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咸阳市渭城区高桂荣、安彩
凤被非法起诉，面临被非法庭审 

今年十一月十日, 陕西咸阳

市渭城区法轮功学员高桂荣、安

彩凤接到咸阳市秦都区检察院起

诉书，秦都区法院通知二人近期

不许外出，等候非法开庭。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咸阳市公安局彩虹分局警察非法

抢入法轮功学员高桂荣家中，绑

架并抄家，抢走电脑、打印机、

光盘、纸币、传单、U 盘。同

时，在法轮功学员安彩凤家中非

法抢走光盘、救人传单。后送秦

都看守所因体验不合格而拒收，

现取保候审。 

汉中市法轮功学员张明新被
骚扰 

2021 年 10 月 21 日，陕西

省汉中市汉台区龙江派出所三个

警察身穿便装，到法轮功学员张

明新家中骚扰、拍照。村组长先

到他家看了看，见张明新在家，

就打了电话。 

一会儿，就来了一伙三人，

一人要他在“保证书”上签字，

另一人说他签过了（指张明新的

妻子周丽芹，2021 年 8 月 14

日，遭暴力绑架后，让张明新签

过字）。◇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陕

西报道）中共恶党对法轮功的迫

害，是通过政法委、“六一零”指

挥各级公、检、法、司机构密切配

合。从公安机关的绑架立案开始，

经检察院的非法起诉、法院的非法

判决，到司法厅（局）直属监狱管

理局下的监狱，非法实施刑罚一条

龙式的步骤完成的。被非法判刑的

法轮功学员，都遭受了监狱的严重

迫害。 

监狱对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

员的迫害，与公、检、法相比，有

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表现得更加集

中、封闭、长期、系统、手法多样

且后果严重。其残暴与邪恶，远远

超出人们的想象。本文所披露的，

正是陕西省被非法判刑的女法轮功

学员在陕西省女子监狱（以下简称

“女监”）遭受残酷迫害的真相。 

自二零零二年陕西省女子监狱

非法监禁法轮功学员开始至今，那

里是迫害正信与良善的魔窟。二零

零二年～二零二零年，女监执行江

泽民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

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

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

的法西斯政策，对非法关押的上百

名女法轮功学员通过实施酷刑折

磨、身心摧残、高强度劳役等手

段，旨在达到强逼法轮功学员“转

化”和实现女监高经济效益的罪恶

目的。 

陕西女子监狱共有十个队（即

十个分监区），其中：九队又称入

监队，是强逼法轮功学员“转化”

的重点黑窝；十队为严管队，是残

害法轮功学员的狱中之狱；一至八

队是用苦役折磨法轮功学员生产奴

工产品的生产车间。 

据不完全统计，从二零零二年

到二零二零年的十九年间，陕西女

子监狱非法关押过的女性法轮功学

员中至少有 137 次（其中多人两次

入监），遭受各种酷刑和高强度、

长时间的劳役等折磨。由于中共的

信息封锁，所以，本文所收录的只

是在明慧网上曝光的那些冒着生命

危险，靠正念拒绝“转化”的法轮

功学员所经历和了解到的部份迫害

真相。 

仅从本文所披露的受迫害女法

轮功学员中，有三人被迫害致死；

多人被迫害致残；最少有 250 人次

遭受 31 种酷刑折磨的事实，就足

以彰显女监的残暴与邪恶。人们从

中可以看到，陕西省女子监狱是一

座无法无天、人性泯灭的人间地

狱。 

一、陕西女子监狱残酷迫害法
轮功学员的主要罪恶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日，西安

市三名法轮功学员马蕴华（被非法

判刑七年）、张云贤（被非法判刑

五年）、霍桂兰（刑期不详）被从

陕西省女子劳教所劫持到女监迫

害。马蕴华被关押在监区六队，张

云贤被关押在监区三队，霍桂兰被

关押在监区五队。这是一九九九年

“七·二零”之后最早被劫持到女

监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学员张云贤被非法关

押期间，三队专派杀人犯、吸毒犯

等对她酷刑折磨，就连上厕所都要

严密监控。狱警经常指使其她犯人

对张云贤进行打骂、电击、带四十

八斤重的脚镣。一次，张云贤被戴

背铐长达十六天。面对迫害，张芸

贤以绝食抗议，被暴力灌食，并在

灌的食物中加入有害身体的药物，

还美其名曰“关心”。 

◎二零零三年，西安市法轮功

学员耿艳萍常常被刑事犯关在监舍

或九队图书室里，被殴打并强迫看

造谣污蔑法轮功的书籍等。 

◎二零零三年七月，被非法判

刑八年的西安市法轮功学员王宏，

后被劫持到陕西省女子（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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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监狱。王宏为抵制“转

化”和超时劳役，多次绝食，就被

多次灌食，胃、肺、肾脏都有不同

损伤。 

◎二零零五年，汉中市法轮功

学员李琳、左丽被劫持到女监。之

前，她们在城固县看守所为反迫害

绝食抗议而被强行灌食，身体已极

度虚弱。入监后，她们继续遭受迫

害，被折磨得生命垂危。 

◎二零零五年底，宝鸡市法轮

功学员刘改仙被岐山县法院非法判

刑一年四个月后，被劫持到女监迫

害，并遭到毒打摧残。 

◎二零零七年五月，九队法轮

功学员李颜芳不屈从邪恶，被送进

严管队折磨六个月。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法轮功学员茹红霞出狱的这

天，教育科长姬桂芬以茹红霞不

“转化”为由，有意刁难接她的家

人。家人无奈，请她们吃了一顿

饭，花了上千元，才让把人接走。 

◎二零零九年二月，四名法轮

功学员被送进女监非法关押：王

昱、张香莲、肖春红、余金霖。 

◎二零一零年，余金玲被关押

在女监“严管队”，恶警在冬季强

迫她坐冷板床，不准休息。在长期

折磨下，余金玲患了胸膜炎。据知

情者讲，余金玲在西安北郊一个医

院做了手术回监狱后，仍不准卧床

休息，被体罚站立，强迫劳动，致

使伤口疼痛难忍。已经快五个月

了，余金玲还一条腿瘸着走路。 

◎二零一一年，宝鸡法轮功学

员、大学讲师王乖燕被劫持进女

监。她不配合“转化”迫害，恶警

杜颖唆使罪犯李爱梅、刘丽红等对

她残酷暴打，还不能得逞，杜颖又 

把她关进严管队双手铐起来，亲自

抡起警棒暴打。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九日，宝

鸡市法轮功学员刘素英被劫持到女

监。一开始刘素英就被关在监狱严

管队迫害三个月，期间不允许家人

接见。 

◎二零一四年，西安市法轮功

学员王锦云被非法判刑四年关押到

陕西女子监狱。王锦云受尽了酷刑

折磨，于二零一九年六月五日刑满

回家。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日，西安

市法轮功学员李华、金荣、寇巧

云、王娟秀被劫持到女监遭迫害。

金荣在在监狱遭暴力袭击，牙齿被

打掉五、六颗，差点死在狱中。 

◎二零一六年三月十日，宝鸡

市法轮功学员王江梅被劫持到女

监。因她拒绝放弃信仰，她弟弟和

其他家人多次去探望，遭狱方拒

绝。长期的迫害导致她身体虚弱，

眼睛也出现了问题。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汉中市

法轮功学员杨华、兀亚莉被劫持到

女监迫害。两人在本地看守所已被

折磨得身体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出

现生命危险，但仍不准保外就医。 

◎二零一九年下半年，西安市

法轮功学员宋献兰在陕西女子监狱

被迫害致死。 

◎二零二零年七月三十日，西

安市法轮功学员马蕴华被劫持到女

监第八监区继续迫害。有消息说，

因她不认罪，打死也不认罪，遭到

恶警残酷的殴打。 

二、陕西女监内遭受各种酷刑
迫害的女法轮功学员分类统计 

从二零零二年到二零二零年底

的十九年间，陕西女监最少有一百

三十七人（次）法轮功学员被非法

关押并遭受酷刑迫害，二百五十人

（次）遭受过三十种酷刑折磨。 

三、陕西女监迫害致死、致残
法轮功学员实例 

陕西省女子监狱对法轮功学员

的残酷迫害，使所有被非法关押过

的女法轮功学员都遭受了精神上和

肉体上的摧残。被毒打的法轮功学

员都曾是血迹斑斑、伤痕累累。有

的被折磨致死，有的落下了残疾。 

（一）三名女法轮功学员被迫

害致死 

◎二零零六年八月七日，宝鸡

市法轮功学员刘改仙在陕西女子监

狱被毒打，身负重伤，生命垂危，

生活已不能自理，才被允许家人接

回家中。回家七十五天后，由于伤

势太重，抢救无效，于二零零六年

十月二十二日含冤离世。 

◎二零一六年四月三日，汉中

市法轮功学员熊纪玉的家人接到陕

西女子监狱通知，告知熊纪玉病

危。家人于第二天赶到医院时，熊

纪玉已经昏迷，生命处于垂危之

中 。监狱这才允许家人为她办理

保外就医。 

熊纪玉在回城固县途中，于二

零一六年四月十六日含冤离世，时

年五十三岁。家人无奈，只得临时

将熊纪玉的遗体火化。熊纪玉到底

因何而死？熊纪玉在被非法关押期

间到底遭受了什么样的残害，不得

而知。 

◎西安市法轮功学员宋献兰被

劫持到陕西女子监狱后，监狱明知

宋献兰患有脑溢血、高血压等多种

病，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虽然

家属多次申请保外就医，但始终得

不到批准，宋献兰在监狱里继续遭

受迫害。二零一九年下半年，宋献

兰在女监被迫害致死。 

（二）五名法轮功学员曾被迫

害致生命垂危 

徐明霞、左黎、周静莉、余金

玲、刘宛秋被迫害致生命垂危。 

（三）三名法轮功学员腿被打

断、打残 

罗长云、余金玲、兀亚莉三人

腿被打断、打残。 

（四）七名法轮功学员牙齿被

打落 

（五）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

的留下残疾 

四、陕西女监利用在押刑事凶
犯残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典型 

陕西女子监狱监狱长辛海波及

教育科科长纪桂芬等，为了完成强

迫法轮功学员“转化”的指标和完

成奴工产品的生产任务，纵容、支

持狱警利用在押的刑事犯残害法轮

功学员。 

监狱里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为残

暴、狠毒的是重点“转化”法轮功

学员的九队恶警魏尘、杜颖，尤以

魏尘最甚。她们重用了贪污犯张改

萍、杀人犯薛东波、贪污诈骗犯王

颖等对法轮功学员施暴迫害。（节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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