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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关于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的调查报告 

2013 年 4月 15日 

 

前言 
 

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坐落在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镇，又名马三家劳教所，1956 年 3 月 9 日成立，

(1) 至今已有 57 年。1999 年 10 月 29 日，为了配合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设立了专门关押法轮功学

员的女二所，苏境出任所长。(2) 

 

2006 年 10 月，女二所解散，与女一所合并成为马三家女子劳教所。2001 年 2 月 6 日，由辽宁省委、省

政府决定成立专门用来“教育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特殊学校(3) ——辽宁省思想教育学校，在马三家教

养院挂牌，(4) 由女二所所长苏境任校长，(5) 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最臭名昭著的场所。 

 

早在十多年前，就有法轮功学员披露马三家劳教所对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施加的酷刑。十多年来，关于

马三家酷刑的报道持续不断。为平息批评和欺骗世界舆论，2001 年 5 月 22 日，马三家劳教所邀请新加

坡《联合早报》、美联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澳洲广播公司和日本的 NHK 参观。时任马三家教养院院

长张超英对外媒谎称马三家没有男性法轮功学员。(6) 此后每年 5 月，邀请媒体参观成了马三家的常规

。 

 

2013 年 4 月 7 日，LENS（视觉）杂志发表了“走出马三家”的报道，揭露了马三家劳教所对被关押的女

性进行的惨无人道的酷刑，证实了法轮功多年曝光发生在马三家的罪行。两天后，辽宁省当局宣布，成

立由省司法厅、省劳教局和驻地检察机关组成的调查组，并邀请相关媒体和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

加。(7) 根据网络上披露的一份未经证实的内部文件，调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省司法厅厅长张凡，副

组长为省司法厅巡视员崔可兵和省劳教局局长张超英。(8) 这和官方正式公布的消息是相符的。 

 

张凡原为辽宁省司法厅副厅长和司法厅监狱局局长，是辽宁省司法、监狱系统迫害法轮功的负责人。

(9) 崔可兵是辽宁省司法厅副厅长。张超英在女二所成立开始大批关押法轮功学员时就已经是马三家劳

动教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直到 2004 年调辽宁省司法厅劳教局局长。(10) 

 

本报告仅限于提供中共官方证据证明，马三家劳教所是江泽民集团中央一级迫害法轮功的重点场所，其

罪恶是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下产生并被推广到全国。面对法轮功问题，才能看清马三家问题的实质

。 

马三家劳教所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重点 
 

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并不是一般的劳教所。虽然在名义上是省属劳教所，但自从女二所成立，马三家就一

直是中央的点，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组长李岚清、副组长罗干（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

610 办公室主任王茂林、副主任刘京（后任主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司法部等都直接参与了对马三家

迫害法轮功的指挥、支持和推广。 

 

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对信仰的迫害，全部迫害围绕着洗脑转化这一核心。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

，完成转化率指标，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各种酷刑就是这样被设计、实施和推广的。 

 

2000 年 8 月 29 日，司法部教育转化工作经验交流暨表彰会，李岚清致信，(11) 罗干(12)和王茂林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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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马三家劳教所经验，尤其是马三家的 5条转化标准，自此成为全国的转化标准。(13) 

 

2000 年 9 月 22 日，中央 610 关于开展教育转化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再次提出的转化标准就是出自马三

家劳教所。(14) 

 

到 2000 年 11 月，根据中央 610 办公室和司法部的一份内部机密文件， 马三家教养院已先后接待了来

自 25 个省市 31 批 500 多人次的参观考察。(15) 原辽宁省沈阳市司法局局长韩广生也曾披露过各地部

门组织去马三家劳教所学习使用酷刑的经验。(16) 

 

在 2000 年中国司法行政系统概况（综述）中提到，司法行政系统在这场与法轮功的斗争中担负着重要

职能，涌现出了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和苏境等一批帮教转化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司法部

党组及时总结他们的经验，向全国推广。”(17) 

 

2001 年 2 月 26 日，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民政部、人事部、中央 610 办公室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同“法轮功”斗争先进事迹报告会。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所长苏境在会上报告转化

经验。(18) 

 

2001 年 4 月 25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要求全国党组织向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党委、北京

市劳教局党委（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委学习与“法轮功”斗争的经验。(19) 

 

马三家劳教所的罪行受到中央和地方党政当局的表彰 
 

马三家劳动教养院被中共中央组织部等中央国家 7 部、委、办授予全国同法轮功斗争先进集体；被司法

部记集体一等功。(20) 

 

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辽宁省思想教育学校）受到的表彰：沈阳市“巾帼文明示范岗”；全国、省同“

法轮功”斗争先进集体；省“三八”红旗集体；全国司法行政系统教育转化工作先进集体；省司法厅授

予集体二等功。 

 

女二所所长苏境本人受到的表彰(21)：司法部“杰出教育能手”（二级英模）；省“三八”红旗手；省

政法系统“人民满意干警”；辽宁省“优秀公务员”（2003年）。(22) 

 

2011 年 12 月 19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司法部表彰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和劳动

模范，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管理所所长任文甫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工作者。(23) 

 

辽宁省司法行政系统 2011 年第七期人民警察警衔晋升培训班，马三家劳教所为“先进集体”，马三家

劳教所的金山、王雪为“优秀学员”。(24) 这两位“优秀学员”参与过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25) 

 

辽宁省司法行政系统 2012 年第二期警衔晋升培训班，马三家劳教所为先进集体，该所的高洪昌为优秀

学员。(26) 高洪昌是一所三大队大队长，后任一所所长。三大队是专门迫害男性法轮功学员的大队。

高直接指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包括亲自动手施以酷刑。(27) 

 

结语 
 

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及辽宁省思想教育学校，并不是普通的劳教所，而是江泽民集团直接掌控的迫害法轮

功的典型。在中组部、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中央政法委、中央 610 办公室、司法部的直接指

挥和干预下，马三家设计实施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各种洗脑转化和酷刑方法，并由以上中央部委向全国



 3

 

推广，后来更从针对法轮功学员扩展到了普通上访民众。追查国际多年来持续追踪发生在马三家的反人

类罪行，对主要责任人及其罪行进行了调查并发表了一系列调查报告和追查通告（历年调查综述将随后

发表）。所有证据都已记录在案。 

 

注：首创在北京劳教系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转化的北京市劳教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周凯东于 2003年 1

月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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