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大庆市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案例
自 1999 年 7 月中国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黑龙江省大庆市劳教所
黑龙江省大庆市劳教所成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黑龙江省大庆市劳教所
黑窝，该劳教所一大队副大队长自称是地狱小鬼转世。大庆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施加的残酷迫害，据不完
全统计，已经造成至少三名法轮功学员死亡，其中包括当着 40 多人的面活活打死的法轮功学员王斌（见案
例 2），将法轮功学员何华江在被转入大庆劳教所的当天晚上折磨致死（见案例 1），还将多名法轮功学员
迫害致残（案例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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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名法轮
功学员（案例 5，10）。大庆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经常使用的暴行包括以各种形式进行体罚、虐待，比如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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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
神折磨上，大庆劳教所强制灌输诋毁法轮功的宣传，进行人格侮辱，等等。
以下是黑龙江省大庆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分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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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何华江
受害人：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市劳教所副所长王咏湘，管理科长韩青山，一大队副大队长王英洲，二大队副大
疑人及单位：
队长张明柱等
基本犯罪事实：大庆市劳教所将法轮功学员何华江迫害致死。
基本犯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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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行把法轮功学员何华江从工作岗位抓捕，
关押三个多月后于 2002 年 12 月 23 日下午，把何华江转至大庆劳教所，劳教所把何华江关入隔离室。何华
江约在当晚半夜 12 点左右被警察迫害致死。夜里 1 点多（24 日凌晨），大庆劳教所通知何华江 15 岁的儿
子去见他，所看到的是父亲何华江已死，且光着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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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何华江的遗体不知去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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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任何人接触。
案例 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王斌
受害人：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市劳教所二大队教导员冯喜，值班干警鲁仍更、文强（脱岗），犯人仓双成、宋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
保成、刘庆辉。
基本犯罪事实：大庆市劳教所二大队将法轮功学员王斌活活打死
基本犯罪事实：
详细情况：2000
年 5 月底王斌进京上访被判劳教，因不写放弃修炼的“保证书”，大庆劳教所便多次毒打
详细情况：
王斌。2000 年 8 月至 10 月期间，为了所谓地“迎接”北京来人检查，大庆劳教所密令各大队“做”工作，
务必做到 100%写放弃修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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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名犯人，
在监号里当着 40 多人毒打王斌近一个小时，直到将其活活打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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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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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牛怀义
受害人：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黑龙江省大庆市劳教所
单位：
基本犯罪事实：大庆市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牛怀义致死
基本犯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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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情况：2000
年 8 月大庆劳教所非法劳教关押法轮功学员牛怀义。劳教期间大庆劳教所残酷迫害牛怀义，
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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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劳教所怕承担责
任，将牛怀义释放回家。牛怀义回家后不到一个月就含冤去世。
案例 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栾志义、胡人权、王永强、吕观茹、梁景礼、刘汉学、张胜辉、田彦新、乔永生、白
受害人：
旭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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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队副大队长王英洲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
基本犯罪事实：严冬零下
20 多度，恶警扒光法轮功学员的衣服拷到室外的铁架子上；用“上绳”等酷刑折
基本犯罪事实：
磨法轮功学员。
详细情况：2001 年 2 月，在严寒零下二十多度下，二大队恶警将坚持炼功的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带到室外，
详细情况：
用手铐十字架形地铐到铁架子上，长达两个多小时，胡人权被冻晕过去，失去了知觉。恶警还对王永强、
吕观茹、梁景礼、刘汉学、张胜辉、田彦新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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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两年，他们身上的绳印依然清晰可见。2001 年正月初七零
下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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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警及一些犯人将法轮功学员乔永生、
白旭昌等扒光棉衣和鞋帽，只允许穿线衣、线裤，推到外面用水浇出的冰上长达 20 多分钟。
案例 5：
受害人：白旭昌、乔永生等数十名法轮功学员
受害人：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王英洲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
基本犯罪事实：劳教所管教王英洲等唆使犯人集体殴打数
10 名法轮功学员
基本犯罪事实：
详细情况：2001 年 1 月 30 日（初七），大庆市劳教所管教和其它犯人无理殴打 10 名集体炼功的法轮功学
详细情况：
员。将其中一名法轮功学员白旭昌隔离一天不给饭吃；将另一名法轮功学员乔永生眼角打伤、还将一名姓
杜的学员被打成一瘸一拐的，走路困难，手也被打伤。之后大庆劳教所无理禁止法轮功学员相互谈话、打
招呼、相互问好，否则就打。
案例 6：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刘福斌、于若钧、郭法东、候广钦、杜国聪、白霜、任亮、魏本生、徐斌、黄太仁、
受害人：
冯广运、周广春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劳教所所长应程礼，科长韩青山，赖仲辉，王英洲，付所长王咏湘、王喜春、张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
明柱等
基本犯罪事实：大庆劳教所将法轮功学员刘福斌、于若钧、郭法东、候广钦、杜国聪、白霜、任亮、魏本
基本犯罪事实：
生、徐斌、黄太仁、冯广运、周广春分批隔离，逐一迫害
详细情况：2002
年 12 月份，大庆市劳教所的恶警组织了又一轮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大庆劳教所指使
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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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被隔离或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与探望的家人见面，
并且严格检查家人送来东西，全面封锁信息。劳教所一大队的副大队长王英洲利用两个犯人赵金发、刑树
果不许郭发东睡觉，浇凉水，早晨 200 盆、晚上 200 盆，昼夜折磨，长达十天左右。2002 年 12 月，大庆劳
教所恶警扒光法轮功学员任亮的衣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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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任亮被毒打得走路非常困难，近一个星期才好转；将法轮功学员徐斌扣在铁椅
子上后再用绳子捆绑，近两天两夜不让他睡觉；徐斌被折磨得走路困难，去卫生间都得别人扶着走。并且
狱警晚上安排犯人轮流坐在他床边看着，过一会儿就叫他一次，使他无法休息。恶警还对年近 60 岁的法轮
功学员黄太仁大打出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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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警不让法轮功
学员冯广运正常休息、迫使冯广运“坐小凳子”、灌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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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7：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杜国聪
受害人：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
及单位：三大队恶警王英洲、干警有翟喜亭、宋文岩、王英洲、祝学祥等
犯罪嫌疑人
及单位：
基本犯罪事实：大庆劳教所恶警指使犯人多次毒打法轮功学员杜国聪，施以“上绳”、关小号等酷刑
基本犯罪事实：
详细情况：大庆劳教所恶警指使“包夹”的犯罪人员经常毒打辱骂法轮功学员杜国聪；浇冷水，拳打脚踢。
详细情况：
有一次恶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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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队恶警王英洲在大队会议室对杜国聪上绳灌盐水，并用脚使劲踩胸肋部。还用木棒使劲往口里塞，
使两腮溃烂、红肿。当时王英洲亲自动手，上绳勒时用手使劲掰杜国聪的胳膊，让杜国聪跪着，不让坐椅
子，折磨一整天，杜国聪在地上滚得浑身是泥，让去洗净回来再折磨，晚上 9 时左右才回号内。当时在场
的干警有翟喜亭、宋文岩、王英洲、祝学祥参与指挥，并叫了 5、6 个犯人帮忙。杜国聪于 8 月 7 日下午调
回一大队。2002 年 12 月，把杜国聪关进小号，拷打了 20 多天，使之全身是伤，腰直不起来，且在包夹监
视下进行强体力劳动。
案例 8：
受害人：
受害人
：法轮功学员曹景栋、李东宁、刑全振、扈红记、张胜辉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市劳教所副所长王永湘为总指挥，管理科长韩青山、一大队副大队长王英洲、二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
大队副大队长张明柱，赵金发、蔡树国、霍建，杨春雨等
基本犯罪事实：大庆劳教所使用多种酷刑残酷折磨法轮功学员
基本犯罪事实：
详细情况：大庆劳教所恶警使用多种残酷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指使劳教犯人两个包夹一位法轮
详细情况：
功学员，不让学员之间说话，唆使劳教犯人打骂污辱法轮功学员；把法轮功学员上刑后灌浓盐水；关小号
拷打；上绳（酷刑）；冬天用电扇吹着浇凉水数小时、数量达几百盆，往嘴里抹大便；在法轮功学员前胸
垫上棉垫，用胶皮锤子击打前胸，致使表面上看不出来，却能造成内伤；把法轮功学员手脚铐在老虎凳上，
裆中坐上个铁管子（这样整个体重都压在了尾锥骨尖上）。恶警对法轮功学员张胜辉浇凉水长达 6 小时，
导致张胜辉昏过去两次，后来恶警脱光张胜辉的衣服再把他锁进铁椅子坐到棍上。恶警杨春雨自己讲，这
种酷刑一般的人不到半小时就受不了。2002 年 1 月 22 日，劳教所强迫法轮功学员看中央电视台栽赃法轮功
的节目，遭到曹景栋等法轮功学员进行抵制。当晚，管理科长韩青山、一大队副大队长王英洲将曹景栋关
进小号，并趁夜深人静对曹景栋进行集体殴打，致使曹景栋左眼面部黑肿达两个月，胸骨被皮鞋踢伤长期
疼痛，胸闷咳嗽。
案例 9：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葛振民
受害人：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劳教所恶警李海涛、韩天柱、王军平、王中和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
基本犯罪事实：大庆劳教所恶警一天之内多次对葛振民施以“上绳”的酷刑，对绝食期间的葛振民，强行
基本犯罪事实：
灌食，造成葛振民胃粘膜、肠粘膜脱离，大肠 85%溃疡。
详细情况：大庆劳教所恶警在一天内对葛振民施以上绳的酷刑三次，葛振民还在善良地向恶警们讲着真相，
详细情况：
第二天接着又给他上了四绳。2001 年 12 月左右，对绝食的法轮功学员葛振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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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
案例 10：
10：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杜国聪、庄刚祥，刘福斌、白霜、邢全震、徐斌、任亮
受害人：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劳教所一大队大队长赖仲辉、教导员王军平、副大队长王英洲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
基本犯罪事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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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打
基本犯罪事实：
法轮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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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此期
详细情况：
间采用强制手段强迫法轮功修炼者放弃信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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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些劳教人员毒打折磨大法弟子，其中在一大队被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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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杜国聪、白霜、邢全震、徐斌、任亮等多人被打伤。法轮功学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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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弟子刘福斌目前仍被隔离，经常遭到包夹劳教人员的打骂。

案例 11：
11：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庄刚祥
受害人：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劳教所恶警李海涛、张明柱、韩天柱、王军平、王中和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
基本犯罪事实：殴打、关进小号、坐老虎凳
基本犯罪事实：
详细情况：恶警因法轮功学员庄刚祥一直讲真相，无理将他绑在老虎凳上，用胶带封嘴，连气都不让出，
详细情况：
致使其被窒息得晕了过去，后由一犯人用凉水喷醒。恶警怕传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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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上了五次，致使庄刚祥手臂因损伤而昏迷。2002
年 4 月 26 日，由于庄刚祥坚决抵制迫害，恶警把他关进小号坐老虎凳长达七天七夜。还以减刑为诱饵指使
犯人殴打庄刚祥等法轮功学员。
案例 12：
12：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左国卿
受害人：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劳教所恶警赖仲辉、张波等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
基本犯罪事实：
犯罪事实：把法轮功学员左国卿关进老虎凳，再戴上手铐、脚镣，施行一种刑上绳，并灌浓盐水，导
基本
犯罪事实：
致左国卿严重胸积水，随时有生命危险
详细情况：2001
年 12 月，大庆劳教所恶警把法轮功学员左国卿关进老虎凳，在老虎凳里还给戴上手铐、脚
详细情况：
镣，又拿宽胶带从前到后地把嘴缠了十来圈，不让说话、不让喝水、不让进食。至当晚六点，恶警们又把
左国卿从老虎凳上拉出，先是无视人格地把全身衣物全部扒光，连内裤都被扒下，赤条条地进行所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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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治，多次从左国卿胸腔内抽出大约四升积液。由于院方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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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13：
13：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隋洪海
受害人：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大庆劳教所二大队王中和、恶警王刚、王喜春、张明柱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
基本犯罪事实：大庆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隋洪海施以上绳酷刑，造成隋洪海右臂骨折，右臂完全失去活动
基本犯罪事实：
能力
详细情况：2002
年 7 月 2 日，大庆劳教所非法将法轮功学员隋洪海关押在二大队，当班大队长王中和，恶
详细情况：
警王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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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和便指使上述三
名恶警给隋洪海上绳。二十分钟后，绳子勒进肉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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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警为掩人耳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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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天后，隋洪海右臂带着钢板被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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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14：
14：
受害人：法轮功学员侯宝军
受害人：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黑龙江省大庆市劳教所二大队
犯罪嫌疑人及单位：
基本犯罪事实：2002
年 2 月 8 日，大庆劳教所非法法轮功学员候宝军。大庆劳教所二大队把他关禁闭隔离，
基本犯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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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禁闭侯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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