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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河北唐山市遵化法

院 2021 年 9 月 15 日非法对 5 位法

轮功学员耿福霞、王秀红、尉国

申、付瑞英、陆彩云开庭，10 月

15 日非法判耿福霞八年，罚款一

万；蔚国申（男）三年零八个月，

罚款五千；王秀红三年，罚款三

千；付瑞英二年，罚款三千；陆彩

云一年零五个月，罚款三千。 

耿福霞、蔚国申、王秀红已上

诉到唐山市中级法院。 

2020 年 6 月 18 日早上四、五

点钟，唐山丰润区公安局局长刘金

良等有计划、有预谋绑架丰润区

38 名法轮功学员。 

其中 68 岁的法轮功学员韩玉

芹当天被端明路派出所迫害致死。

后来，耿霞、付瑞英、蔚国申以不

同的病业反应返回家中；陆彩芸、

钱淑娟、王秀红、邱瑞旺被转到唐

山第一看守所遭受迫害。 

八名法轮功学员被构陷到遵化

市法院。2021 年 4 月 9 日，肖慧

君被遵化市法院非法判三年。 

2021 年 9 月 15 日，遵化法院

非法对耿福霞、陆彩云、王秀红、

尉国申、付瑞英五位法轮功学员开

庭。尉国申当庭诉说他们逼供，给

他脖子上套药袋，把他熏得出不来

气，差点熏死，半天熏三次，意识

都不清楚了。 

公诉人宣读在尉国申家搜出

18400 元，其中一万元做押金，剩

下 8400 元退回给尉国申，尉国申

回话说那 8400 没给我，沙流河派

出所在开庭前把他叫到派出所，一

顿吓唬，又把他带到他们家搜查

“证据”，把音乐播放器给劫走

了，又回到派出所不让他走，说罚

他一万，他不给就在那呆着，等他

们吃完饭回来说不罚你了，那

8400 元你也别要了，当时让他签

字，摁手印。 

尉国申宣读了自己的辩护词。

耿福霞把护身符、车挂、金种子各

带一个当庭辨认，让大家看看它起

什么作用。法官让递上去。耿福霞

还递了自己的辩护词，表示思想不

能构成犯罪；还有关于刑法第 300

条；还有宪法 35，36，38，39，

33 条规定信仰自由，信仰是公民

的权利，宣读完毕。法官让递上

去。 

在最后陈述中，这些法轮功学

员表示，我们没有破坏国家任何一

条法律，没有给他人造成伤害，没

有犯罪事实，请法官判我们无罪。 

10 月 15 日，河北唐山市遵化

法院枉判五名法轮功学员一至八

年。审判长：武海潮；陪审员：闻

富、王剑斌；书记员：李金沙、孙

丽娇。◇ 

遵化法院枉判五名法轮功学员一至八年 

目前，有关科学研究证明，

法轮功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对治疗和改善新

冠肺炎病情具有神奇效果。 

欧洲病毒学华裔专家董宇

红，收集了从 2020 年 1 月 1 日

到 5 月 31 日的 36 例武汉肺炎患

者的改善案例，整理了一份临床

科学实证关于诚念法轮功九字真

言的研究报告。报告发现，这

36 例患者总体症状改善率为

100%。其中，26 例（72%）症状

康复，10 例（28%）症状改善。

11 例重症患者 10 例症状康复，

1 例改善。重症且住 ICU（重症

加强护理病房）3 例，2 例完全

康复，1 例改善。 

清代刘奎所著《松峰说疫》

一书中提到，“瘟疫乃天地之邪

气，人身正气固，则邪不能

干。”认为劝告世人行善重德，

能起到药物起不到的功效。 

而常念九字真言，是在鼓励

人们反思，重新认识传统道德的

重要，心向真善忍价值观。九字

吉言携带着宇宙中的纯正能量，

能抚慰人的心灵，为人带来善的

启发和智慧。 

同时，在法轮功遭到中共诬

蔑迫害时，人还能明辨是非，支

持善良，这就是最珍贵的一念，

就会得到上天的庇佑，因为“人

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因为

相信法轮大法好，危难时刻诚念

九字吉言化险为夷的例子很多，

所以被明白这个真相得福报获新

生的人们尊为“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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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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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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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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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4 日左右，此案由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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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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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快下班也没有见到来接

待的人，家属打了很多电话也没有

人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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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和派出所接洽，而不是向家属

要这个《证明》。律师和家属向李

硕反映此情况后，李硕竟说：“那

是他们公安的规定，我们就是要这

个！” 

事后经查得知，法律并没有规

定亲友辩护人需要开具《无犯罪记

录证明》。也就是说，法院无权以

此证明为条件限制家属成为辩护

人。依据现行刑诉法第 40 条的司

法解释，也是说只要不是处于缓

刑、假释考验期间、被剥夺、限制

人身自由、正在被执行刑罚的人就

可以担任亲友辩护人。 

其实，成为亲友辩护人是家属

的权利，根本不需要向法院申请，

通知他们即可。可唐山市路北区法

院却如此执法犯法，肆意剥夺家属

的辩护权利。 

    事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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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郭艳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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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网】唐山卓誉摄影器材

商店郭艳菊等四位法轮功学员，

2021 年 5 月 12 日遭当地国保绑

架，目前已被构陷到唐山市路北区

法院。郭艳菊母亲要求作家属辩护

人，遭法院刁难。参与此案的主审

法官赵宁 （办公室电话：0315-

2061981）和助手李硕（电话：

18532588291 办公室电话：0315-

2065790）。 

    法官刁难、剥夺家属的辩护权 

得知女儿可能遭到非法审判

后，郭艳菊母亲曾先后三次到唐山

市路北区法院申请成为家属辩护

人，为女儿郭艳菊做无罪辩护。第

一次去路北法院，无人接待；第二

次郭艳菊的母亲将申请邮寄给了路

北法院，却被退了回来，借口是法

院只接受律师的资料，而不接受家

属的资料。 

第三次，家属和律师一同去了

法院，但李硕说需家属提供《无犯

罪记录证明》，而这个《证明》需

到当地派出所开具。可到了派出所

才知道，大概在 2017 年前后，公

安部曾公布了四十几项公安机关不

再对个人出具的证明，其中包括

《无犯罪记录证明》，说这个《证

明》不再对个人开具，单位或部门

需要的，依职权和公安机关联系。

也就是说，如果法院需要，应该由

唐山市路北区法院无理刁难家属为女儿辩护 

河北省唐山市冀东监狱又添罪恶 
                —— 开水烫，迫害死一名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近日，从河北省唐

山市冀东监狱传出消息，被非法关押在第五监狱的一名法轮

功学员，遭受恶警犯人们施用的酷刑：开水烫。导致这名法

轮功学员皮肤溃烂、感染，近期在痛苦中离世。 

具体情况请知情者调查或提供详细信息，特别是行恶者

的信息予以曝光。 

同时呼吁，有亲人被非法关押在冀东监狱的学员家属

们，马上与你们在监狱的亲人联系，关注、询问他们的情

况，以减少恶人对他们的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