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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月在央视播放的

“天安门自焚”中，主要“自焚

者”王进东腿上放着未烧坏的装

有汽油的雪碧瓶（上图）。有人

做过一个试验，用火烧雪碧瓶，

5秒雪碧瓶子开始变软，7秒收缩

变形，10秒缩成一小疙瘩并燃

烧。可是，王进东两腿间的雪碧

瓶翠绿如新。这该如何解释呢？ 

汽油在燃烧时，火的温度

可迅速达到 410 度以上，这么高

的温度，王进东耳朵没烧坏，头

发没烧焦，声带没烧伤，还能喊

口号。电视里王进东清晰洪亮的

口号声还证明摄影师离他很近。

能在自焚现场如此及时、近距离

地拍摄，恐怕只能是事先做好了

一切的拍摄准备，并且是得到了

特别许可的，那您说这不是演戏

又是什么呢？ 

2003 年 10 月放假期间，北

京被迫拆迁的居户在天安门自焚

后，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为

什么这次自焚记者没有拍到任何

镜头？警察为什么没有及时拿出

灭火器和灭火毯？而 2001 年那

次，在一分钟之内就扑灭火焰？

警察各种消防器材齐全？记者长

镜头、短镜头、近距离特写一应

俱全？”这些都说明 2001 年 1

月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迫

害法轮功而策划的阴谋。◇ 

 

 

【明慧网】二零二一年十一月

十六日，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再次

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刘丽杰，重新

强推了一遍程序，十七日匆匆下达

判决书，以所谓的“利用×教组织

破坏法律实施”罪名非法判刑三年

六个月。刘丽杰提出针对此案有异

议，要求上诉。 

佳市向阳区法院十月十二日曾

对刘丽杰非法开庭，法院为了完成

所谓上级的指令，不遵守法律程

序，强行推进非法庭审程序。无视

辩护律师正当理由要求延期庭审时

间的情况下，又将刘丽杰亲友辩护

人阻止在庭外，刘丽杰当庭多次抗

议，拒不配合非法庭审。由于法院

连 基本法律都不能遵守，对所谓

审判长宋涛的多处不法行为，亲友

辩护人随即控告到检察院。 后法

院不得不承认此次庭审无效。刘丽

杰当庭提交了一份声明词，强调合

议庭无权再次重新开庭。 

今年十一月十六日，向阳区法

院因剥夺刘丽杰辩护权强推不法程

序的无效庭审，为向上级交差，而

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再次非法

开庭，刘丽杰全程以沉默不语来否

定和抵制。法院当庭展示和宣读了

在刘丽杰家抄走的法轮功书籍、画

册、挂件、光盘、MP4、真相册、U

盘、手机、笔记本电脑，电脑主机

等多种私人物品，将其列为所谓的

犯罪证据。公诉人李利锋将从刘丽

杰家中非法抄走的真相资料故意说

成是为了传播而持有，并以公安警

察炮制出的多处造假笔录来构陷；

宋涛还威胁刘丽杰，如果是持以对

抗的态度，法院合议庭将加重刑

期……非法庭审结束后，刘丽杰提

交了一份声明，要求法院归档。 

声明如下：本人刘丽杰，2021

年 10 月 12 日，佳木斯市向阳区法

院对本人涉嫌案件开庭，开庭之前

本人多次强调法庭要保障本人的辩

护权，本人的辩护人有正当理由不

能到庭，经过多次抗议，法庭无视

本人的正当请求，仍强行推进庭

审，经过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庭

审已经完全结束。现在法庭竟然再

次以本人辩护人没有到庭为由再次

开庭，完全忘记了当时法庭如何阻

止、如何拒绝本人聘请的辩护人到

庭的情形，同时法庭认为程序存在

问题，合议庭无权也不能自行纠

正，庭审是严肃的，开完了就是开

完了，一审庭审结束已经成为一个

不可逆转的事实。鉴于以上的事实

和理由，本人认为，合议庭无权再

次重新开庭。声明人：刘丽杰

2021 年 11 月 16 日。  

开庭当日法院周围严密布控 
此次非法庭审期（接下页） 

佳市刘丽杰案被一审法院非法判决 已上诉 

◄2021 年 4
月 18 日，上
千 名 大 纽 约
地 区 中 西 族
裔 法 轮 功 学
员 ， 在 纽 约
法 拉 盛 举 行
集会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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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间，向阳区法院院

内停有两辆大型公安特警车，法院

外街道两旁停着很多便衣开去的私

家车和警车。佳木斯市公安局反×

教支队支队长姜松柏到场指挥。宋

涛在法院楼外给很多便衣发放了旁

听证。法院楼内各个角落都有人把

守。有去法院办事的人一看到这种

布控阵势，误以为是涉及到什么大

要案了，当问在场的人时，有人谎

称是因为害怕法轮功学员来（闹

事）。 

宋涛谎称律师不能来出庭 
十一月四日，宋涛告诉刘丽

杰，上次无律师到庭开庭无效，拟

定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再次开

庭。还谎称辩护律师说因孩子下周

要住院，为此不能出庭辩护，问刘

丽杰是否需要另行更换其他律师或

申请法院指派的法援律师，并做了

笔录。 

刘丽杰告诉宋涛，具体情况待

与律师沟通后再定，因已有亲友辩

护人，不需要法援律师。宋涛依然

要亲友辩护人出具两个所谓证明来

故意设阻，当刘丽杰指出其在滥用

法条、私自扩大司法解释，而自己

的亲友辩护人在其它地区都没受到

这种违法刁难限制，可以正常出庭

辩护。宋涛说，在其它地区可以，

但在佳木斯就不行。 

后经核实得知，刘丽杰的辩护

律师十一月一日接到宋涛和书记员

电话后，告知他们当天正忙于给生

病的孩子办理住院，想等等再说。 

向阳区法院宋涛虽然迫于上级

压力，不得不承认十月十二日没有

辩护人的非法庭审是无效的，而宋

涛却撒谎说律师那天是故意不及时

赶来，企图将责任归咎于律师。刘

丽杰和辩护律师均不配合无法律依

据的再次非法庭审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

两点，建设派出所所长转告刘丽

杰，让她去向阳法院取告知书，刘

丽杰因身体状况而没去，宋涛、纪

忠和书记员解爽一起来到刘丽杰的

住处做了一个笔录，告知因法院已

接到刘丽杰的辩护律师不出庭辩护

的法律意见书，询问刘丽杰是否需

要更换辩护律师；是否需要申请法

律援助律师；是否需要聘请亲友辩

护人？刘丽杰告知他们，都不需

要，而且自己与辩护律师的意见是

一致的。在他们提前打印好的笔录

内容中，有大段文字是涉及滥用法

条试图阻止亲友辩护人介入的内

容，刘丽杰当场再次给宋涛指出这

样滥用法条、私自扩大司法解释，

故意阻挡亲友辩护人是违法的，宋

涛依然在无理狡辩。当宋涛和纪忠

听到刘丽杰说不需要亲友辩护人

时，他们都很惊愕，特意又反问核

实了一下。因刘丽杰拒绝在笔录上

签字，宋涛、纪忠和一名蹲坑警察

就在笔录上分别签了他们的名字。

刘丽杰说，既然非法庭审已结束，

就不需要再次非法开庭了。 

十一月八日，刘丽杰的辩护律

师在接到向阳区法院预定于十一月

十六日非法开庭通知后，随即给法

院寄出一份法律意见书，说明再次

开庭因无法律依据，为此决定不参

加再次重新开庭，自己会在其他程

序中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巨难不退缩 声声唤有缘 
面对每天二十四小时警察监

控，自己出行的不便，在普通人无

法承受的压力下，刘丽杰经常叮嘱

未修炼的丈夫不要心生抵触，这些

警察也不容易，自己尽量以慈悲善

待警察讲真相，告诉他们不要参与

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很多警察也

表示理解认同。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早八

点多，向阳公安分局国保队长门茂

盛与一群警察来刘丽杰家敲门，接

她去法院开庭。 

   有的警察对此案能让法院

被迫承认庭审无效很受震动。刘丽

杰说，这只能说明公检法人员非法

办案，漏洞百出，处处违法。而自

己是为了公检法人员明白如何执行

法律，了解更多真相才请的律师，

纠正其违法行为，是为了这些生命

负责。 

其中有警察对刘丽杰说：面对

非法庭审，你一直都这么镇定，我

发现你的心理素质非常强大。刘丽

杰说，自己之所以能坦然自若，是

源于大法弟子在大法修炼中所做的

一切，都无愧于天理良知，所以面

对这样的环境，才不惊不惧。而自

己请律师来共同抵制和纠正公检法

人员的迫害，实质是为这些参与者

的未来着想，否则一旦迫害事实既

成，这些人必将承担其恶果，真是

不堪设想。警察一听很害怕，赶紧

问：那我没事吧？我没迫害你吧？

刘丽杰说，希望你没事，一定不要

去参与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

多用心听听大法弟子们讲给你们的

真相吧。 

请相关人员认清形势，别再执

法犯法、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

远，听听法轮功学员的良言相劝，

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命未来，要做

出正确选择，不给中共当替罪羊。 

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中共的洗脑宣传，使很多人疑

问：法轮功是不是违法？事实是：

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

违法。越来越多的律师和法官，认

清了这一点。 

中国 高效力的法律是《宪

法》。翻遍中国《宪法》，没有任

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相反，

《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信仰自

由。 

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在宪

法之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其他

法律（统称法律）。翻遍中国法

律，也找不到任何一部法律说法轮

功违法。 

“邪教”之说，来自江泽民和

党媒《人民日报》。然而公、检、

法机关应依法律办案，而不能依照

政治运动中的报道或内部指令来办

案。 

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一

直在以权代法，根本就没讲过法

律。中共为了制造迫害借口，导演

了“天安门自焚”等。这恰恰暴露

了中共“假恶斗”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