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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他们有一个十岁的女儿。当

老人向警察去要人，说孩子没人照

顾时，国保大队的队长杨志勇竟然

说：没人管，就送孤儿院！张巍的

母亲表示，“我真不理解，这个社

会真正孝顺的孩子这么难找，怎么

还能把我家这么好的儿子、儿媳抓

走啊？我不理解呀！” 

孙百凤家中有一个患糖尿病十

分严重的丈夫；张炜琦的父母现都

患病，父亲高血压二百多。 

面对家属询问案情时，相关人

员闪躲支吾其词，及非法拒绝亲友

辩护人阅卷等。经过两次所谓“补

侦”，在 8 月 14 日左右，此案已

经由唐山市路南检察院（检察院承

办人王志凯）转交唐山市路北检察

院，承办人是员额检察官孙明远。 

而路北检察院员额检察官孙明

远，非法拒绝亲友辩护人阅卷，在

亲友辩护人提交阅卷申请的当天，

孙明远给路北检察院案管大厅的理

由是说亲友辩护人涉案，但是亲友

辩护人在和孙明远通电话的时候根

本没有说自己是谁。之后，亲友辩

护人再次给孙明远打电话要求阅

卷，孙明远就改口说已经请示过

（上级），此案涉及国家机密。 

而几天后给亲友辩护人的书面

回复理由又变为：遗漏罪行、遗漏

同案犯嫌疑人，需要补充侦查。但

是遗漏罪行就不会送到检察院，而

是会退回公安补充侦查，此案现已

二次侦察完毕，此理由完全是子虚

乌有，是非法剥夺亲友辩护人的阅

卷权。 

9 月 3 日，亲友辩护人到路北

检察院依法递交法律意见书，传达

室让接通电话才能进入，家属拨通

了孙明远检察官的电话，他的同一

办公室同事接电话，家属表明来

意，回复说等一等，之后就挂断了

电话，家属打了很多电话也没有人

再接,直到快下班也没有见到人。 

近悉，9 月 21 日，张巍、郭

艳菊、孙百凤、张炜琦四人被构陷

到法院，面临非法开庭。 

所谓的“案件”完全是构陷，

从路南国保大队到路南、路北检察

院过程中充满了程序违法。◇ 

被关押半年 唐山郭艳菊等四人面临非法庭审 
【明慧网】唐山卓誉摄影器材

店法轮功学员郭艳菊、张巍、孙百

凤和前店员张炜琦（未修炼）5 月

12 日被绑架、非法关押近半年，

近悉 9 月 21 日被构陷到唐山市路

北区法院，面临非法开庭。 

责任检察官是路北检察院孙明

远、唐山市路南检察院王志凯。负

责法官是赵宁（40 岁左右），助

手是李宁。赵宁是唐山市路北法院

刑一庭副厅长，2019 年作为助理

法官，参与对唐山法轮功学员杨晓

明（唐山电视台骨干）、高振才、

陈林的枉判，当时三人被分别非法

判刑两年、三年、五年。 

2021 年 5 月 12 日，唐山路南

分局和路南刑警大队和龙东派出

所、赵庄派出所、永红桥派出所警

察，暴力绑架了唐山卓誉摄影器材

店的店员郭艳菊、孙百凤、张巍等

人，所有店员被非法抄家，电脑、

硬盘、打印机和各种书籍和不相关

的照相机被抄走。前店员张炜琦当

天在丰南区被绑架。当天，唐山约

26 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第二天，张巍、郭艳菊、孙百

凤、张炜琦被非法关押到唐山市第

一看守所。其中，张巍和郭艳菊是

唐山简讯 
唐山市鹭港小区法轮功新学员徐凤
荣被非法关押 

唐山市鹭港小区法轮功新学员

徐凤荣女士，今年 3 月中旬左右失

联，当时有法轮功学员找到她儿

媳，儿媳告诉说，她出国了。现在

经过多方打听，证实她在 3 月中旬

遭警察入室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

唐山市第一看守所。详情待查。 

曝光唐山市公安局 610 参与迫害
法轮功学员责任人 

据悉，今年 5 月 12 日，唐山

市有预谋绑架法轮功学员的公安局

610 幕后责任人为刘可心（现在已

退休），新的接任者为李福三。 

刘可心 13832980108/18832980088 

李福三 13832983339 

唐山法轮功学员张巍等被非法关押
的情况补充 

路北区检察院参与迫害张巍等

的公诉人孙明远到唐山市第一看守

所诱骗张巍说，只要张巍表态“认

罪认罚”，并辞退目前家属为张巍

聘请的做无罪辩护的正义律师，接

受法院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师，建议

刑期就是一年；如果张巍坚持聘用

正义律师，不认罪，就可能是三年

起，并给张巍留下了书面承诺。 

张巍只是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

一个好人，正常经营商店，却无辜

被抓，何罪之有？孙明远打着法律

的旗号，诱导张巍承认自己犯罪。 

日前张巍的家属接到路北区法

院的电话说张巍已经表示“不要正

义律师了”，法院可以为他提供法

律援助律师。家属说：我们有律

师，不需要援助律师。◇ 

路北区::::       法院院长刘士刚                        检察院检察官孙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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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法轮功学员家的孩子去他们药店

给她妈买药（她妈得脑血栓好几个

月了）无奈地说：“要有个好心人

替我伺候两天该多好啊，我真累得

不行了！”潘英顺和翟素平听后，

在 2017 年 12 月 2 日把那孩子的母

亲接到了他们家。他们象亲姐妹一

样日夜看护着她。给她换尿垫、换

尿湿的裤子，扶她练走路。经过近

一个月时间的精心照顾，她恢复得

很快，12 月底给她送回了家。这

使孩子和家人都很感动。 

夫妻俩被绑架、判刑 
潘英顺、翟素平就是这样的好

人，在 2018 年 1 月 19 日上午被秦

皇岛市青龙县国保大队长李印卿、

冯奇、吕振东等人驾两辆车到他们

夫妻的药店绑架了他们。 

警察开车带着潘英顺到贴有曝

光国保大队长李印卿等人迫害法轮

功学员的粘贴处，问是否是他们夫

妻贴的，并说从监控中看到的。 

潘英顺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被

昌黎法院审判长杨红梅等人冤判四

年零六个月，翟素平被非法判刑四

年零九个月，分别被罚款一万元。

2019 年 5 月潘英顺被送到唐山市

南堡开发区冀东监狱第五监区。 

被迫害致死 
2021 年 7 月家属接到监狱打

来的电话，说潘英顺在唐山协和医

院重症监护室。潘英顺家中只有三

个孩子（一个未成家）闻讯赶到，

可到医院，说因疫情不让见。三个

孩子都没经历过什么事，经再三要

求，才让进去见一面。家属进去后

见潘英顺不会说话，不认识人，没

有一点意识。 

家属问在场的值班警察怎么造

成的人变成了这样？警察说：“7

月 6 日同室犯人往他身上泼开水，

11 日被送进监狱医院，后来监狱

医院说处理不了，7 月 19 日转到

唐山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家属

提出要看录像，警察不给看。 

遗体被拉到殡仪馆。 后给做

了尸检，再等一个月出结果。◇ 

术后还是吃不了东西。那位专家告

诉家属， 长也维持不到一年，说

他们同屋住的五个胃癌手术患者，

他是 重的。 

因他长期不能吃饭，所以解不

下大便。2016 年夏季的一天，他

叫家属带到潘英顺的药店。潘英顺

看他痛苦的样子，就给他讲真相并

做了三退。对他说：“医学上治不

了你这个病。但我告诉你不花一分

钱还能治好你这个病的办法：诚心

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这叫九字真言。这么多年诚念九字

真言好了无数医院判死刑的患者。

希望你也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早日恢复健康。” 

为了患者放心，潘英顺给开了

药，但没收患者钱。这个患者深受

感动，连喊“法轮大法好”。他跟

别人说:“人家法轮功学员开的药

店就是和别人不一样！” 

这位胃癌患者回家早晚有时间

就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现在跟健康人一样（那四位

胃癌手术患者早就都死了）。 

2019 年秋天，他到秦皇岛海

港医院去复查。医生见他都惊呆

了，六年了你还活着？而且你还这

么好！问他在哪个医院治的？吃了

什么药？他笑着说：“我什么药都

没吃，我是念‘法轮大法好’念好

的。”这时他妻子接过来说：“他

天天晚上嘟囔，我问他嘟囔啥，他

说在念诵‘法轮大法好’，还真管

用。现在他啥活都能干了。”那医

生很惊奇。 

医生给开了单子去做复查。检

查结果癌细胞不但没了，刀口处长

得非常好。他们夫妻喜出望外。他

们从内心感谢李洪志大师救命之

恩，感谢大法的超常与伟大，也感

谢告诉他九字真言的潘医生。 

有一次有一个乡下的男病人，

家里很困难，来回坐车需要路费。

他们夫妻商量就让他在他家住十多

天，没收一分钱。 

2017 年 11 月底的一天，有一

【明慧网】河北省秦皇岛市青

龙县法轮功学员潘英顺，与妻子同

被非法判刑四年多，2021 年 8 月 6

日潘英顺在唐山市南堡开发区冀东

监狱第五监区被迫害致死，终年

70 岁。妻子翟素平仍然在冤狱中

遭受迫害，不知道丈夫已经离世。 

夫妻俩走入大法修炼、为患者着想 
潘英顺，青龙县娄丈子镇后牛

山村医生。他和妻子翟素平在县城

开了一家药店（易康药店）。夫妻

俩于 2014 年春天走入大法修炼。 

2014 年春天，因为自耕土地

边界被侵占，和村里一家发生争

执。可村干部不敢说公道话，做出

不公道的裁定，两家争打起来。对

方无理恶意大打出手，除手机等财

物损坏外，人身也造成伤害。翟素

平一气之下得了精神病，在当地精

神病院住院半个月，回来时是半清

醒状态。 

一个炼法轮功的亲戚去家里探

望。亲戚对他们说，只有大法能解

开你的心结，你们修炼法轮大法

吧。他们夫妻俩走入大法修炼。 

潘英顺修炼后严格用大法真、

善、忍标准要求自己，一切为患者

着想，药价比全国统一标准都低。 

2017 年 11 月，有一个严重肺

炎的患者在医院住了 20 天，花了

一万多元钱也没治好，睡觉都不能

平躺，只能侧身，不然就喘不上来

气。到潘英顺药店告诉他诚心敬念

九字真言，只买了五元钱的药病就

好了。患者非常惊讶，知道法轮大

法的神奇与超常；知道对症下药是

多么重要；也知道了潘英顺医生只

为患者着想，不为挣钱的高境界。 

胃癌患者起死回生 医生震惊 
青龙镇有个患者，在 2014 年

7 月经秦皇岛海港医院检查，得了

胃癌，并到晚期，癌细胞已扩散，

食道上都是。那年他才 56 岁，全

家人感到像天塌了一样。但还是想

让他多活一天。在秦皇岛海港医院

请外地专家给做了手术，花掉了家

里的所有积蓄，还借了债。做完手

河北好医生潘英顺在冀东监狱被迫害致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