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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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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有删减）二零二一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四川泸州市中级

法院对上诉的四名法轮功学员下达

维持泸县法院一审判决的裁定：邓

万英被非法判刑九年，处罚款人民

币五万元；雷焕英五年，处罚金二

万元；罗太会三年六个月，处罚金

一万元；苟正琼三年，处罚金五千

元。 

邓万英、雷焕英、罗太会、苟

正琼，家住泸州市龙马潭区特兴

镇。二零一九年八月二日晚上八

点，苟正琼在兆雅镇向人讲真相

时，被泸县兆雅派出所警察绑架、

关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上

午，泸县国保纠集特兴镇、太福镇

等派出所人员一、二十人，到特兴

镇绑架了正在店铺里工作的邓万

英、雷焕英、罗太会，并非法抄

家，关押看守所。 

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泸

县法院罔顾法律与事实真相，诬判

四名法轮功学员三～九年。其中三

人上诉，家属聘请了三位律师为亲

人维权。泸州市中级法院告知律

师，因疫情原因二审不开庭，要求

律师递交辩护词。三位律师递交辩

护意见的同时，向泸州市中级法院

申请开庭。中级法院最终不开庭，

于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下

达维持一审原判的终审裁定。 

二审律师在一审律师无罪辩护

的基础上，再从宪法、刑法、人

权、道德良知，及国家相关政令

（公安部 39 号文件，新闻出版总

署 50 号令）等，多方位的阐述了

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及修炼者

以各种形式讲真相，是宪法赋予公

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合法权

利，不违法；并在辩护意见中向中

级法院补充提供了一审办案操作中

的一些违法事实，说明一审判决事

实不清，证据不足；用刑法 300 条

“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适

用法律错误，以此定罪判刑是冤假

错案；提取证据程序不合法，在未

查清事实的情形下判刑处罚，判决

不公。该案应当改判无罪，释放上

诉人。 

律师的辩护意见有理有据，当

事人无罪、司法违法的法律依据与

事实真相一目了然，谁看都懂。可

中级法院、法官却佯装不懂，故意

掩盖一审的错误，维持不合法的诬

判，再次参与合伙构陷，制造又一

起冤狱。 

一、中级法院对一审法院滥立
罪名不予纠正 

《刑法》第三条明文规定：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

的，不得定罪处罚。”中华人民共

和国现行的所有法律及行政法规

中，找不出把法轮功定性为某教组

织，要处罚，要打击的法律规定。

《刑法》300 条中有“邪教组织”

的字样。法轮功叫人按照真、善、

忍修心向善，所以，《刑法》300

条与法轮功没有丝毫关系。一审法

院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

罪”对法轮功学员定罪处罚，其所

定之罪名，是毫无法律依据与事实

依据的法外施法。对此，二审律师

依法重申：当事人没有利用邪教组

织，也没有破坏国家法律实施，此

罪名不成立。 

律师指出：“罪名之所以有

‘破坏法律实施’这样的字眼，说

明破坏法律实施是构成犯罪的必要

条件，因此需要在判决书里详细阐

述，上诉人具体破坏了哪一部法律

和行政法规的哪一条的实施，并造

成了严重后果。” 

 “一审判决没有指明、也没

有证据证实我的当事人是如何破坏

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实际实施，以及

破坏了哪一条法律或行政法规在实

际社会生活中得不到贯彻执行。” 

一个案件定什么名，关系到一

个事件有罪无罪的根本性质问题，

人命关天，不可有丝毫偏颇。对于

该案罪名的质疑，二审法官在裁定

中不作任何回应。 

二、包庇、纵容一审办案的违
法行为 

中共司法执行江氏集团迫害法

轮功的违法指令，性质上是违法犯

罪的。为做实冤案，办案人必然采

取种种违法手段来达到目的。该案

的二审辩护律师，在一审辩护的基

础上，查出与补充了诸多该案在办

案过程中的违法事实。 

如，秘密审判不合法。该案不

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商业秘

密，应当属公开审理的案件。但本

案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三日进行的第

一次庭审并未公开进行，且审判长

未当庭宣布不公开审理的理由。 

又如，开庭程序不合法。第二

次庭审未在开庭三日前向四位当事

人送达传票；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

法。第三次庭审更换了陪审员。 

非法抄家，扣押物品不合法。

本案公安机关没有对现场提取和接

受的“法轮功资料”当场开具《扣

押清单》，在本案经过三次庭审

后，侦查机关才于二零二一年七月

十三日补充了对上述物证的《扣押

决定书》、《扣押清单》，但在二

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宣判前，侦

查机关补充的书证均未经过当庭质

证。故侦查机关制作的《扣押决定

书》、《扣押清单》不得作为定案

的依据。故侦查机关非法扣押程序

提取的物证也不得作为定案和量刑

的依据。 

再如，证据提取程序不合法，

认定事实有错误。描述的物证，与

泸州市公安局做出的《认定书》所

附照片不相符合。（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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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辩护人怀疑认定的材料

存在调换的可能。 

该案把标语当成条幅折算成

传单，也就为构陷冤狱大大的扩大

了数据。 

律师依法辩护法律运用无懈可

击，一审违法事实确凿，二审法院

法官对一审错误没有予以纠正，包

庇了一审办案人员的违法行为，纵

容了发生在眼皮下的司法犯罪。 

三、好人坐牢 天下不公 
好人坐牢，天下不公，民心难

平。该案被构陷、遭冤判的这几名

法轮功学员，所体现出的修炼人的

风貌，小镇上的人们有目共睹，有

口皆碑。罗太会经营家具店，什么

材质卖什么价；雷焕英经营杂货

店，童叟无欺；邓万英开诊所、开

药店，讲良知操守。即使遭受两次

非法劳教迫害经济损失惨重，负债

累累，家庭经济濒于崩溃，但从不

卖假药、或抬高药价坑害百姓赚昧

心钱来致富。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九日晚，邓

万英在街道上拾到一个价值百万的

钱包，退还失主不要一分钱报酬，

成为一段轰动小镇的佳话。而像邓

万英这样家喻户晓的好人，只因坚

定信仰，向人们讲述“法轮大法

好”的真相，就被重判九年冤狱！

罚金二万元！ 

几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两

年了。她们堂堂正正告诉法官：我

没有罪！她们家中的亲人、众多的

乡邻，及所有亲朋好友们，都等待

着她们早日回家。二零二一年七月

二十日，泸县法院判几名好人 3～

9 年徒刑，敲诈罚金五万～五千，

令民众震惊！ 

人们在愤怒一审不公的情况

下，都把希望寄托于更高级别的二

审法院、法官，殷切地期待着二审

法院、法官能纠正一审错误，还上

诉人清白，期盼着还有一片青天能

给人生活的希望。然而泸州市中级

法院、法官对法轮功冤案的裁定，

再令众人大失所望。 

李旭东担任审判员、审判长 
冤判达 38 人次 

中共迫害法轮功二十余年来，

中级法院与一审法院合伙构陷，在

泸州地区制造了许多冤案。本案法

官李旭东二零零九年曾担任杨明案

的主审法官，律师唐吉田、刘巍作

无罪辩护。李旭东在法庭上乱敲法

槌，逼律师退庭，随后，泸州中级

法院诬告律师扰乱司法秩序，中共

操控的相关部门吊销了两位律师的

执照。这是一起轰动世界的中共司

法丑闻。 

从二零零四年～二零二一年，

李旭东担任审判员、审判长十来年

间，据不完全统计，经他的手维持

冤判的就达三十八人次！几十名无

辜的法轮功学员被投进冤狱遭受到

残酷的身心摧残，其家庭、家人遭

受到无尽的痛苦和莫大的伤害；迫

害好人，践踏善良，促使社会道德

急速崩溃，这个罪该有多大？ 

该案审判员李瑞亮，从二零一

三年～二零二一年，参与诬判泸州

地区法轮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

至少 16 人次；该案泸州市检察院

检察官钱光润从二零一七年～二零

二一年，至少亲手将八名法轮功学

员投进冤狱。 

结语 
俗话说，人人心里有杆秤。不

是司法界人士心里没有衡量善恶的

天平，不是吃法律专业饭的法官、

检察官听不懂法律，是他们的心灵

被中共的强权攫取了，脑袋被中共

的强权操控了，不顺着这条黑道走

就无法在中共的司法界混下去。就

他们中一些人的内心话来说，没办

法，我要吃饭，要养家糊口。但

是，当清算日来临，到头来为迫害

法轮功的血债帮背黑锅、扛罪的、

陪葬的，不就首先是这些参与迫害

犯罪事实确凿的国保、检察官、法

官等人员吗？ 

所以，凡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

人，才是真正受害者。当迫害结

束，青天中明镜高悬，天地一片澄

澈，人们进入幸福美好的太平年之

时，迫害法轮功罪孽深重的人，就

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一位律师善言道：法官是维护

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是民众的希望所在……当出现命令

与法律及人类良知相冲突，甚至严

重违背人类良知的情形，希望二审

法官能本着自己的良知和道德，本

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以高度的历

史责任感与使命感来维护社会正

义，做出正确的选择，还我当事人

一个清白，无罪释放。◇ 

 

2021 年，叙永县政法委、国

保、派出所、社区人员（胡思金、

马利娜、刘影媛、谭超、刘勇、温

某等），多次骚扰法轮功学员樊仕

芝、王满群、付清明、余从燕、朱

显富、黄苏楠、张亚容、王建胜、

何继容等，叫签“三书”，威胁不

签就扣发养老金和停子女的工作。 

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绑架法

轮功学员余从燕，付清明，王满群

到派出所，学员们给其讲真相不

听，还说不怕遭报，还抢劫了学员

的大法书和大法师父的法像，叫嚣

不签“三书”就送合江看守所加重

迫害，致使法轮功学员何继容被迫

流离失所。不法人员非法闯入何继

容家中，强行开门、换锁，不断骚

扰家人和子女，还逼迫子女违背

母亲的意愿，代签所谓“三书”

(即污蔑诽谤法轮功，表态不炼法

轮功的保证书、接批书、决裂

书)。此撕裂亲情，破坏家庭，败

坏道德人伦的下三烂之举，是邪

党历来迫害中国百姓的惯用手段。 

邪党人员无人性的骚扰，使

得法轮功学员的子女无法正常生

活，极大的伤害了他们的身心。 

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教人按

照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迫害

修炼法轮功的好人，天理不容。

奉劝那些还在参与的迫害者们，

不要为眼前的利益，丧失了良

知，给中共作陪葬，失去永远的

未来。◇ 

 

 叙永县政法委、国保、社区的“清零”骚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