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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禁：在中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秘密监狱内》是对中国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
（以下简称指监）黑暗现实进行深度探究的图文报告。这种鲜为人知的羁押系统是
黑监狱的一种合法形式，受害者被政府当局失踪于此，单独监禁长达六个月甚至更
长时间。由于几乎没有司法监督，指监意味着受害者面临遭受酷刑和虐待的风险更
高。本报告中借用丰富插图和模拟文件,旨在使第一人称证词栩栩如生，将读者的视
角带入牢房、审讯室，甚至是老虎椅。作于配套出版物，该报告部分内容基于《失
踪人民共和国》——由受害者亲身讲述的第一本深度揭露指监制度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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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国家开展并支持当地的实地活动，以促进保障基本人权和法治，并提高当地公
民社会和人权捍卫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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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的2013年，中国
引入了一种羁押制度，赋予警察权力将任
何人消失于秘密设施中，切断他们与外界
（包括律师和家人）的所有联系，并对他
们进行任意的审讯。关押持续时长可达六
个月。该制度赋予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
关在几乎不受监督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权
力，使得他们可以任意拘留、刑讯逼供、
威胁和虐待受害者。该制度即指定居所监
视居住（简称指监，英文缩写RSDL）。
中国刑事诉讼法（2018 年修订）第 75 
条规定了对被指监人士的基本保障措施，
例如检察官对实施指监决定的监督以及要
求在 24 小时内通知家属，但这些规定经
常被警察绕开，他们要么干脆无视，要么
通过断言受害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而
采取例外。指监是一种法外措施，它的实
施并不需要法院批准，而且往往发生于被
正式逮捕之前。

自指监推出八年多以来，由于其涉及严重
的人权问题，联合国专家多次呼吁中国废
除该制度。2018年，包括强迫或非自愿失
踪问题工作组在内的十个联合国特别程序
将指监制度描述为“类似于隔离和秘密拘
留，等同于强迫失踪；他们使那些被指监
的人面临遭受酷刑和其他不人道和有辱人
格的待遇以及其他侵犯人权的风险。” 1

保护卫士正在进行的一项长期研究，利用
对受害者、受害者家人和朋友的采访，结

合在线调研，揭示了指监系统中令人震惊
的详情。截至 2021 年 6 月，我们已记录
了 175 例个案。虽然我们的研究侧重于人
权捍卫者2，但并不表示其他受害者的待
遇会比他们更好。

获准与律师会见（仅记录了一个案例）、
与家人取得联系（仅四个案例）、检察官
来访进行监督（仅两个案例）的情况非常
罕见。警方通常将受害者以指监制度关押
长达六个月（32个案例），即该制度允
许的时间上限。还有大量证据表明，指监
经常被用于其既定目的（即刑事案件的侦
查阶段）之外，因为很大一部分指监受害
者从未被正式逮捕（52 名受害者，或略
低于三分之一，最终被取保或释放）。相
反，人们认为指监可能被用作震慑和强迫
人们做出对他人不利证词的工具。
虽然绝大多数指监受害者是中国人，但也
有一些外国人遭到了该待遇。一些比较知
名的人士包括中国人质外交的受害者——
加拿大人康明凯和斯帕沃、在泰国被中国
特工绑架的瑞典书商桂民海、瑞典活动人
士彼得·达林（他也是发布该报告的保护
卫士组织主任）、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
李明哲、甚至还有一位名叫杰夫·哈珀的
美国篮球运动员。在有些案件中，被指监
的外国受害者被拒绝外交探访（如澳大利
亚作家杨恒均）。3

虽然法律使指监的非法行为合法化，但这
对警方来说往往还不够。警方除了滥用法
律中的例外条款之外，还往往违反其规
定。我们记录了 6 起受害者被关押时间超
过6个月的案例，其中一名受害者遭受了

近 4 年的指监4。甚至杰夫·哈珀的指监也
非法持续了8个月。刑诉法规定指监地点
必须与办案地点分开——尽管法律的措辞
没有明确是否可以接受同一建筑物或同一
设施中的不同房间。然而，据许多受害者
反映，警方在他们的监室里对他们进行长
时间审讯是家常便饭。

指监通常设在一个秘密地点，警方不会公
开被拘留者的关押地点。由于受害者在被
转移出入指监时通常都戴着黑头套，而且
监室的窗户被厚厚的窗帘挡住，因此除了
粗略估计之外，很少有人能够知道被关押
的确切位置。指监使用多种类型的场所：
专门为此建造的设施、警察培训中心和宾
馆，或政府所有的公寓楼都在我们的记录
中。两名指监的女性受害者，王宇律师和
女权捍卫者李翘楚均表示在指监内需要签
字的笔录上看见了北京通达资产管理公司
的名字。北京通达是由下属于北京市公安
局的四服企业管理办公室设立。5 6

指监受害者反映遭到身体和心理上的折
磨，包括睡眠剥夺、食物剥夺、长时间戴
着手铐和脚镣（有时持续数周）、殴打、
强迫用药、剥夺就医、性虐待、长时间保
持压力姿势（例如手腕被高高吊起）以及
对本人和亲属身体伤害的威胁。

可以想象，这些折磨对人产生的影响远远
不会止于指监期间。

根据官方数据显示7，指监的规模和范围
自合法化以来一直在扩大。2013年，被
关押在指监的人数不到500人，到 2019 

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 6000 多人。保
守估计，2020 年中国每天有 20 人被指
定居所监视居住。根据国际人权规范，当
大规模或系统地实施强迫失踪时，应被视
为“危害人类罪”。

尽管指监造成的侵犯人权行为非常严重，
但在从事中国人权工作的非政府组织之外
的世界里却鲜为人知。部分是由于它操作
的秘密性。现有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设施
的图片很少，大多数受害者因为害怕再次
受到惩罚而不敢发声。作为最早揭露指定
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的人权组织之一，保护
卫士于2017年首次通过发布开创性书籍《
失踪人民共和国》（当前已出第二版，新
增故事）引起人们对该制度的注意。该书
由多位敢于发声的勇敢受害者以第一人称
亲身讲述。

《囚禁：在中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秘密监
狱内》试图改变外界对该制度缺乏了解的
现象，运用插画以及第二人称叙事让受害
者讲述的故事活灵活现起来，仿佛引领读
者戴着黑色头罩亲身进入秘密场所、进入
单间牢房、进入审讯室，甚至坐上老虎椅
身临其境。《囚禁》当中的所有细节，均
来自受害者、受害者家属或律师的证词。
我们希望读者通过该图文报告开始了解指
监制度、理解受害者的处境并受到启发加
入日益壮大的国际运动，谴责中国以其支
持的绑架制度为代表的严重侵犯人权行
为。

简介

“当黑头套被取下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处于一
间四周都是软墙的房间。”

——人权活动人士 李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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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袭击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抓捕的决定
性特点。国保警察（偶尔是国安警察）的
队伍，通常至少有十几个，有些穿着便
衣，趁着你在家里或宾馆睡觉时，毫无征
兆地进行突袭。他们可能会在午夜敲门，
用钻头开锁，或者让小区保安假装你的车
出了什么事来引诱你离开公寓。或者也可
能发生于趁人在家休息或在餐馆吃午饭的
白天。

警察会迅速将你制服，将你推倒在地，从
背后给你反手戴上手铐，同时另一名警察
全程举着一个摄像头对你进行拍摄。他们
可能（也可能不会）出示相关文书，例如
拘留通知书或逮捕令。如果突袭发生在家
里，他们会没收任何他们有兴趣的东西，
包括笔记本电脑、手机、文件等。甚至可

能包括你孩子的iPad。一旦他们结束搜
索，他们会给你戴上一个令人窒息的黑头
套，身体两侧被人包夹式地押上汽车后
座，并命令你全程保持低头。

第一站通常是派出所，在警方决定是否对
你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期间，你可
能会被锁在一张审讯椅（又称老虎椅）上
一两天。有时也会立即执行指定居所监视
居住措施。一旦作出指监决定，他们会再
次给你戴上黑头套，将你押上汽车后座，
驱车几小时到达关押地点。这个地点可能
是军事基地、政府招待所或匿名设施。

这时候，对你执行为期六个月与外界隔绝
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监禁正式开始。 

第7页插图: 警察通常在夜幕降临后从家中突袭受害者，随后给他们戴上黑头罩并转移至指定居
所监视居住。插图: Antlem

第一部分：抓捕

他们迅速将我拉进车的后座，将我推倒在地，脚踩在我的背上；我感
到还有两个人在后座，听见其中一人似乎对着电话说：“抓到他了。”

——人权活动人士 翟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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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内部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常神秘莫测。你可能
被关押于一座专门建造的设施（如12-13
页插图所示），经改造的拘留中心，警察
培训中心，招待所或公寓小区。这些设施
通常由警察、武警、国安或政府的其他部
门所有。如果是一座专门建造的设施，通
常可能在偏僻的地点，关押地点配备审讯
室、大门出入所需钥匙卡、还有复杂的监
控摄像头系统。如果由于什么原因房间
内只有你和一位看守，那么这位看守将和
你一同被锁在房间，因此即使你能够制服
这名看守，要逃跑也不可能。前往指监的
路上你会被戴上黑头套，出来的时候也是
如此。这是为了确保指监地点的秘密性。
然而，通过从黑头套下方的边缘处、房间
窗帘的缝隙、或是从洗手间窗户的角落处
（如果有窗户的话）往外瞥或许能偷瞄到
一些线索——一座山、一个标识、或一些
特色建筑。又或许能从被要求写悔过书的
纸张抬头、或者从需要签字的审讯笔录上

发现关押地点的名字。在长达数月的单独
监禁期间，还可能收集到其他线索，例如
来自外部的声音，包括高速公路上的车辆
声、飞机起飞和降落的声音。设施内还关
押着其他人员，因此也可能听到大楼内其
他地方传来的尖叫声和撞击声。 

警方或许会（也或许不会）向你家人提供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通知书。如果是外国
人，他们可能（也可能不会）及时通知领
事馆。根据中国法律，这两者均需要做
到，但中国警方往往无视这一法律保障，
有时候利用法律中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例外
条款为借口。

随时，警方可能决定将你转移到同一设施
的另一间监室，或者同一城市或其他城市
的不同设施。8但命运都是一样，你将被
与世隔绝的单独监禁在一个秘密地点数月
直到结束。

第12-13页插图：国家安全局运作的指监专用设施部分建筑3D图。参考包括彼得达林等五位受
害者的经历描述，彼得曾于2016年1月被关押于此。插图:  Sachira

第14-15页插图：指监通常设置在秘密地点；一些受害者得以使用有限线索厘清大致位置。图
片来源：google地图。

11

11到12月，下了好几场雪，窗子打开、窗帘拉开一点缝隙，起来走动
时能够从缝隙看到屋外地面上的积雪，那一瞬间内心竟然泛起一股莫

名的欣喜。

——法律学者  刘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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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押设施

指监区域入口

监室 & 洗手间

审讯室

会见室（很少使用，
大部分关押人员都未见过） 
 

简易厨房

未知房间
（可能用于非值班看守休息室）

 

办案人员 & 看守
专用洗手间

LAT: 39°48'35.4"N

LONG: 116°23'01.6"E

北京



1514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已知地点

设施类型: 住宅小区
地点: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北投新村第二幢502室
已知受害者: 美国篮球运动员Jeff Harper

设施类型: 国有宾馆
地址: 陕西宝鸡宝钛宾馆
已知受害者:人权律师常玮平

设施类型 ：指监专用设施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
已知或疑似受害者：瑞典人权活动家彼得，彼得女友潘
锦玲，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澳大利亚记者成蕾，作家杨恒均。

设施类型：警方所有招待所
地点：具体位置未知，北京通达招待所，位于北京大兴区六环附近 
已知受害者：人权活动人士李翘楚，人权律师王宇

广东
 

陕西

天津

中国 北京

设施类型: 警察培训中心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广州公安局人民警察培训中心。
已知受害者：人权律师隋牧青

设施类型：警方所有招待所
地点：天津津安招待所，位于天津盘山风景区
已知和疑似受害者：人权律师王宇、王全璋、谢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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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监的生活意味着孤立、无聊和恐惧。你
在里面唯一的陪伴，将是被指派全天候 
24 小时对你监视的两名看守（即使上厕
所时），以及当审讯人员到来的时候。在
最初的几个小时内，你可能会被要求脱光
衣服——男性和女性都一样——看守会进
入房间并仔细检查身体，连嘴巴和肛门也
不放过，以防秘密携带物品。还将给你发
放一件脏兮兮的 T 恤和运动裤，通常是
灰色的，此后白天黑夜都穿着它。脚上则
穿上塑料拖鞋。如果有戴近视眼镜，它们
可能会被收走，虽然很少有受害者有幸获
得阅读的机会，但是如果没有眼镜，就会
很难看清被要求签名的审讯笔录。
最初，可能在第一天，医疗组会前来给你
做身体检查。他们会记录你的体重和血
压。还可能会给你开一些治疗你从未患
过的疾病的药物。看守负责确保你按时吃
药。每次吃药的当时，你可能什么感觉也
没有，但据许多受害者反映，药物使他们
的思维变得缓慢而模糊。你将定期接受这
样的“体检”，对于其中一些人来说，定期
意味着每天早上。

你只能依仗必须遵守的死板时间表来计算
时间——起床、早餐、固定姿势坐着、午
饭、固定姿势坐着、晚饭、固定姿势坐
着、审讯、固定姿势坐着、就寝。或者，
也许是看守每两到六个小时换岗一次，这
也有助于你的时间概念。随着窗户持续

数月保持关闭，自然地室内空气变得不通
畅，但你却很少被允许洗澡。
 
 你在里面需要遵守无数的规则：不允许和
看守说话，睡觉时总是把胳膊放在被子之
上，按时吃医生开的药，如果有事需要先
举手。如果你惹怒了审讯人员——也许你
的供词不够满意，也许你拒绝在他们要求
签字的东西上签字——那么你可能会遭到
减少食物、殴打腹部、施以镣铐的惩罚。
不仅仅有看守对你监视（他们用对讲机报
告着你的一举一动，并将其记录在一个小
笔记本上）而且房间各个角落遍布着多个
监控摄像头，有时候连洗手间也装有摄像
头，好似要将你最微小的尊严也剥夺掉。
两名看守在离你很近的位置坐在带软垫的
圈椅上，他们不是一动不动的监视你，就
是在玩着手中的手机。

单独监禁的乏味让人难以忍受。难以忍受
到偶尔甚至会期待审讯的到来。为了缓解
烦躁、恐惧和痛苦，抵抗被不断洗脑的效
力，你会偷听看守的八卦，回忆过去的歌
曲或书中的片段，并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
地翻阅。记忆、过去的对话和遭遇可能会
像电影一样在你的脑海中闪放。一些受害
者考虑过自杀，但这根本不可能实现——
墙壁和桌子边缘等坚硬表面被软垫填充，
何况，看守如老鹰一样凝视着你，即使有
办法，你也永远没有机会尝试。

第17页插图:.在没有自然光线的监室受到不断监视的情形下，受害者的时间被严格控制在
睡觉、吃饭、静坐和提审上。指监设施中没有镜子，插图中包括镜子出于艺术考量。 插
图：Antlem.

日常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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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前半段，其特点是可能
每天都有持续数小时激烈审讯。审讯通常
直接在你的监室或同一建筑物的审讯室中
进行。为了粉碎你的精神并强迫你认罪，
你可能被迫保持数小时的极度压力姿势（
见第 33 页）。

第19页插图: 指监期间，看守24小时不间断的监视并记录你的动作，无论睡觉、起床，甚至
是在洗手间。该登记表根据受害者的叙述进行了艺术诠释。设计:  Sandra Soler Peyton.

19

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后半段，待遇通常
会有所改善：审讯减少或甚至完全停止，
你可能会被允许进行一些有限的活动，例
如在房间里走动，如果够幸运的话，在最
后几周，可能会获准阅读一些书籍。到了
这个阶段，警方已经从你那里得到了他们
需要的一切，剩下的时间大概用来处理你
的逮捕或释放手续。

日常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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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suicide padded walls

Surveillance cameras

Bed with thin blankets

Basic bathroom – no mirror, 
toiletries brought in by guard 
when used

Shower - rarely allowed

Toilet & sink with 
anti-suicide padding

Thick drapes kept closed

 

Square drawn on floor to show 
prisoner’s allowed movement

Bright fluorescent strip lights, 
always on

Door locked with keycard

Digital clock & thermometer, 
taped over so prisoner cannot
see the temperature

Table & stool for prisoner

Armchairs for guards while 
watching pris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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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页插图: 由国家安全局运作的指监专门设施监室3D图。根据包括彼得达林等数位关押于
此的受害者叙述制作，彼得曾于2016年1月被关押于此。 插图：Sachira.

防自杀软垫墙

监控摄像头

床，轻薄被子

简陋洗手间-没有镜子，洗漱用品在需要使用时由看

守带入

淋浴，很少被允许使用

防自杀软垫洗手间 & 洗手台

一直紧闭的厚重窗帘 

地上画的方块，用以限制犯人的行动范围 

总是开着的明亮荧光灯条

关着的门，只有钥匙卡才可打开

被东西遮住的电子时钟和温度计，以防犯人看到房间

的温度

犯人用书桌

看守用圈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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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页插图：一些指监受害者反映被要求看犯人守则，一些人则被口头告知相关规定。该图
的犯人守则根据受害者叙述进行了艺术诠释。设计： Sandra Soler Peyton.

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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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被关押的监室取决于指监的设施类
型——它可能是专门建造的，也可能只是
一间旧公寓卧室或宾馆房间。它可能大而
空荡，也可能只有比一张双人床大一点的
面积。9 但无论设施类型如何，所有指监
地点有其共同点——家具疏散在各个角
落：一张床，两把软垫圈椅供看守坐着监
视，还有一把简陋的椅子或凳子供你每天
消磨时间。看守可能会在地砖上画一个小
方块，可能是1平方米，命令你在这个方
块内逗留、站立或坐下。如果警察决定在
监室对你非法提讯，房间内还会有一张桌
子和椅子。

房间内的一切设置都进行了防自杀考量。
墙壁上包满了灰色软垫或黄色塑料泡沫，
有时桌子、床、洗手台和马桶的边角也会
被软材料包住。他们甚至可能给你一个防
自杀牙刷——它的手柄像高尔夫球一样呈
圆形，或者系一根绳子在上面，另一端牢
牢地握在看守的手中——以防止你吞下
它。房间或洗手间均没有镜子；所有尖锐
的物体都是潜在的武器，以防你用它来伤
害看守或你自己。当然，即使不采取所有
这些措施，你自杀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
每天的每一秒都被监视着。每次至少派有
两名看守在你的房间里，记录你的一举一
动，一堆监控摄像头安装在牢房天花板的
各个角落，有时候连洗手间也不放过，一
天 24 小时不间断的对着你。

墙上除了贴上警方通告或守则清单外，则
空空如也。他们可能会故意将房间调试到
让人不舒服的温度使你抓狂。升高房间温
度使其变得闷热，或者在厚厚的窗帘后面
打开窗户让寒冷的冬日空气进入。你的床
上用品充其量只是一些薄毯子。如果你被
关押的地点是在指监专用设施，他们可能
在墙上安装了一个数字时钟和温度显示
器，然后莫名其妙地用胶布将温度显示器
遮住。

你不被允许保留任何私人物品，因此不需
要任何柜子或抽屉。每餐饭后，餐具都会
被移走。到了刷牙时间，看守会把洗漱用
品带进来。洗澡只是偶尔才会被允许，还
限时。而且可能只有冷水，甚至在连泡沫
都没冲洗掉时就被命令出来。

为了保持地点的秘密性，增加额外的心理
压力，牢房的窗户将被彻底封闭。玻璃可
能是磨砂的，或者厚厚的窗帘会遮挡所有
视线。即使你可以打开窗帘，坚固的栏杆
也会将整个窗户框给包裹住。在整整六个
月指监期间（甚至可能非法关押更长时
间），你将看不到任何阳光。取而代之的
是，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房间都会被刺眼
的荧光灯条照着。或许你有幸通过窗帘上
一个被忽视的微小缝隙瞥见一些东西——
一片天空，建筑物的角落；或者你通过洗
手间窗户的栏杆向外偷看，如果有幸看到
什么，或许你会因看到一只小鸟或远处学
校里孩子们玩耍的声音而燃起希望。

25

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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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室

第29页插图：由国家安全局运作的指监专用设施审讯室3D图。根据包括彼得达林等受害者的
经历绘制，彼得于2016年1月关押于此。 插图:  Sachira.

提审的地点可能会在你的监室，或者在另一
个房间。法律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办案
地点应该有别于关押地点，但对于维权人士
来说，这一点很少被遵守。

在指监的最初数周或数月，每次审讯可能持
续数小时，一开始你可能会被审问到筋疲力
尽，可能在压力下崩溃。

你的审讯者通常穿着便衣，拒绝透露他们的
身份。他们坐在普通的椅子上，你可能被铐
在一张老虎椅上。这种酷刑装置有一个挡
板，用于约束你的大腿和手腕，脚踝也有约
束装置。

为了捕捉“电视认罪”的合适镜头，除了在房
间里安装的监控摄像头之外，其中一名审讯

者可能会通过他们的笔记本电脑上的网络
摄像头对你拍摄。你可能会被迫签署放弃本
人指定律师的权利（尽管在指定居所监视居
住会见律师的机率几乎为零），撰写悔过书，
或录制警方提供脚本的供词，用于在官方电
视台上播出。

虽然提审可能会调剂你在指监期间的单调
乏味生活，但它也是最有可能让你遭受酷刑
和威胁的时候。如果你是女性，还可能受到
性骚扰和羞辱。

在指监即将结束时，提审次数可能会减少甚
至完全停止。警方可能已经从你身上得到了
他们需要的一切，现在正在考虑下一步怎么
做：对你取保候审还是正式逮捕并转移到看
守所。

监视摄像头

保持关闭的厚重窗帘

随时开着的刺眼荧光灯管

老虎椅

显示日期的电子时钟

做笔记的审讯人员专用椅 

主审专用椅 

翻译或第二审讯者专用椅 

1

2

3

4

5

6

7

8

 

Surveillance cameras

Thick drapes kept closed

Bright spotlights on ceiling for blinding prisoner

Tiger chair

Digital clock with date

Chair for officer taking notes

Chair for interrogator

Chair for interpreter or second interrog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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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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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和威胁

32

第32页插图：虚构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审讯者手册”内页，根据受害者的证词，描绘了对犯
人实施的身心折磨。插图： Antlem.

你现在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了，孤身一人。
除了你的看守和提审人员之外，没人知道你
的下落。没有监督，没有问责制，你完全处于
迷茫无助中。

此时是警方对你施加身心折磨以使你合作的
最佳时机。他们的目标是逼供，而指监的设
施经过专门设计和建造，以赋予他们最大的
权力做到这一点。 这里只是他们为了击垮
你可能采用的许多方法的冰山一角。

一组提审人员轮班工作，可能将你固定在一
张老虎椅上，对你进行长时间的审讯，这种
审讯可能持续几天几夜，直到你招架不住为
止。他们可能剥夺你的食物、减少饭菜和水
的量、剥夺就医、或者剥夺或延迟你必须定
期服用的药物。

你可能会被迫坐上“吊吊椅”：要么是一个特
制加长版高凳子，将几个塑料凳子或一堆块
状物叠在一起。目的是要确保你的脚不会接
触到地板，这样你的整个身体重量都由臀部
和下背部承受。你会被命令五、八、十，甚至 
16小时内都不可移动，之后你会非常痛苦，
以至于可能无法走路。

他们还可能强迫你戴上手铐和脚镣，使你日
夜被困在镣铐中持续数日或数周。你只能拖
着脚弯着腰，连睡觉都很痛苦。 

如果你的审讯人员或看守被你惹怒，他们不
会吝啬于殴打你。不过他们很小心，通常不
会留下可视痕迹，通常将他们拳头控制在
你的腹部和背部，而避开脸部和下肢。如果
洗手间没有安装摄像头，他们会将你转移到
那儿，以防留下他们施暴的视频证据。这时
候，他们可能会由电棍代替拳头。

你的日常体检可能包括强迫服用未知药物。
别想假装服药，看守会在你吃药时监视，或
者直接把药塞进你的嘴里强迫你吞下。这些
不明物可能使你的大脑模糊 、精神迟钝、肌
肉酸痛，甚至导致你的视力模糊和其他副作
用。10

如果你是女性，还将面临额外的性羞辱和骚
扰等风险。你可能受到口头羞辱，被要求脱
光衣服，受到性暴力威胁或甚至更糟糕的待
遇。在指监系统中，警方熟练于心理折磨。
他们可能威胁将你关在这样的条件下多年，
甚至杀了你。但最终击毁你的可能是他们将
苗头对准你心爱的人和家人的威胁。可能包
括骚扰或威胁；强迫他们离开工作、学校、离
家；逮捕；到实际的人身伤害甚至死亡。在
指监中警方和你之间权力的悬殊，意味着他
们的威胁极有份量，因此恐惧感是切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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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你的指监噩梦终将结束。

将有迹象表明这一天即将到来。也许你会被
迫写一封让领导满意的供词。你的审讯次数
已经减少到零，你的待遇开始有所改善（食
物质量和数量均有改善，还允许看书）。在
被释放的前几天，你需要签署一些文件——
可能是一份保证书，如不会向媒体披露指
监期间的详情。如果你将被正式逮捕，他们
可能会强迫你签署放弃本人指定律师的权
利。

在涉及外国人和人质外交的具有政治动机
的指监案件中，指监的时间将与对目标国家
影响最大的时间点同步。他们可能突然宣布
对你执行逮捕、将你从指监转移到看守所
等。11

如果办案人员无法搜集到任何不利于你的
证据，或者他们最初只是打算通过指监震慑
你，此时你可能会被释放。通常，这将是伪
释放，其本质是监禁的延长，但这时是将人
软禁或强迫旅游。12即使允许离家，你也可能
被迫在所在城市范围内活动，在未来数周、
数月甚至数年间被警方跟踪和骚扰。

如果警方决定推进你的案件，你将被转移到
一间看守所并被正式逮捕。他们可能在登记
时变更你的名字，以防你的家人和律师找到
你，有效地将你消失的时间延长数月，对有
些人来说则是数年。13

无论是以哪种方式结束，在你最终被驶离大
门之前，你将再次被戴上黑头套。 

第三部分：释放

第37页插图：据指监受害者反映，被释放前，他们会被要求在一张保证书上签字，保证不会公
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经历。插图中的保证书根据受害者叙述进行了艺术诠释 设计：Sandra 
Soler Peyton.

37

在一个小房间里长期被关押与世隔绝，在那种困境中，你不知道此生
是否还能活着出来，现在出来了在外面完全可以把它当作笑谈，可是
当你置身其中时，的确是一段异常艰难的历程，对人性的弱点是一场

严峻的考验。

——人权律师 谢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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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监结束后，身体折磨的伤痛可能会持续很
长时间。或许由于长时间戴着镣铐使你的关
节疼痛，或者“吊吊椅”损坏了你的脊椎。你
被迫服用的不明药物对身心产生的副作用
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挥之不去。连续数
月被关在秘密监狱的极度心理压力也会产
生长远影响。
 

由于在中国没有真正的途径为指监受害者
救济，因此在《囚禁》这样的报告中发声，
即使是匿名，也可以发挥作用。受害者证词
有助于提供一系列证据，用于提高人们对该
制度的认知，并获得国际支持，以向中国施
加压力，要求其废除这种国家支持的绑架制
度。该报告致力于使曾遭联合国谴责的指定
居所监视居住做法为人所知，以便将其与习
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所犯下的许多其他侵犯人
权行为区分开来。

4140

即使说出来的代价是再次失去自由，我也不后悔自己的经历书写，因
为我知道，在我鼓起勇气说出真相的那一刻，国保们[政治警察]努力

创造的屈辱感、恐惧感便被轻易打破了。

——人权活动人士 李翘楚

第42-43页插图：我们记录到至少18个非中国大陆人士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案例。可能未包括
许多其他未经公开的案例。设计：Sandra Soler Peyton.

后记 附录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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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DL

黄婉
Sandy Phan-Gillis

李凯
Daniel Hsu
Jeff Harper

Kevin Garratt
Julia Garratt
康明凯

迈克·斯帕弗

李波

桂民海
彼得·达林

李明哲
(台湾)

杨恒均
成蕾

 首位（已知）被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的外国人（黄婉）

首次使用指定居所
监视居住作为人质
外交 (Kevin 和 
Julia Garratt)

首次对被指定居所监视
居住的外国人实施强迫
电视认罪（桂民海，彼

得达林）

加拿大，澳大利亚陆续因中国对
其数位公民实施指定居所监视居
住成为人质外交的目标（迈克斯
帕弗，康明凯，杨恒均，成蕾）

自2013年指监合法化
至今，总共至少有18
名外国人被指定居所监

视居住。

12月 
2013

8月
2014

1月
2016

7月
2021

12月
2018

吕波
林荣基
张志平
(香港)

December 
2018

附录二：已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外国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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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行单独监禁，实为酷刑方法（保护卫士，2019年4月11日）
。链接： 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en/blog/use-solitary-confinement-
rsdl-method-torture. 
2 据我们收集的案例，只有一个非人权捍卫者案件，即美国篮球运动员Jeff Harper。
在2020年12月保护卫士对其的采访中，他描述了在指监的情况。与人权捍卫者的待
遇相比，他的情况有的更好有的更糟。请参见 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en/
blog/very-unusual-case-rsdl
3 被控间谍罪，杨恒均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自由亚洲，2019年1月24日)。链接： 
https://www.rfa.org/mandarin/Xinwen/1-01242019105256.html
4 中国雨润集团的创始人和最大股东祝义才于2015年至2019年间失踪。并不明确是否
这整个期间均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其中一段时间可能被监视居住，即在嫌疑人的家
中执行。请参见：  
https://www.straitstimes.com/business/companies-markets/china-meat-boss-
returns-home-after-mysterious-disappearance-3-years-ago
5 请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
6 加拿大北京签证中心由中国警方运作（VanderKlippe, N., & Chase, S，2021年2月
8日）链接：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world/article-canadas-visa-application-
centre-in-beijing-run-by-chinese-police/
7 保护卫士于2020年发布报告《肆意镇压》，分析了官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统计数
据。请参见：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zh-hans/node/301
8 例如，数位709大抓捕的受害者初始被关押于北京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设施，随后
被转移到天津的设施。
9 据受害者叙述，有些人被监禁的空间足有一百平方（如王宇），有些人被监禁的空
间仅够放一张双人床垫（如Jeff Harper）。
10 中国律师被戴上酷刑装备一个月（Chinese lawyer ‘wore torture device for a 
month ）（BBC News，2017年5月13日）请参见：https://www.bbc.com/news/
blogs-china-blog-39893359.
11美国宣布将华为作为禁止本国电信公司向其购买设备的黑名单仅仅数小时后，中国
即宣布正式逮捕两名已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五个月的迈克·斯帕弗和康明凯。请见：
 https://chinalawandpolicy.com/tag/rsdl/
12 就伪释放现象，保护卫士在2021年发布的报告《强制隔绝（二）：中国的伪释放》
中进行的说明，可在此下载：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sites/default/files/
pdf/ACCESS%20DENIED%20%232%20CHINESE%20FINAL%20VERSION%20
FULL.pdf
13 关于对假名的使用，保护卫士在2020发布年的报告《强制隔绝（一）：嫌疑人的消
失》中进行了介绍。可在此下载：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sites/default/
files/pdf/ACCESS_DENIED_FINAL_CN.

附注

14 中国：人权律师常玮平的单独监禁：联合声明（加拿大律师权力观察，2020年
11月13日）链接： https://www.lrwc.org/china-chinese-authorities-placing-
human-rights-lawyer-chang-weiping-under-residential-surveillance-joint-
statement/ & 常玮平妻子陈子娟的自述文章，请参见：https://chinadigitaltimes.
net/chinese/664655.html 
15 铁窗上的两行泪：一个真实的故事（Two tears on the window: a true story） 
Julia & Kevin Garratt著
16 同上
17 知名人权活动人士丁家喜向律师讲述其关押期间的酷刑详情（China 
Change，2021年2月9日）链接： https://chinachange.org/2021/02/05/
prominent-human-rights-activist-ding-jiaxi-tells-lawyer-details-of-torture-
throughout-his-year-in-custody/
18 没有阳光，只有一个洞的厕所：对于二位加拿大迈克来说，在中国被关押的两年
意味着什么。（Nationalpost，2021年3月19日）链接： https://nationalpost.com/
news/canada/no-sunlight-a-hole-for-a-toilet-what-two-years-in-chinese-
detention-has-been-like-for-the-two-michaels
19 我关于铜锣湾书店事件的陈述（林荣基，2017年5月3日）链接： https://www.
cecc.gov/sites/chinacommission.house.gov/files/CECC%20Hearing%20-%20
3May17%20 -%20Hong%20Kong%20-%20Lam%20Wing%20Kee.pdf
20 李翘楚：被连坐煽颠、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120天（中国数字时代，2020年9月11
日）链接：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59134.html
21 24名亚文化网站成员被判刑，“主犯”获刑14年（China Change, 2021年2月9日）
链接： https://chinachange.org/2021/02/03/24-members-of-a-subculture-
website-sentenced-the-main-culprit-gets-14-years-in-prison/
22 没有阳光，只有一个洞的厕所：对于二位加拿大迈克来说，在中国被关押的两年
意味着什么（Nationalpost，2021年3月19日）链接： https://nationalpost.com/
news/canada/no-sunlight-a-hole-for-a-toilet-what-two-years-in-chinese-
detention-has-been-like-for-the-two-michaels
23 709纪事 (A Record of 709) (China Change, 2017年11月14日)链接： 
https://chinachange. org/2017/10/15/a-record-of-709/
24 自获得与许志永罕见视频会见后，律师梁小军提供会见通报。请参见：
https://www.hrichina.org/en/node/27620
25 杨恒均：中国官方试图用日常审讯“击溃”澳大利亚作家（The Guardian, 2019
年12月2日）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19/dec/02/
yang-hengjun-chinese-officials-try-to-break-australian-writer-with-daily-
interro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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