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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20 年 10 月 17

日，屡遭迫害的延吉市朝鲜族法轮

功学员朱喜玉女士，结束了 4 年冤

狱迫害，从吉林省女子监狱回家。

朱喜玉的家人被延边社保管理局勒

索二十万元钱。为此，朱喜玉向法

院起诉，已立案。2021 年 3 月，

朱喜玉被强制失踪。近日获悉，朱

喜玉再次被劫入吉林省女子监狱。 

朱喜玉，67 岁，修炼法轮功

身心受益。然而中共邪党开始疯狂

迫害后，曾多次被绑架、非法关

押，被绑架达三十多次，三次被非

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此次是

第三次被劫入吉林省女子监狱。 

一、在黑嘴子女子劳教所遭酷
刑折磨 

第一次遭劳教迫害：朱喜玉

给延吉市公安局河南派出所管区警

察金哲浩写真相信，于 2001 年 6

月 29 日被绑架，遭恶警毒打，牙

齿被打掉，并被非法劳教一年。8

月 1 日，朱喜玉被劫入长春黑嘴子

女子劳教所，因不放弃信仰，遭毒

打、电棍电击、野蛮灌等迫害。有

一次，恶警张淑华伙同张桂梅、王

静等把朱喜玉殴打至晕死过去。 

2002 年 5 月 13 日，朱喜玉开

始绝食抵制迫害，关薇等几个警察

同时用多根电棍击打，并用开口器

和页子板进行野蛮灌食。每次灌食

后，朱喜玉都出现吐血、呼吸困

难、大汗淋漓等现象。 

第二次遭劳教迫害：2003 年

11 月 4 日早晨，朱喜玉又被警察

绑架到派出所。第二天警察把朱喜

玉劫往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在

黑嘴子女子劳教所，朱喜玉坚持信

仰、拒绝“转化”，遭到毒打、电

击、关禁闭、铐死人床、野蛮灌食

等残酷迫害：被固定在床上 45

天，有时两只手用手铐铐住后，并

拢绑在头顶上，把二只脚也并拢绑

在脚底下，一宿接一宿地折磨，很

残酷；绑死人床五天左右，不让睡

觉，野蛮灌食，多颗牙在灌食的时

候，被页子板捅断；电棍电击十多

次，电得肌肉挛缩都成三角形了；

在水泥地被拖着，屁股磨出血，后

背出现血嘎巴，被恶警王珠峰踢掉

一颗门牙。 

二、在派出所、公安局，被酷
刑折磨致生命垂危 

2003 年 9 月 1 日，朱喜玉在

金达莱广场炼功被延吉市公安局河

南派出所管区恶警王新年等绑架。

在派出所，警察王新年用手铐把她

固定在椅子上，铐了十多个小时。

晚上，值班警察又把她的脸打得肿

得老高。 

第二天，朱喜玉又被拉到延吉

市公安局八楼国保大队，吊铐 16

个小时。9 月 16 日，被延吉市国

保大队非法判 3 年劳教。劳教所见

她生命垂危，拒收。 

三、在精神病院遭受迫害 
2005 年 5 月 11 日，在市政府

的高压下，朱喜玉被单位（当时已

内退）强制拉到延边脑科医院（精

神病院）“住院治疗”七天，期间

被绑在床上强迫灌食、注射不明药

物。 

2011 年 3 月 3 日，朱喜玉再

次被送进精神病院迫害七天，期间

又被注射许多不明药物。 

四、在洗脑班遭受迫害 
朱喜玉多次被非法绑架至洗脑

班，其中一次是 2011 年 3 月 31

日， 朱喜玉在金达莱广场被国保

大队郑哲洙从金达莱广场薅着头

发，一直拖到洗脑班。朱喜玉的头

发被薅掉，衣服被撕掉，膝盖磨破

出血，短短几天，就被折磨成皮包

骨。 

五、在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的
酷刑折磨 

2011 年 7 月 4 日，朱喜玉被

延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郑哲洙

等绑架，第二天被劫往吉林省女子

监狱迫害。 

在监狱，被包夹刑事犯蔡青、

陈海燕毒打、绑在“死人床”上折

磨：四根绳绑四肢，并固定在床

上，白天晚上都绑，每天手肿得像

馒头一样；被刑事犯杨惠吊起来，

至朱喜玉手脚麻木、颤抖、心闷，

难受至极。 

7 月 16 日，朱喜玉被刑事犯

蔡青、陈海燕、崔松花、刘玉风四

吊起来，导致手脖变成紫色，没有

知觉，呕吐出绿色胆汁，最后放下

来的时候，晕倒在吐出的胆汁上。 

包夹经常把朱喜玉的四肢吊起

来（身体在床上）绑。 

然而，如今刚结束 4 年冤狱的

朱喜玉，仅仅 5 个月后，就又被强

制失踪，非法劫持到了吉林省女子

监狱。◇ 

屡遭迫害  朱喜玉再被劫入吉林省女子监狱 

▲酷刑示意图：野蛮灌食、绑死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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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康芳上任以来，积

极追随中共和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

法轮功，推动迫害政策，经常以调

研名义在延边州各县、市亲自主导

并部署各县、市对法轮功的迫害，

使延边州政法委成为操纵延边地区

“610”非法组织及公、检、法、

司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康

芳在任期间，对延边州发生的迫害

法轮功的犯罪事实承担着不可推卸

的直接领导责任，现仍然在跟随中

共残酷打压法轮功修炼者。 

康芳在二零一二年一月至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任吉林省延

边州委政法委书记和吉林省延边州

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任职八年

间延边地区发生迫害法轮功的案

件：遭骚扰、绑架、抄家、 经济

迫害、非法关押至少 427 人次，强

制洗脑劳教学员少 284 人次，被非

法劳教的学员 3 人，被非法判刑的

学员已知姓名的有 46 人，刑期为

6 个月至 7 年，判 刑罚金 13000

元，被迫害离世、致死的法轮功学

员明慧网已经核实的有 7 人。 

 

一、迫害致死案例 

案例一：图们市曲水法轮功学

员张淑贤被迫害致死 

张淑贤，女，53 岁。二零一

四年八月七日，张淑贤被图们市国

保大队警察绑架后，对其丈夫谎称

张淑贤突发心脏病，在市医院抢救

（张淑贤丈夫说张淑贤根本就没有

心脏病）。到市医院后，看到张淑

贤躺在病床上，挂着点滴瓶，身体

已经是凉的，没有了生命迹象。并

且张淑贤胸部以下、腹部到大腿都

是青黑紫色的伤痕，假牙也被打没

了，明显是被折磨致死的。 

案例二：屡遭酷刑迫害的吴春

延含冤离世 

延吉市法轮功学员吴春延多次

被非法关押、遭受酷刑折磨，所有

的牙都被打掉了。二零一六年三月

被警察破门而入非法抓捕和抄家，

吴春延后来身体瘫痪，二零一七年

六月含冤离世。 

 

二、遭强化洗脑迫害案例 
“洗脑”是中共邪党几十年毒

害中国人的惯用伎俩，而“洗脑

班”作为其迫害法轮功后的产物，

邪恶程度不次于监狱、劳教所等黑

窝。洗脑班以强制手段迫使法轮功

学员放弃信仰。 

延边地区各县市“610”每年

都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延边

州延吉市占全国各区县洗脑班虐杀

法轮功学员的排行榜第十位。 

在洗脑班，法轮功学员被剥夺

一切人身自由，包括家属探视权

等。每位学员被单独关在房间内，

随身携带的手机等物品一律被搜

走，二十四小时被监视，禁止与包

括家人在内的一切外界联系。 

法轮功学员在洗脑班受到长期

监管控制， 虽然是强制关押，却

还要求个人和单位缴费，关押在洗

脑班的费用甚至不比住宾馆少，都

是相关人员向家属勒索或命令单位

从工资中扣取的。 

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方式

极其邪恶：它们利用高压洗脑的方

式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操控

犹大污蔑师父、歪曲大法、挑拨学

员；除了吃饭和睡觉时间，整天向

学员灌输抹黑大法的碟片、别的法

门的咒语、邪悟者编的所谓歌曲

等；强迫学员上所谓的“转化

课”，而且上课必须抄笔记；逼迫

学员写所谓的“心得体会”；邪党

人员还用不“转化”就判刑等方式

威胁恐吓，甚至直接用酷刑逼迫法

轮功学员屈服。 

恶名昭著的洗脑班部份黑窝：

延吉大成洗脑班、依兰镇洗脑班及

和龙亚东水库洗脑班 

 

三、非法判刑部份案例 
延吉市法轮功学员李昌华、李

昌立、祝延文、张姓法轮功学员，

二零一二年被非法判刑三年，法轮

功学员董桂芝被非法判刑五年。 

延吉法轮功学员郎艳梅，二零

一二年五月十八日本应关押到期

时，再次被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

与延边当地“610”相互勾结批

捕，再次被非法判刑五年，被强行

劫持到监狱非法关押迫害。 

敦化市法轮功学员潘义文和王

悦欣夫妇，二零一四年分别被非法

判七年和五年重刑。马桂敏和袁莉

母女分别被非法判三年和四年重

刑。 

屡遭迫害的延吉市 67 岁法轮

功学员朱喜玉，从吉林省女子监狱

回家后几个月再次被劫入吉林省女

子监狱。 

康芳的个人信息： 

姓名：康芳（KANG，FANG） 

性别：女 

出生日期：一九六六年三月生 

工作单位：延边州政法委 

家庭住址：吉林省延边州 

现任职务：延边州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 

二零一二年一月至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二十九日任延边州委政法委书

记；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任延边

州委副书记；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二零

一七年四月，赵利任延边州委政法

委书记； 

二零一七年四月至今康芳任延边州

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原延边州政法委书记康芳罪恶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