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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四川泸州市法轮

功学员赵永秀，二零二一年八月

中下旬被绑架、下落不明，店铺

关门数日。据街坊说，赵永秀是

在店铺上班时，被人带走。 

此前，二零二一年八月上

旬，赵永秀控告合江县公安局国

保“610”任伟、王中和对赵永

秀及法轮功学员简红梅、刘开

胜、李世芳、代群英等人的迫

害，请求泸州市检察院能够立案

调查，并立即无条件释放法轮功

学员谢自成、简红梅、刘开胜、

李世芳、代群英，以维护法律的

尊严，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六日，泸

州市法轮功学员简红梅、刘开

胜、李世芳、代群英到合江县自

怀赶场，被自怀派出所伙同任

伟、王中和等人绑架，非法抄

家，私扣小轿车，抄走大量私人

物品，被非法关押构陷。二零二

一年四月二日，简红梅等四位法

轮功学员被合江法院非法开庭，赵

永秀去旁听，不准进去，在法院

外面被合江符阳派出所警察绑架。 

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八日，合

江县榕山法轮功学员谢自成，在

自己的理发摊位被任伟伙同榕山

派出所警察带走，并非法抄家。 

为了给泸州市公检法人员讲

真相，为了营救被非法关押的法

轮功学员简红梅、刘开胜、代群

英等，二零二一年八月上旬，赵

永秀以刑事控告状的方式，控告

合江县公安局国保“610”任

伟、王中和迫害法轮功学员。 

当刑事控告状交到检察院

后，在二零二一年八月中旬的一

天晚上，赵永秀发现泸州市南城

派出所有位姓陈的警察跟踪她。

一个礼拜后，她就被绑架。◇ 

 

泸州市赵永秀被
绑架  下落不明 

【明慧网】近日得知，被非法

关押了两年的泸州市龙马潭区特兴

镇四名法轮功学员罗太会、雷焕

英、邓万英，苟正琼，因为信仰法

轮大法，在三次非法庭审后，二零

二一年八月上旬，被泸县法院非法

判刑：邓万英九年，雷焕英五年，

罗太会三年半，苟正琼三年。 

1 传真相 遭绑架 

罗太会、雷焕英、邓万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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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点，

苟正琼在泸县兆雅镇给学生讲真

相，遭兆雅镇派出所警察绑架。 

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泸县国保

纠集其他派出所人员，在泸州市龙

马潭区特兴镇，绑架了正在各自店

铺里工作的法轮功学员邓万英、雷

焕英、罗太会。 

据国保警察说，查到监控，七

月二十几日，邓万英、雷焕英、罗

太会去某乡镇发了资料。法轮功学

员散发资料，向民众讲清法轮功真

相，是符合宪法信仰自由，言论自

由的合法行为。每个中国百姓都有

知情权。 

2 三次被非法庭审 

大约二零一九年九月，邓万英

等四位法轮功学员被构陷到了泸县

检察院。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三日、九月

十五日，泸县法院对关押一年多的

四人两次秘密庭审。法院直接宣

布：本案不公开审理，没有说明理

由，就连律师都不知道不公开审理

的原因是为什么。 

两次秘密庭审，家属及亲朋好

友带上身份证也无法入庭旁听。第

一次庭审，两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

带上合法证件，被法院阻挡在庭

外，被告知不能入庭旁听的理由

为：此次是秘密庭审，网上都查不

到信息，网上都不公布的。 

秘密庭审，庭内有全方位的监

控设备，估计可现场远程传输。法

庭的气氛异常紧张。律师坚守立

场，依法作无罪辩护。 

律师说：“当事人没有造成任

何一种危害。刑法上追究人的责

任，不管侵害别人财产，还是人身

伤害，刑法才追究责任的。但是对

于没有任何危害后果的，不应该用

刑法追究人的责任。不是什么问题

都是通过刑法来解决的，这是法律

的根本。你也没有提供这种造成任

何危害的结果的证据，辩（转下页） 

 

◄ 2021 年 7
月 18 日 傍
晚，洛杉矶部
份法轮功学员
聚集在中领馆
前，举办烛光
守夜，揭露中
共的迫害，悼
念被迫害致死
的 法 轮 功 学
员，呼吁制止
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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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近期，成都市多名

政法系统人员被审查。其中，成华

区法院执行局原副院长伍宏山、成

都市委政法委原二级巡视员廖维

忠，因严重违法，被开除工职并审

查起诉。 

据明慧网资料显示，廖维忠和

伍宏山都曾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

员。 

廖维忠曾于二零一七年八月至

二 零 一 九 年 一 月 ， 任 成 都 市

“610”主任、政法委巡视员等。

他在任上期间，多次非法抓捕本市

法轮功学员，诬判多位法轮功学

员。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三日前夕，

成都非法抓捕了近三十多位本市法

轮功学员，其中包括林宏、喻开

信、张荣成、黎云、严秀英、陈天

富、苏果益、张明芳、邓绍英母

子、邓为勇夫妇等。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日，成都

金堂法轮功学员肖敏成在金堂县法

院被非法开庭，家属要求为其做无

罪辩护，被审判长唐和拒绝，肖敏

成被诬判四年。肖敏成和家属已经

提请上诉和控告。可是，在二零一

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律师到金堂县

看守所会见肖敏成时，被告知肖敏

成已经送到嘉州监狱了。 

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上

午，成都市金堂县法院对四位法轮

功女学员吴春兰、郭青城、蒋宜

琳、唐晓燕（又名唐燕）非法开

庭，诬判吴春兰八年、勒索性罚款

一万，郭青城、蒋宜琳两位老太太

各七年，勒索性罚款约七千元，三

人均监外执行。对唐晓燕非法判七

年，勒索性罚款约七千。 

二零一八年六月六日，成华区

法院非法庭审和诬判汤云霞、钟芳

琼和熊素英三名法轮功学员。非法

庭审期间，钟芳琼、汤云霞和熊素

英三人说自己所做的事是在还原法

轮功被诽谤的事实真相，是在救度

被江泽民谎言毒害的世人，自己所

做的一切是合法的，要求无罪释

放。律师们也做了很多有力的辩

护，主审法官听取了律师的意见，

排除了很多非法证据，最后，审判

长伍宏山还是不顾事实依据，当庭

诬判：汤云霞被非法判刑五年、钟

芳琼被非法判刑四年、熊素英被非

法判刑三年，每个人被勒索罚款五

千。 

卸磨杀驴是中共历次运动的一

贯手法。如今，中共对政法委系统

展开“倒查二十年” “倒查三十

年”的“过筛子”运动，截至二零

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违纪违法政

法警察 17.8 万余人被处理处分；

立案审查调查 4.9 万余人，采取留

置措施 2875 人，移送司法机关

1，562 人。 

天理昭昭，善恶有报。这场迫

害的真正受害者是所有参与迫害的

人。奉劝还在做恶迫害法轮功的人早

一刻醒悟，赶快停止迫害，将功补

过，给自己和家人留一条生路。◇ 

据搞清楚，又来第二次，第三次。

法院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庭审结束前，法官要求每人对

该案发表意见。两名聘请的外地律

师发表意见：当事人无罪。无罪释

放的辩护意见无更改…… 

四名法轮功学员在庭上口头讲

述，或书面陈述，都说了自己修炼

法轮功身心受益的真实情况，证实

法轮大法好。还说修炼法轮功不需

要登记入册，想炼不想炼，来去自

由，没有强迫性，没有组织；宪法

没有不能修炼法轮功的法律规定；

公安部‘公通字’[2000]39 号文

件中定的邪教十四种没有法轮功；

新闻出版署 50 号令，撤销了江泽

（接上页）护人认为：不管从法

律、法轮功的性质，从事实、各方

面的证据，还是从现实的危害结

果，当事人不构成犯罪。” 

二零二一年二月三日，泸县法

院对该案进行第三次审理，由秘密

改为公开，家属凭身份证可以入庭

旁听。 

四名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已经一

年半的时间没见到亲人了。罗太会

的丈夫、儿子，雷焕英的丈夫赶往

泸县参加开庭，没想到，被阻挡于

庭外，说他们是该案的“证人”。

原来国保办案时，诱骗他们录了口

供，做了笔录。 

这次开庭的起诉内容没有变

更，庭审没有新的内容，只是由秘

密改为公开，按部就班，从头到尾

再走一遍。法官要求以前说过的不

再重复，陈述要简单。 

开庭前，一位法院的指派辩护

人对当事人的家属表示了他的不

满。他说，第一次就没把案情、证

民当政时期禁止法轮功出版物出版

的禁令，修炼法轮功合法，讲真相

无罪，讲真相救人是在做好事。第

三次庭审，四位法轮功学员均更明

确、更坚定的表明了自己无罪。 

庭审走完过场，无可奈何、无

所适从的法官向律师合手致意。律

师说，还开什么庭呀？把人直接放

了吧！法官说，不行啊。然后又

说，你提的意见（辩护意见）叫我

们没法搞。 

3 非法判刑 

近日得知，法轮功学员罗太

会、雷焕英、邓万英，苟正琼

2021 年 8 月上旬，被泸县法院非

法判刑——邓万英九年，雷焕英五

年，罗太会三年半，苟正琼三年。 

目前，泸州市还有另外九名法

轮功学员仍在非法关押中，其中八

名被非法庭审后未判。八人已被非

法关押了一年、两年；古蔺一名仍

在关押中，情况不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