑土、不让吃饭、上

绳、扒光衣服铐在室外零下 10多度的凉衣架上冻、不让睡觉

详细情况：2000年 8月 3日张忠被非法劳教 1年，非法关押在大庆劳教所迫害。

原二大队教导员冯喜、卢乃更多次用警棍殴打，致使张忠头部被打起大包，浑身青

紫，不写“保证”不让家属接见。每天被罚站、挑土（每天挑 100担左右），不干

完活不让吃饭。后被调到二大队的教导员刘千里等为了阻止法轮功学员的绝食抗

议，采用上绳、扒光衣服铐在室外零下 10多度的凉衣架上冻等酷刑折磨法轮功学

员。劳教所警察采用疲劳战术给法轮功学员洗脑，不让他们睡觉。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5/22601.html

案例 3030303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曹景栋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市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非法劳教、毒打、关入小号、非法勒索

详细情况：1999年 11月被安装保卫科的朱尊仁勒索 5000元；2000年 12月再次

被朱尊仁勒索 1.4万元。 2002年被非法判刑劳教 2年在大庆市劳教所非法关押，

关押期间被大庆市劳教所警察毒打、关入小号。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5/22601.html

案例 3131313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崔洪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市劳教所管教冯喜、刘庆辉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打嘴巴子、电棍及托布杆威逼写不炼功的“保证”、上

绳、戴手铐、非法加期

详细情况：在劳教所崔洪义被劳头打了 20多个嘴巴子；被刘庆辉打耳光，从床上

打到地上当时晕过去有 10多分钟；被管教冯喜拿著电棍、托布杆威逼写不炼功的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7/13/33246.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5/22601.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5/22601.html


“保证”；有时给戴手铐；如果炼功就用小绳子绑在椅子上几个小时；非法加期等。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7/23888.html

案例 3232323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明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市劳教所、被大庆驻京办及消防支队的陈志军非法勒索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非法劳教

详细情况：李明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劳教所非法劳教 1年，被大庆驻京办勒索 3986
元。被消防支队的陈志军勒索 1000元。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7/23888.html

案例 3333333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张延年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市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非法劳教

详细情况：2001年张延年被关押在大庆市劳教所非法劳教 10个月。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7/23888.html

案例 3434343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李众夫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市劳教所

基本犯罪事实：非法关押、非法劳教、强迫洗脑、强迫劳动

详细情况：2001年李众夫被非法劳教 1年并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市劳教所迫害。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7/26167.html

案例 35353535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候宝军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黑龙江省大庆市劳教所二大队

基本犯罪事实：2002年 2月 8日，候宝军被非法劳教并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市劳教

所。劳教所二大队把他关禁闭隔离，截止这则消息 2002年 2月 24日在明慧网上

曝光时，二大队仍在继续强行禁闭候宝军。

案例 3636363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贾学群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黑龙江省大庆市劳教所二大队

基本犯罪事实：贾学群被非法劳教 1年并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市劳教所二大队迫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7/23888.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7/23888.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27/23888.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2/3/7/26167.html


害。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18/89475.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18/894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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