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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se lawyers for Shandong family planning rights activist Chen Guangcheng, 

accused of incitement to riot, presented a 53 page written statement to the court. The 

first part of the statement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background to the case, detailing 

illegal acts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Party of Yinan City, Shandong Province, the 

kidnapping from Beijing of Chen by toughs hired by Shandong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Chen's illegal detention and beating of Chen Guangcheng and harassment 

and death threats against his legal counsel. The first two pages of the statement are 

translated below. 

Much of this long document (I got it as a 56 page long Microsoft Word document) 

compares testimony on whether Chen blocked traffic or instigated or led a riot that 

damaged several official vehicles.   Chen's lawyers argue that Chen Guangcheng did 

not commit the acts he is accused of, present testimony to that effect, and state that the 

testimony against Chen was obtained under torture.   

 

The defense argument is that Chen did not commit the acts he is accused of.   

 

On p. 36  of the defense statement  there is the passage 

 

Fourth, the specific views of one of the defense :  

 

"The prosecution's two charges against Chen Guangcheng are not tenable. 

 

"1. The crime of intentional damage to property.The prosecution alleges Chen 

Guangcheng  of instigation and sedition in along with others deliberately smashing 

glass and damaged a government vehicle.But in fact, the vehicles were damaged glass 

was smashed by angry villagers in a spontaneous act tha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Chen Guangcheng.  In the prosecution allegations of  Chen 

Guangcheng's  "instigation", "sedition" in damaging the vehicles, the main 

"evidence" is Chen Guangdong, Chen Kanjiang and Chen Guanghe and the so-called 

"confessions" obtained while they were in custody. 

 

First, on August 18, a secret trial was held at the Yinan Court of the three villagers 

Jiang Chen, Chen Guangdong, and Chen Guanghe.The trio were sentenced to seven 

months, suspended for one year.They were released on August 24, the lawyer was 

informed of the situation : they were tortured to extract confessions, "the evening of 

March 11. I was seized by the vice squad Yinan Country, a bound to a chair with the 

kind of chain used to restrain village dogs.  The used three chains, one around my 

chest, another around my waist and a third around my leg.   They would not let me 

sleep for 15 consecutive days. When I just couldn't take it and tried to go to sleep, 

they hit my leg with barbed rubber batons.  The interrogated me in shifts, trying to 

trick me into confessing. They said if what I say is not satisfactory, they will just start 

over again, over and over until what I say satisfies th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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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具体辩护意见之一具体辩护意见之一具体辩护意见之一具体辩护意见之一：：：： 

““““控方指控陈光诚的两个控方指控陈光诚的两个控方指控陈光诚的两个控方指控陈光诚的两个    罪名不能成立罪名不能成立罪名不能成立罪名不能成立””””。。。。 

        

1111、、、、关于故意毁坏财物罪关于故意毁坏财物罪关于故意毁坏财物罪关于故意毁坏财物罪。 

控方指控陈光诚控方指控陈光诚控方指控陈光诚控方指控陈光诚““““指指指指    使使使使””””、、、、““““煽动煽动煽动煽动””””陈陈陈陈光东等人故意砸坏了政府车辆的玻光东等人故意砸坏了政府车辆的玻光东等人故意砸坏了政府车辆的玻光东等人故意砸坏了政府车辆的玻

璃璃璃璃。。。。但事实上但事实上但事实上但事实上，，，，砸车玻璃是愤怒的村民自发行为砸车玻璃是愤怒的村民自发行为砸车玻璃是愤怒的村民自发行为砸车玻璃是愤怒的村民自发行为，，，，与陈光诚无关与陈光诚无关与陈光诚无关与陈光诚无关。。。。 

控方指控陈光诚“指 使”、“煽动”砸车的主要主要主要主要““““证据证据证据证据””””是陈光东是陈光东是陈光东是陈光东、、、、陈庚陈庚陈庚陈庚

江江江江、、、、陈光和三人在被关押期间的所谓相关供词陈光和三人在被关押期间的所谓相关供词陈光和三人在被关押期间的所谓相关供词陈光和三人在被关押期间的所谓相关供词。 

 

首先首先首先首先，，，，    8 月 18 日，沂南法院秘密审判陈更江、陈光东、陈光合三位村 民，

三人均被判刑 7 个月，缓刑 1 年。在他们 8 月 24 日被释放后，本律师获知他们

被严刑逼供的情况： 

““““3333月月月月11111111日晚日晚日晚日晚，，，，我被沂南县刑警队抓进去之后我被沂南县刑警队抓进去之后我被沂南县刑警队抓进去之后我被沂南县刑警队抓进去之后，，，，用农村拴狗的那种铁链用农村拴狗的那种铁链用农村拴狗的那种铁链用农村拴狗的那种铁链    子子子子

把我绑在椅子上把我绑在椅子上把我绑在椅子上把我绑在椅子上，，，，脖子一道脖子一道脖子一道脖子一道、、、、腰一道腰一道腰一道腰一道、、、、腿一道腿一道腿一道腿一道，，，，共三道共三道共三道共三道。。。。……………………他们连续他们连续他们连续他们连续 15151515 天不天不天不天不

让我睡觉让我睡觉让我睡觉让我睡觉。。。。困得实在受不了要睡的时候困得实在受不了要睡的时候困得实在受不了要睡的时候困得实在受不了要睡的时候，，，，刑警就用带刑警就用带刑警就用带刑警就用带    刺的橡胶棍砸我的脚刺的橡胶棍砸我的脚刺的橡胶棍砸我的脚刺的橡胶棍砸我的脚。。。。他他他他

们轮班审讯们轮班审讯们轮班审讯们轮班审讯，，，，反复诱供反复诱供反复诱供反复诱供，，，，他们对我说的话不满意他们对我说的话不满意他们对我说的话不满意他们对我说的话不满意，，，，就让重说就让重说就让重说就让重说，，，，直到他们满意为直到他们满意为直到他们满意为直到他们满意为

止止止止。。。。” 

  

The full Chinese text of Chen Guangcheng’s lawyer’s statement to the 

court is appended below. 

 

 陈光诚辩护人李劲松律师之书面辩护词陈光诚辩护人李劲松律师之书面辩护词陈光诚辩护人李劲松律师之书面辩护词陈光诚辩护人李劲松律师之书面辩护词 

Chen Guangcheng Defense Counsel Li Jinsong Defense Written Statement   

Yinan Country People's Court, the presiding judge: 

According to the "Law on Attorneys" and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rule, the 

Yitong Law Office of Beijing accepted Cheng Guangcheng’s request for legal 

representation and has assigned me to represent him. As defender, in pretrial I 

examined a lot of case materials listen to the parties to the case statement, in spite of 

the possible dangers related to the investigation. Involved in this case in the court, it is 

presented to the cour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a written de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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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e lawyer asserts: The prosecution allegation that Chen Guangcheng has 

committed two crimes cannot be established. 

Chen Guangcheng is a defender of the legal rights of Chinese citizens, and simply 

because he upheld conscience and justice, the dignity of the Family Planning Law and 

the legal of the women who have been harmed and their families, and exposing 

corrupt officials from the local government family planning illegal acts of barbarism, 

he has been persecuted for more than a year.  

It is not Chen Guangcheng who has violated the law; it is that corrupt official who 

uses the method of hooligans in the name of upholding the law who are breaking the 

law! 

Second, before presenting the defense, this lawyer believes that it is first necessary to 

look into the background of this case: 

In spring 2005 because the province ranked the Limy County lowest in family 

planning for the entire province, Limy City corrupt officials carried out a “brutal, 

violent and illegal family planning campaign". They adopted "guilt by association" 

and "study classes in the office" as pretexts to arrest innocent detainees, beating many 

rural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and their families. Women with sticks forcing them 

to do push-ups, forcing more relatives over 60-years of age to beat each other on the 

face with sticks etc. 

• July 9, 2004 the Chinese Communists Limy City Party Committee, Linyi City 

government issued (document PLC [2004] 18) "on the decision to strengthen 

the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work," which became the basis for the 

brutal family planning campaign in is a brutal campaign in Linyi. 

• February 14, 2005, and again in Linyi city government re-issued official 

documents issued by the effect that the character of the people has been 

overestimated, and handling matters according to the law does not work, and 

so it is necessary to use harsher traditional methods. 

• In March 2005, the three districts and nine counties of Linyi City initiated a 

large-scale family planning campaign of violence, arrests, beatings, customs, 

and forced sterilization. Mandatory abortions, study classes, and classes with 

mandatory tuition. 

The illegal, barbarous and violent family planning campaign resulted in strong 

resentment among its victims. The victims has no place to bring their complaints, so 

they turned to Chen Guangcheng to whom they tearfully who related their sufferings 

and difficulties Chen Guangcheng listened to the women’s stories of humiliation and 

bitterness. In August 2005, Chen Guangcheng asked for help from a friend in Beijing. 

Teng Biao and a number of lawyers and scholars did a survey of the crim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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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dents involving Linyi corrupt officials and published their conclusions on the 

Internet.  

(Appended report by lawyer Teng Biao on investigation to the district 

government in Linyi, Shandong, and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of women's reproductive 

rights :   

• 1. Mengyin County Duozhuang Town female town head Zhang Ting with 

licquor on her breath participated in and directed the beating by 5 – 6 men of 

70 older women who had arrested. They put villager Liu Yuancheng in a yard. 

Hit him head with a broomstick, broom three shattered; after using palm 

punched and slapped him. Shortly after 5:00m he was detained in a house, and 

let him sitting on the cement floor, having both her legs stretch out and give it 

Ting lead the group in standing on the victim's legs. Cold water poured on his 

head after the assault. Liu said: "You hit me, I will sue you!”Ting held 

declares:" You go on county seat court or to the Limy court; it will do you no 

good. You can be killed 10,000 Yuan! "Chen Guangcheng rights defenders, 

said:" I was standing on the bank of this river.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ongoing 

large-scale crime, you can not stop it. It was a kind of unspeakable suffering. 

The power of one person is too small. " 

•  2. In Fei County, Liangqiu Township Xiajiaogou Village, said Xia 

Zhong,"The husband of my third maternal aunt called, saying, don’t come 

back  third aunt(who had been implicated in a criminal case and arrested) has 

been killed inside. On March 11, I was forced to come back, then seven 

months pregnant, was forcibly injected with medicine to induce labor the next 

day the child miscarried, at 9:00 on the 13th, I was sterilized. Only after this 

was fourth aunt released.. " 

•  3. Ma Village Liangqiu County in the town of villagers spent Song Hau said : 

"My brother (aged 65) was captured, family planning officers used rubber 

batons my brother, afterwards, they told me to hit him, I said I could not hit 

my brother, so they allowed him to hit me instead. " 

•  4. Charges the county town Panchiao villagers Pei Jinglan :"a man from the 

family planning office (male) used his hands to pull my heel, the most ruthless, 

terrible. We are painful we all cry, the men cried, the women cried. " 

•  5. Yinan Country Sunzu Township Nanxiashi Village village secretary Song 

Xiangrui made threats, forcing villagers Hu Bingmei to be sterilized The vice 

director of Family Planning for Yinan County Du Fengze  and the local 

family planning station bosses pointed at Hu Bingmei’s nose saying, "This 

group of people (government hired thugs) have said, you have to be sterilized, 

if not you will be forcibly taken to the operating table and sterilized!  

•  6. Some local villagers say that family planning personnel resort to violence 

without any provocation.  Some say "If you are killed, the burial costs is only 

10,000 yuan (some say 20,000). "This is what most of the perpetrators say. 

Sometimes they just stand and curse as, to three generations of anc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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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The local government has sponsored a so-called study classes,The first step 

is arresting people. Before the arrests, the classes are only in township 

government offices or empty.  Family planning usually involves four or five 

people (the people referred to as f family planning people in this report is not 

limited to formal employees of the family planning office, committee or 

bureau but also includes those officials with part time responsibility for family 

planning as well as the toughs who are hired to rough people up.)  Sometimes 

they are as many as 30, sometimes one van, sometimes three or four. 

Sometime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sometimes they go out in broad daylight, 

They enter as dawn illegally, smashing windows. Elders say they only saw 

such thing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hey say they are wose than the 

Japanese Devils.  

•  8. The chief of Tanjin Township of Fei County said openly stated on 

television : "We prefer to punish 1000 innocent ones rather than let one guilty 

one go free.” "Mt Linyi City Judicial Bureau openly stated :"Family planning 

is a state policy. Even though the methods are a bit crude, as long as someone 

is not killed or crippled, other punishments do not constitute an offense, 

what’s right is right." and if we ask the State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their answer is :"This is illegal, but we can’t do anything about it. Contact 

your local prosecutor and let them decide how to handle it. "In fact,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path of appeal leads almost nowhere.  

 费 县探沂镇镇长在电视台公然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临

沂市兰山区司法局公然称：“计划生育是国策，现在有点粗暴，但是只要不打死，

致残，其它 不算违法，道理就是这个道理。”而国家计生委的回复是：“这是

违法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请当地公检法想办法。”而事实上，人大、公检法的

路也几乎不通。  

 

        In Hujiazhuang Village, Xinqiaozhen, Fei County, there is a family planning 

slogan posted “No action after first birth, sterilization after the second, if sterilization 

is refused prosecute”. 

  

其它地方还有“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该扎不扎，

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Tanjin Township, Fei County “Resolutely and severely punish illegal births” 

there are other places where the slogan is “Hit it out, force it out, just so long as it is 

not born, " If people refuse sterilization, knock down their house; if they refuse 

abortion take away their household goods and cattle." 

民间流传的计生口号则是：“喝药不抢瓶、上吊就给绳”、“宁添十座坟，

不添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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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logan is popular on family planning : "If you want to drink poison, we 

won’t snatch the bottle away; if you want to hang yourself, we’ll supply the rope", 

"We’d willingly erect ten new tombstones, we just don’t want to an extra person”. 

  Local officials in Linyi say "Family planning is a fundamental national 

policy".  To accomplish the higher growth targets, in order to win awards, funding 

and the opportunity to be promoted and to avoid penalties, to avoid the loss of power, 

all levels of the bureaucracy are mobilized. Their aim is to control population growth 

by any means, foul or fair. )  [End of excerpt from Teng Biao'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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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诚辩护人李劲松律师之书面辩护词陈光诚辩护人李劲松律师之书面辩护词陈光诚辩护人李劲松律师之书面辩护词陈光诚辩护人李劲松律师之书面辩护词 

 

 

沂南县人民法院、 

审判长审判长审判长审判长、、、、审判员审判员审判员审判员：：：： 

根据《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之规定，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接受本

案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辩护人，本律师庭前审查了大量的案件材料，听

取了当事人对案件情况的陈述，冒着危险尽可能地进行了相关调查工作，在参与

了本案的庭审后，现按规定向法院致送如下书面辩护意见： 

 

一一一一、、、、本律师本律师本律师本律师认为认为认为认为：：：：控方控方控方控方指控陈光诚的两项罪名根本不能成立指控陈光诚的两项罪名根本不能成立指控陈光诚的两项罪名根本不能成立指控陈光诚的两项罪名根本不能成立！！！！ 

 

陈光诚是一个护法维权的中国公民，仅仅因为坚守良知和正义、维护国家

计生法律的尊严和受害妇女及其家人的合法权益、揭露地方政府贪官污吏们的野

蛮违法计生行为，竟然遭到长达一年多的迫害。 

违法犯罪的不是陈光诚，而是那些以流氓的手段或法律的名义迫害陈光诚

的贪官污吏们！ 

 

二二二二、、、、在详述辩护意见之前在详述辩护意见之前在详述辩护意见之前在详述辩护意见之前，，，，本律师认为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本案的下列背景本律师认为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本案的下列背景本律师认为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本案的下列背景本律师认为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本案的下列背景

资料资料资料资料。。。。 

       

A、、、、2005 年春季年春季年春季年春季，，，，因为计划生育工作排因为计划生育工作排因为计划生育工作排因为计划生育工作排名全省倒数第一名全省倒数第一名全省倒数第一名全省倒数第一，，，，临沂市临沂市临沂市临沂市有关贪官有关贪官有关贪官有关贪官

污吏实施了污吏实施了污吏实施了污吏实施了一场一场一场一场“野蛮违法的暴力野蛮违法的暴力野蛮违法的暴力野蛮违法的暴力计划生育运动计划生育运动计划生育运动计划生育运动”，，，，他们采取了他们采取了他们采取了他们采取了“连坐连坐连坐连坐”、、、、“办学习办学习办学习办学习

班班班班”等方式抓捕关押殴打了很多无辜的等方式抓捕关押殴打了很多无辜的等方式抓捕关押殴打了很多无辜的等方式抓捕关押殴打了很多无辜的农村育龄妇女及其家人农村育龄妇女及其家人农村育龄妇女及其家人农村育龄妇女及其家人，，，，他们用棍棒迫使他们用棍棒迫使他们用棍棒迫使他们用棍棒迫使

妇女做俯卧撑妇女做俯卧撑妇女做俯卧撑妇女做俯卧撑，，，，迫使迫使迫使迫使 60 多岁的亲兄妹互相殴打对方的脸多岁的亲兄妹互相殴打对方的脸多岁的亲兄妹互相殴打对方的脸多岁的亲兄妹互相殴打对方的脸，，，，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2004 年 7 月 9 日中共临沂市委、临沂市人民政府印发 (临发〔2004〕18 号)

《关于加强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决定》，是临沂野蛮计生运动的发端和

依据。 

         2005 年 2 月 14 日，临沂市政府再次印发红头文件，大意是过高地估计了

百姓的素质，依法办事不行，必须采用更强硬的传统手段。 

       2005 年 3 月开始，临沂市三区九县开展大规模暴力计生运动，抓人、打人、

关人、强制结扎、强制堕胎、办学习班，收学习费。 

这一违法野蛮暴力计生运动引起受害人的极大不满，很多受害者欲诉无

门，于是找到了陈光诚，哭诉她们遭受的各样的委屈和苦难。倾听完受害妇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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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羞辱、惨痛的遭遇， 2005 年 8 月，陈光诚向北京的朋友求助，滕彪等一批

学者和律师到临沂针对地方政府贪官污吏相关违法事件作了调查，并把调查结论

在网上发布。 

（附，腾彪律师披露的到山东临沂调查当地区县政府侵犯妇女生育权和人权

的事实部分：  

１、蒙阴县垛庄镇女镇长张婷举满身酒气参与指挥打人，她和五六名打手打

完另外两个被抓的 70 多岁的老太太，就把一村民刘元成叫到院子里，用扫帚打

他后脑，把三把扫帚打得粉碎；之后又用手掌打他耳光。五点多，将他关押在小

屋内，并让他坐在水泥地上，把腿伸直，张婷举便带头用脚去跺受害人的腿，他

们跺的跺，打脸的打脸，殴打后就用冷水泼到他头上。刘说：“你打我，我告你！”

张婷举声称：“你去告吧，去县城告也行，去临沂告也行，打死你也就一万块钱！”

维权人士陈光诚说：“我当时就站在河这岸，河那边就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的犯罪，

你无法制止它，那种痛苦无法形容。一个人的力量真是太小。”  

２、费县梁邱镇夏家沟村村民房钟霞说，“三姨夫给我打电话说，你再不回

来，你三姨（受株连，被抓）就在里头被打死了。三月十一，我被迫回来，当时

已怀孕七个月，被迫打催产针，过了一天，小孩流产，十三日早晨九点，做了结

扎，结扎后，四姨才放出来。”  

３、费县梁邱镇马下沟村村民宋花厚说：“我哥哥（65 岁）被抓了之后，计

生人员用橡皮棍打我哥，打完之后让我打；我说我不能打我哥；他们又让我哥打

我。”  

４、费县石板镇板桥村村民裴京兰说：“计生办的劳力（男的）用双手抠我

的软肋，这个最狠，太厉害了，我们都疼得哇哇哭。劳力都哭得哇哇的，何况是

妇女。”  

５、沂南县孙祖镇南硖石村村书记宋祥瑞威胁、逼迫村民胡丙美结扎，沂南

县计生局副局长讲计生服务站站长杜凤泽也指着胡丙美的鼻子说：“这伙人（政

府雇佣的打手）已经说了，你扎也得扎，不扎按在手术台上也得扎！”  

６、当地一些村民反映，计生人员动不动就大打出手，一边打一边说“打死

你也就一万元埋葬费（有的说两万）！”这是多数施暴者惯用的一句话。有时候，

不打他们的时候“就骂我们，祖宗三代的骂。”  

７、当地政府还办有所谓的学习班，抓人是学习班的第一步。在抓人之前，

学习班还只是乡镇政府的几个办公室或空房子。通常是四五个计生人员（本文所

称计生人员，绝不仅限于计生办、计生委、计生局的正式工作人员，而是包括了

负责分片儿的所有干部，以及被雇参与打砸抢的打手），多的时候是 30 多个，坐

着一两辆或三四辆车，在深更半夜、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黎明之前，叫门、别锁、

砸门、翻墙、砸玻璃，一拥而入。老辈人说，这样的景象，只有当年日本鬼子进

村时出现过。“他们比鬼子还厉害。”  

８、费县探沂镇镇长在电视台公然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临

沂市兰山区司法局公然称：“计划生育是国策，现在有点粗暴，但是只要不打死，

致残，其它不算违法，道理就是这个道理。”而国家计生委的回复是：“这是违法

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请当地公检法想办法。”而事实上，人大、公检法的路也

几乎不通。  

费县新桥镇胡家庄村张贴的计生标语是：一孩放、二孩扎、不扎就动法。 

费县探沂镇石行村张贴的是：对非法生育者坚决从严惩处。 

其它地方还有“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该扎不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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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民间流传的计生口号则是：“喝药不抢瓶、上吊就给绳”、“宁添十座坟，不

添一个人。”  

临沂当地官员在以“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大帽子下，为了完成上级的

生育指标，为了得到奖励、经费和爬升的机会，为了避免惩罚、避免失去权力，

各级官僚以及他们的打手行动起来了。目的是控制人口，手段是不择手段。） 

 

 

    2005 年 8 月 12 日 开始，陈光诚夫妇在山东省沂南县双后镇东师古村的家中

被非法监视居住。 

    8 月 25 日 ，陈光诚趁凌晨软禁人员疏忽，逃出乡村，赶往上海、南京，并辗

转来到北京。在北京多次被临沂官员围堵，几次险些被劫持。 

    9 月 6 日 下午，在北京朋友的家里，陈光诚被六名自称是山东省公安人员的

便衣非法绑架强行塞进车里，在车里陈光诚被这伙人多次殴打头面部，致陈光诚

昏迷了数次。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将陈光诚关押在沂南县，陈光诚为

此绝食抗议 26 小时。 

    9 月 7 日 晚 20： 06，陈光诚被警方送回家中严密监视，电脑被搬走，亲友

被禁止进入陈光诚家，陈光诚完全失去了走出自已家门的行动自由。 

    9 月 9 日 ，陈光诚家电话线被掐断，。次日，手机信号被干扰，陈光诚与外

界失去联系。 

    9 月 14 日，村民苏永军、陈华被抓。苏永军当晚被放回。陈华被拘留；从 9

月 15 日晚开始，陈华在拘留所绝食抗议。 

    9 月 15 日，村民韩延东被抓，并被拘留 13 日。 

    9 月 19 日，国家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政法司司长于学军就临沂计划生育有关

情况的初步调查结果发表谈话，承认临沂市个别县乡有关人员在开展计划生育工

作中，确实存在违法行政、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并称，有关责任人已“被

免职、被拘留或立案侦查”。 

    9 月 23 日 下午，陈光诚再次被抓，公安人员在陈光诚家搜查至晚上 10 点。  

    9 月 24 日 上午，陈光诚被放回家中继续受到非法暴力限制监禁。 

    10 月 4 日，许志勇博士和李方平律师到东师古村看望陈光诚，遭到看守们的

阻拦和殴打，陈光诚从家里冲出来见远道来到家门口想探望自已的朋友，被防守

在家门口的暴徒们阻挠殴打。 

（附，许志勇证言： 

10 月 3 日晚，我和李苏滨律师、李方平律师一起出发去临沂， 10 月 4 日

上午，我们到达孟良崮下面一个有旅馆的村庄，这里距陈光诚所在的双狮谷村只

有不到三公里。之前我们约好几位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到这里谈法律问题，同时，

我们计划去看望陈光诚。鉴于地方政府曾不止一次公开耍过流氓——在北京一个

居民小区不出示任何身份证明和法律文件公然绑架陈光诚、没有任何法律根据把

陈光诚非法拘禁在家等等，而且从 9 月初到现在，为了非法拘禁陈光诚，每天在

双狮谷村的“政府工作人员”达三十多名，因此一个公民看望自己的一个没有受

到任何法律限制的私人朋友居然成了最危险艰巨的任务。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决

定三个人不能全部暴露，由我先到村里探路。11 点 40，我从旁边村里借了一辆

自行车，骑车顺 205 国道去双狮谷村。远远看见国道岔向双狮谷村的路口有两辆

车和四五个人蹲在路边，我知道，那一定是看守陈光诚的人。为避免他们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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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路过的时候装作没看见他们。再往前大约 100 米是一条河，桥上也有四五个人

看守。过了桥大约 100 多米就到了村东口，村口停着三辆车和七八个人，我也是

一路不看他们，直接进了村。这是一个受到强权严重压抑的村庄，几乎每一个看

到我这个陌生人的村民眼神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警惕和无奈。在村里骑车转了两

圈，一个村民出现在我前面，开始我怀疑他是监视陈光城的线人，但他给我使了

一个眼色，我大概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在偷偷地给我指去陈光城家的路。此刻，

我想到了一个古老的成语——道路以目。我骑车顺着一个小胡同来到陈光城家院

子大门前，只见他家院子的大铁门紧闭，门口两排坐在小板凳上的大约九个不明

身份的人，院子旁边胡同的另一信道处，一个四十多岁的干部模样的女人撑起一

把遮阳伞坐在那里，显然也是他们一伙的。他们看我停下来，就问干什幺的，我

说看一个朋友。没多纠缠，我骑车穿过了胡同。然后，我折回来，准备直接去陈

光诚家里。但这时已经引起他们的高度怀疑，几个人把我堵在了胡同里，问我干

什幺的，从哪里来，我说看望朋友陈光诚，从北京来。 

一个自称宣传部的年轻人过来向我打招呼，问我是哪里的记者，我说不是记

者。周围迅速围过来五六个人，要我出去谈。我问面前的几个人，陈光诚做过什

幺伤天害理的事情吗，你们为什幺要这样对待他，不觉得这样做是坏良心的吗？

他们不说话，面露无奈，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叫郭齐是双堠镇党委书记低声说，不

用再讲了，没有用的。我说，从你们的表情来看，讲良心还是管用的。跟他们一

起来到村口，我拒绝再往前走。一些看守和村民围了过来，我继续给他们讲道理，

一边电话告诉李方平带我的身份证过来。一些村民也开始质问那些看守，光诚到

底犯了什幺法？凭什幺这样对待他？陈光城的母亲哭着来到我面前，拉着我去她

家。一些村民过来把我围在中间，保护着我往前走，看守们拼命阻挡，其中镇党

委书记郭齐拼命地掐着我的脖子拽着我的胳膊，还有人用棍子在下面绊我的腿。

事后想起来，真的很难过，一个镇党委书记难道必须表现出流氓黑社会的嘴脸才

能显示出其对上级的忠诚？才能有升迁的机会？这是一种什幺样的力量让一个

戴眼镜的党委书记充当一个积极的打手？而我，依然不断地与看守们握手，善良

地提醒他们要讲良心，让他们让开，这样拥挤纷乱中我往前走了大约 20 米。突

然，一个恶棍看守冲上来开始殴打村民，显然他是一个负责的干部，是故意要挑

起事端，试图制造大规模冲突，以给我罗织罪名。我立刻大声告诉村民，不要拥

挤，放弃一切努力。我本人回到原地。一辆增援看守的面包车开过来了，车上跳

下七八个男子。一辆警车也开过来了，四名穿制服的警察过来。这时，李方平律

师赶过来了，我们给警察看了身份证明，他们做了记录。突然，人群一阵骚动，

陈光诚在家人的搀扶下冲过来了！我大声告诉他我是许志永，我们紧紧拥抱在一

起！无尽的委屈和愤怒那一刻让我们相对无言。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我长得什幺样

子，但此刻，我们紧紧拥抱，他是我受难的兄弟！ 陈光诚自幼因病双目失明，

但他后来读了中医学院，又自学法律，经常帮助村民维护权益，周围村民亲切地

称他为陈律师。自从他揭露临沂计划生育过程中野蛮执法的情况以来，他成了地

方政府严密监控的对象，几十个人看着他的家门和村庄，切断了他家的电话，安

装了干扰器使得他家院子里手机没有信号。他原本就看不见这个世界，现在，地

方政府为了掩盖自己的非法行径，把他与世界彻底隔绝了。为了生他养他的山村

和百姓，为了心中不泯的良知，他再一次成了受难者。他给我看了他受伤的牙齿

和双腿，他的面部遭到了拳击，他的双腿有青紫块和新鲜的挫伤，那是他冲出重

围冲出来的过程中被打伤的。这是他熟悉的家，可流氓恶棍把他的家变成了监狱，

这一刻，当他要冲出监狱的时候，他受到了那些灭绝人性的流氓恶棍们的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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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光诚，保重！如果有人敢给你罗列罪名，我们绝对不会不管的！李方平律

师也和陈光城拥抱握手，这时，警察过来把他们扯开了。为了避免恶棍们制造事

端，我们只得离开这纷乱的村庄。一个镇干部和一个司法局的干部带我们来到镇

里。两个干部请我们吃饭，我们也想和他们沟通，表明我们的立场。他们的意图

是劝我们离开，大概这叫“先礼”吧，后面才是“兵”。我们的立场很明确：第

一，关于计划生育的问题。我们并不认同一些基督教背景的国家的理念——把计

划生育本身看成严重的人权事件，相反，我们很能理解地方政府的难处。事实上，

只要地方政府把自己过去的一些违法行为纠正了就好了，临沂完全可以改正错

误，变成一个依法行政的典范，完全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第二，关于陈光诚的

人身自由问题。这样长时间拘禁陈光诚既非法也不合情理，双方都应该做出让步，

使得这个事情有一个妥善的解决。我们甚至主动提出和陈光城谈谈，劝说他尊重

中国国情，某些话先不要讲，劝他平静下来。同时，地方政府不要总是用如此敌

意的态度看待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也应该理解他，要放松对他的限制。第三，我

们二人此行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看望朋友，其实如果我们看望了陈光诚，和他

谈谈，对地方政府也应该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地方政府非要仰仗着暴力不去认真

解决问题，我们也只得认真对待法律——拘禁陈光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我们作

为合法公民去看望一个私人朋友也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障碍，政府没有任何理由阻

拦我们。我们要去看望陈光诚，一次见不到就再去，直到陈光诚的朋友能够见到

他为止。两位干部很认同我们的立场，他们出去请示领导，但没有结果。我们说

不能一直这样等待下去，我们要去陈光诚所在的村庄。他们答应我们去叫有关官

员，但最后也只叫来了一个镇党委副书记。交谈之后，副书记也很认同我们的立

场，他们又反复请示领导，但对方还是没有任何让步的意思。三点半，我们告辞，

要去陈光诚所在的村庄看望他。三位了解我们立场的干部心情沉重，最后一次劝

我们不要去村庄，并说原谅他们不能送我们了。从他们的语气里可以感到他们的

无奈以及我们可能的遭遇。我们乘公共汽车去双狮谷村，后面一辆汽车尾随。下

公共汽车，看到路口处已经聚集了二三十人，有农民模样的，更多的是干部模样

的人，他们堵住了通往村庄的道路。路口两边停着五六辆汽车，其中有两辆警车。

看来他们是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刚走到路边，几个自称村民的人拦住了去路，

其中两个表现最积极的满身酒气，一边嚷嚷着不让进村，一边往外推我们。我们

站在那里给他们讲道理，我说良心比命令更重要，他们听了一会儿没说话。一个

干部模样的人说我们不能堵住路，我们就站到一边。僵持一会，我们按原计划暂

时撤退。满身酒气的人跟上来推搡我们。我们向路边警车旁边的两个警察报警，

一个说他是交警，不管这事，另一个干脆装作没听见，背过脸去。我们离开路口

往南走，一辆白色小汽车走在我们前面，一辆黑色小汽车跟在后面，那些推搡我

们的地痞流氓远远地跟着，其中一个喝过酒的矮个子不断接电话，显然是在接受

指示。走出几百米远我们也未能打到车。这时滕彪打来电话，我正接电话，突然

那群地痞流氓追上来对我们拳打脚踢，我们被打到河谷底，几乎到了水里。当对

方再次冲过来的时候，李方平突然站起来冲他们大喊：过来打，有种把我们打到

河里去！对方住手。我们沿着 205 国道继续往前走，走出几百米到后崖子村的时

候，那群流氓又追上来，分别围着我们打。在后崖子村众目睽睽之下，我看见四

个流氓把李方平律师按倒在地，一只脚踩在他身上，残暴殴打。我也被四个人野

蛮殴打，其中两个留着短发的看得出明显是训练有素的便衣警察。他们几次试图

把我打到在地，但我都没有倒下。我突然站直了说，你们打吧，我拒绝任何反抗！

他们又朝我的前胸后背打了几下，停止了。我能明显感觉到，这样的殴打是由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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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有计划的，什幺时候打，打到什幺程度，都是有有人指挥的。而且很可能的是，

前面那辆白色面包车就是现场指挥车。我们的心情依然平静，向路边店铺里旁观

的村民挥手致意，然后继续往前走。一辆公共汽车迎面开过来，我们上车，准备

向相反的蒙阴方向去。但地痞流氓马上拦住车，逼迫司机让我们下来。司机很为

难，害怕凶恶的流氓，我们只得下车。看来，我们是走不了的。我们只得顺着原

来的方向望南走。走出不远，一辆几乎满载迷彩服警察的依维克警车停在我们身

后，不由分说，我们被粗暴地推上了警车。在警车上，一个穿迷彩服的警察要在

长官面前表现一下他的凶猛，在我找座位的时候也借机在后面推搡我一把，我禁

不住扭过头去轻蔑地看了他一眼。车很快开到双堠镇派出所，我们被分别带到两

个房间里。真的没有想到的是，把我们带到派出所的理由居然是“有人举报我们

打了人”，涉嫌寻衅滋事。荒唐啊，看起来幸亏我们没有正当防卫，我们没有还

手它还能说我们寻衅滋事，如果正当防卫还了手，在这鬼地方恐怕我们有口难辨

了。被人追着打，所谓“人民警察”不追究打人者，反而扣留了受害者，面对这

样的流氓公安局，你还能说什幺？其实，我们很清楚，公安局与刚才打人的流氓

黑社会是一伙的，背后有统一的决策和指挥，因此我们对公安局接下来的拙劣表

演报以同情的态度。但是，我们也深感忧虑，这样的政府警察流氓黑社会成一家

让老百姓怎幺活啊。派出所问话其实主要是拖延时间，翻来覆去问怎幺发生的冲

突，被打的情况，后来又问跟谁一起来的，谁去车站接的我们，等等。对于打人

的过程，我详细讲，但和谁一起来的，谁接的我们跟“打架”案件没有任何关系，

我拒绝回答。负责盘问我的谢警官向上汇报，然后回答说，陈光诚不可以见，理

由是他涉嫌犯罪正在查，而且他的犯罪涉嫌国家机密。其实，稍微懂点法律常识

的人都知道，一个人被限制人身自由需要法律手续的，可地方政府限制陈光诚没

有任何法律手续，这只能是非法拘禁。我多次告诉谢警官——他正是办理陈光诚

案的警察，如果你们敢把陈光诚定罪，我们绝对不会不管，我会不惜一切代价为

陈光诚辩护，很多律师也都会来的。最后出丑的肯定是你们。他威胁我可能要把

我们行政拘留，说等把拘留手续拿来让我签字的时候可能我就会后悔了。“说拘

留就拘留，拘留错了大不了最后国家赔偿。”一副活脱脱流氓无赖嘴脸。我说，

别说行政拘留，怎幺处置你们随便。说实在的，我根本不在乎，我从内心深处非

常平静而宽容地看他们拙劣表演。后来我知道，李方平也和我一样，告诉他们行

政拘留刑事拘留随便。以至于他们慨叹，你们两个真是志同道合啊。一直到凌晨

三点半，所谓的盘问才告结束，让我签字盘问手续。但剩下的时间仍然不许我们

走出派出所，理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如果说过去的 12 个小时他们

还找到了一个限制我们人身自由的理由的话，随后的时间我们遭遇的是彻底的非

法拘禁。办公室里没有床，李方平在隔壁躺在沙发上睡了几个小时，我一夜没睡。

直到天亮六点多，他们才把手机还给我，此前一直关机状态。我提出要去看陈光

诚，对方干脆耍无赖，说只要我们想去，就不许我们走出派出所。） 

 

    10 月 24 日 ，陈光诚妻子的朋友梁晓燕女士从外地来陈光诚家探访，陈光诚

夫妻想出来和朋友们见面，被看守禁止，陈光诚遭到当地干部和打手的毒打，右

眼角被打伤当场流血、太阳穴被暴徒击打得至今还常伤痛、腿被打得差点永久性

残废。 

（附，梁晓燕证言：24 日十点多钟，我和同行的朋友寇延丁见到了村里的

老乡。他们告知，进村的几个路口，都有干部把守，肯定进不去。话说着，我们

转进了一条田间小路，沿着田埂向前走去。走了一会儿，另一个老乡来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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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的那条道上有人了，不能走。马上，我们又换了条道，和领路的老乡间隔一

段距离，心情紧张地在庄稼地里七转八转。此时，生出一种很滑稽又很悲哀的荒

谬感：我们在干什幺？为什幺要这样——去看望一个朋友，竟要象战争时期的你

死我活？这种戏剧性的场景，真是有点搞笑，然而，看着老乡们紧张的神情，我

一点也笑不出来：什幺样的暴力统治让这里的老乡们如此恐惧？！进村了，中午

时分，路上没什幺人。在一个村民家里，几个人围着我们，诉说着光诚的近况和

村民们的担忧。从他们的嘴里，我大约知道了陈光诚的近况。快两个月了，陈光

诚被拘禁在他家的小院子里，不能出门一步。每天 24 小时，都有二十个左右的

精壮汉子守在门口，阻挡任何想要进入的外人。老乡给我们指点了路，我们向陈

光诚家里走去。快到院门口了，果然，大约二十个男人散坐在那里。看到我们，

他们显然有点惊愕，没有马上阻挡。又向前走，他们围上来了，伸臂把我们往后

挡。我们说，我们是陈光诚的朋友，来看看他。“往后，往后！”一个人大声呵斥

着，要我们去侧面的办公室。当然，我们不会去。拉拉扯扯中，就看见陈光诚冲

出来了。呼啦一下，那群人把他围了起来，动手了。盲眼的光诚没有办法防御，

他甚至不知道打他的人是谁！我们大叫“不许动手”，这边的几个人就开始推我

们。一看这样，我说，我们不见陈光诚，你们让她妻子抱着孩子来，让我们看一

眼，我们马上就走。那里，伟静抱着孩子也出来了，同样，被蛮横地挡住了路，

她声嘶力竭地喊着。这时，我看见陈光诚倒在地上，有几个人还在打，我也喊起

来了。在混乱当中，光诚的弟媳妇接过了孩子，跑了过来。这个初入人世才 100

天的孩子，好奇怪，没有哭，睁着亮亮的眼睛。也许，她想替她爸爸看清这个罪

恶的场景！我们低头亲了一下孩子，忽然看到，那个泰山老母的护身符，已经缝

在了她的衣服上，寇延丁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了。这时，又来了好几个看样子是

官员摸样的人，声色巨厉地问我们，你们是什幺人，从哪里来？一边把我们往外

拉扯。我们说，我们马上就走，你们住手，让光诚回去。他们不理。就这样，在

我们还能看见的最后一刻，光诚仍在地上躺着，殴打还在继续！我们被驱赶着，

转了一个弯，看见迎面来了两辆面包车，第一辆车上是四个女人。这时我们才意

识到，也许因为我们是女人，他们动手有点顾忌，刚才对我们才比较“客气”，

马上紧急调遣了女人来对付我们。我们往前走着，车在我们的身后停下了，没有

追赶。走到村口，大约二三百米的路，沿途有三四辆小车，还有一些警察或官员

模样的人，国道边上的村口，还停了一辆警察的指挥车。我们真的不明白，这是

要干什幺？！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陈光诚，犯得上使出这样力气吗？陈光诚犯了

什幺天条，不就是按真实说了话？难道拥有和显示这样的暴力，真实就不再是真

实了吗？ 

陈光福证言： 

2005 年 10 月初，来自北京的律师许志永、李方平试图看望陈光诚，并劝说

当局解除对他的软禁，先后两次受到十几名不明身份者的围攻和殴打。在二十多

个村民的帮助下，陈光诚冲出来和许志永见了三分钟，就被痛打一顿，牙齿也差

点打掉了。 10 月 24 日，梁晓燕赶到临沂市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陈光诚家所

在地，以陈光诚朋友的身份要求见见光诚的孩子。但是守在门口的官员不让见面。

当时带队的是双堠镇副镇长赵峰和双堠镇一个脱产干部李先干。 陈光诚在屋里

听到院子外面有动静，知道是朋友来探望了，于是冲出来，但是一出院口即遭毒

打。动手毒打的是守在院门口的七、八个政府雇佣的打手。副镇长赵峰也亲自出

手对光诚推推搡搡。另外，脱产干部李先干躲在打手身后偷袭，用穿皮鞋的脚猛

踢光诚，还捏紧拳头猛打光诚右太阳穴。 旁边有村民看不下去，喝道：李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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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幺能动手打人！李先干恶狠狠的说：狠打！狠揍！打断腿，让他一块去告！ 

在李先干的鼓动之下，那七、八个原先赤手空拳毒打陈光诚的打手纷纷抄起家伙，

有些人拿起棍子，棍子有两只手拇指、食指并起来那幺粗，还有的拿着板凳，对

陈光诚进行暴力殴打。陈光诚被打倒在地上五、六次之多，身上多处负伤。右太

阳穴依然流血不止，左太阳穴、左眼一直发疼，手指关节被揪受伤，直到现在还

不能动弹。腿也挨袭发疼。 陈光诚的妻子也遭到殴打。在陈光诚受伤之后，家

人希望能将他送至医院医治，但遭到阻止） 

 

    11 月 30 日，沂南县唯一不肯撤诉的刘乃春再遭报复，第三次被行政拘留。 

    12 月 27 日，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被殴打。 

    2006 年 2 月 3 日，村民陈华被监视陈光诚的打手们殴打，可打人的暴徒逍遥

法外，被打的陈华竟然被当地警方拘留。 

2006 年 2 月 5 日（春节期间的正月初八，当天下着大雪），陈华的奶奶在与打

手们在村里的小头目理论时被气得休克昏死在雪地上，村民们要求看守们立即开

车送陈华奶奶去医院救治，但开着三四辆车在村里非法看守陈光诚的看守们竟然

均见死不救。村民因此与看守们发生冲突，村民杜德海被打伤。村民愤怒之下把

见死不救的这些政府不法官员们开至村里的三辆车推翻到沟里，结果共造成了价

值 5315 元的车辆维修损失。 

    3 月 11 日晚 7 点，陈光诚寄居的邻居陈光余到村小卖部买烟途中被四个人蒙

头殴打致伤，行凶者随后混到看守陈光诚的人群中。 

陈光诚和被害人陈光余（他是陈光诚的邻居也是陈光诚的堂弟而且自 2 月 5

日以来陈光诚就住在他家受到了他的保护）及陈光诚的妈妈、陈光诚的哥哥陈光

军、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共五人因此事去找村里找负责人理论，但在村里没能找

到，于是后来在陈光军的率先提议下五人一起到公路边等车，想搭坐过路车到县

里向领导反映。 

最初从北面驶来了一辆小出租车，陈光诚等五人还没来得及招手，就听到前面

有人喊“别让他们跑了”接着沂南县公安局工会主任孙学农抢先跑到前面拦下了

小出租车，不准它继续前行让我们搭坐上。 

沂南县公安局工会主任孙学农带领的上十个警察及近百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

光诚行动自由人员，先行一步堵在路上拦住了来车，不准来车搭运陈光诚一家人

走；是由于他们惧怕陈光诚摆脱控制在这搭坐到去县城和市里方向的车后，可能

还会迅速去北京上访！ 

沂南县公安局工会主任孙学农带领的上十个警察及近百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

光诚行动自由人员如此站到路上挡车不让陈光诚家五人搭上便车走，两边的车就

自然全被挡住停滞下来了。 

欲搭车去市里和县里找领导的陈光诚一家五个人，因此与这上十个警察和近百

个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进出家门的人员共同在公路上发生了长达

三小时左右的言语争执。 

3 月 11 日晚 9 时左右，陈光诚、陈光军、陈光余被抓。 

3 月 12 日至 3 月 14 日，沂南县公安人员对陈光诚实施酷刑，三天不让陈光

诚睡觉，陈光诚为此曾绝食绝水抗议这些警察败类的暴行！ 

4 月 2 日前，陈光诚被非法拘禁在沂南县维多利亚度假村。 

4 月 2 日至 6 月 11 日陈光诚被正式送进沂南看守所之前，陈光诚是被数十

个说不清名字的镇政府和公安局工作人员非法拘禁在民警培训中心！ 



 15 

陈光诚清楚记得的“有过非法侵害言行”的官员是“临沂市副市长兼临沂市

公安局局长刘杰、沂南县双堠镇司法干部李先干、沂南县双堠镇副书记夏发田

（音）、沂南县双堠镇副镇长赵峰、沂南县双堠镇副书记张建（音）、沂南县公安

局治安大队长刘善元（音）”。 

   2006年 5月 8日，受家属委托为陈光诚及所谓同案嫌疑人陈光和、陈光东、

陈更江提供法律帮助的六位律师赴沂南要求会见陈光诚等人，沂南县公安局答复

没有抓陈光诚，也拒绝在 48小时内给律师安排会见其他二位所谓同案嫌疑人。 

     2006年 6月 11日，被沂南县公安局带走盘问消失三个月之久的陈光诚被该

局宣布刑事拘留。 

 

 

        B、、、、 陈光诚的辩护人李劲松律师对陈光诚的辩护人李劲松律师对陈光诚的辩护人李劲松律师对陈光诚的辩护人李劲松律师对自自自自 6 月月月月 20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6 月月月月 27 日日日日,在山东沂南县在山东沂南县在山东沂南县在山东沂南县

承办陈光诚被刑拘案的短短几天内下列经历和遭遇的回顾承办陈光诚被刑拘案的短短几天内下列经历和遭遇的回顾承办陈光诚被刑拘案的短短几天内下列经历和遭遇的回顾承办陈光诚被刑拘案的短短几天内下列经历和遭遇的回顾：：：： 

 

1、、、、6 月月月月 20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2：：：：30，，，，我和助理李苏滨及陈光诚的另一位辨护律师张我和助理李苏滨及陈光诚的另一位辨护律师张我和助理李苏滨及陈光诚的另一位辨护律师张我和助理李苏滨及陈光诚的另一位辨护律师张

立辉平安到达立辉平安到达立辉平安到达立辉平安到达山东沂南县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三楼办公室并将李劲松和立辉的山东沂南县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三楼办公室并将李劲松和立辉的山东沂南县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三楼办公室并将李劲松和立辉的山东沂南县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三楼办公室并将李劲松和立辉的

律师执业证和要求会见函等交给了办公室李燕主任和尹纪科警官律师执业证和要求会见函等交给了办公室李燕主任和尹纪科警官律师执业证和要求会见函等交给了办公室李燕主任和尹纪科警官律师执业证和要求会见函等交给了办公室李燕主任和尹纪科警官。。。。 

离开刑事警察大队办公室后，我们又去了沂南县公安局法制科，我向胡科

长通报了上述事宜并告知明天我计划去看望陈光诚的妈妈问她老人家有没有什

么话希望转告陈光诚。 

我记下了胡科长的手机号并告诉胡科长我记下了胡科长的手机号并告诉胡科长我记下了胡科长的手机号并告诉胡科长我记下了胡科长的手机号并告诉胡科长：：：：因为听说有伙人在村口堵路不因为听说有伙人在村口堵路不因为听说有伙人在村口堵路不因为听说有伙人在村口堵路不

让外人进入村里让外人进入村里让外人进入村里让外人进入村里。。。。外人若硬要进去这伙人就是动手打人外人若硬要进去这伙人就是动手打人外人若硬要进去这伙人就是动手打人外人若硬要进去这伙人就是动手打人。。。。所以若我进村去看望所以若我进村去看望所以若我进村去看望所以若我进村去看望

光诚妈妈时万一真受阻被打光诚妈妈时万一真受阻被打光诚妈妈时万一真受阻被打光诚妈妈时万一真受阻被打，，，， 我会立即向胡科长发短信求救我会立即向胡科长发短信求救我会立即向胡科长发短信求救我会立即向胡科长发短信求救。。。。 

当晚当晚当晚当晚 18：：：：28 分分分分，，，，我们平安入住沂南县东方宾馆我们平安入住沂南县东方宾馆我们平安入住沂南县东方宾馆我们平安入住沂南县东方宾馆 203 房房房房。。。。 

 

2、、、、6 月月月月 21 日上午我们再次到沂南县公安局日上午我们再次到沂南县公安局日上午我们再次到沂南县公安局日上午我们再次到沂南县公安局，，，，和法制科的谢立伟指导员就和法制科的谢立伟指导员就和法制科的谢立伟指导员就和法制科的谢立伟指导员就

相关事宜进行了沟通相关事宜进行了沟通相关事宜进行了沟通相关事宜进行了沟通。。。。之后之后之后之后，，，，我于上午我于上午我于上午我于上午 11：：：：10 分接到了来自胡大队副手机的通分接到了来自胡大队副手机的通分接到了来自胡大队副手机的通分接到了来自胡大队副手机的通

知知知知：：：：李律师李律师李律师李律师，，，，你们现在可直接到看守所去会见陈光诚你们现在可直接到看守所去会见陈光诚你们现在可直接到看守所去会见陈光诚你们现在可直接到看守所去会见陈光诚。。。。11：：：：40 分分分分，，，，在沂南县公在沂南县公在沂南县公在沂南县公

安局看守所的会见室我和立辉律师见到了陈光诚安局看守所的会见室我和立辉律师见到了陈光诚安局看守所的会见室我和立辉律师见到了陈光诚安局看守所的会见室我和立辉律师见到了陈光诚。。。。 

会见现场有五位警官会见现场有五位警官会见现场有五位警官会见现场有五位警官，，，，期间在场警官多次以期间在场警官多次以期间在场警官多次以期间在场警官多次以““““要立即终止会见把陈光诚要立即终止会见把陈光诚要立即终止会见把陈光诚要立即终止会见把陈光诚

带离会见室带离会见室带离会见室带离会见室””””的动作的动作的动作的动作，，，，制止律师制止律师制止律师制止律师““““向陈光诚了解其是否参与所涉嫌的案件向陈光诚了解其是否参与所涉嫌的案件向陈光诚了解其是否参与所涉嫌的案件向陈光诚了解其是否参与所涉嫌的案件””””、、、、制制制制

止明确回答自已什么罪都没犯的陈光诚止明确回答自已什么罪都没犯的陈光诚止明确回答自已什么罪都没犯的陈光诚止明确回答自已什么罪都没犯的陈光诚““““向律师详细陈述无罪的辩解向律师详细陈述无罪的辩解向律师详细陈述无罪的辩解向律师详细陈述无罪的辩解””””、、、、制止陈制止陈制止陈制止陈

光诚光诚光诚光诚““““向律师陈述三月十二日警方盘问期满至六月十日被向律师陈述三月十二日警方盘问期满至六月十日被向律师陈述三月十二日警方盘问期满至六月十日被向律师陈述三月十二日警方盘问期满至六月十日被刑拘前遭到非法拘禁刑拘前遭到非法拘禁刑拘前遭到非法拘禁刑拘前遭到非法拘禁

事宜事宜事宜事宜””””。。。。 

至 12：30 分，按相关警官的要求，我们结束了这次会见。 

 

3、、、、6 月月月月 21 日和律师会见时日和律师会见时日和律师会见时日和律师会见时，，，，陈光诚当着五位在场警员的面陈光诚当着五位在场警员的面陈光诚当着五位在场警员的面陈光诚当着五位在场警员的面，，，，控告相关侦控告相关侦控告相关侦控告相关侦

查员查员查员查员 6 月月月月 11 日上午曾对自已进行死亡威胁声称日上午曾对自已进行死亡威胁声称日上午曾对自已进行死亡威胁声称日上午曾对自已进行死亡威胁声称““““在看守所里死个人很容易在看守所里死个人很容易在看守所里死个人很容易在看守所里死个人很容易、、、、前前前前

不久就死了一个不久就死了一个不久就死了一个不久就死了一个、、、、这次你要是不好好地认了这两个罪就不能活着走出这个看守这次你要是不好好地认了这两个罪就不能活着走出这个看守这次你要是不好好地认了这两个罪就不能活着走出这个看守这次你要是不好好地认了这两个罪就不能活着走出这个看守

所所所所、、、、你别指望北京律师来救你你别指望北京律师来救你你别指望北京律师来救你你别指望北京律师来救你、、、、他们都已被抓起来了他们都已被抓起来了他们都已被抓起来了他们都已被抓起来了””””。 

当着五位在场警员的面，陈光诚口头委托我们两位律师为其控告侦查员不

止一次的谩骂、侮辱和威胁，包括 2005 年 9 月 6 日在北京被抓及非法拘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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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6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21 日日日日 11：：：：40 至至至至 12：：：：30 我会见陈光诚并接受陈光诚委托我会见陈光诚并接受陈光诚委托我会见陈光诚并接受陈光诚委托我会见陈光诚并接受陈光诚委托

代理其控告对其发出死亡威胁的相关违法警员后不到三个小时代理其控告对其发出死亡威胁的相关违法警员后不到三个小时代理其控告对其发出死亡威胁的相关违法警员后不到三个小时代理其控告对其发出死亡威胁的相关违法警员后不到三个小时。。。。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3 点左右点左右点左右点左右，，，，我们和几位陈光诚的同村村民我们和几位陈光诚的同村村民我们和几位陈光诚的同村村民我们和几位陈光诚的同村村民（（（（一男三女一小孩一男三女一小孩一男三女一小孩一男三女一小孩））））一块一块一块一块，，，，

在沂南县城交通酒店在沂南县城交通酒店在沂南县城交通酒店在沂南县城交通酒店 206 包间吃饭时包间吃饭时包间吃饭时包间吃饭时，，，，有七个不明身份的年轻陌生男子闯进来有七个不明身份的年轻陌生男子闯进来有七个不明身份的年轻陌生男子闯进来有七个不明身份的年轻陌生男子闯进来

滋事滋事滋事滋事，，，，气势汹汹地质问我是什么人气势汹汹地质问我是什么人气势汹汹地质问我是什么人气势汹汹地质问我是什么人、、、、在这做什么在这做什么在这做什么在这做什么、、、、想干什么想干什么想干什么想干什么。。。。我反问他们一句我反问他们一句我反问他们一句我反问他们一句：：：：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什么人？？？？对方一人十分嚣张地回答对方一人十分嚣张地回答对方一人十分嚣张地回答对方一人十分嚣张地回答：：：：你不用问我是什么人你不用问我是什么人你不用问我是什么人你不用问我是什么人。。。。的确的确的确的确，，，，其中其中其中其中

一人挺着大肚子露着肚皮一看就知道这是伙流氓混混一人挺着大肚子露着肚皮一看就知道这是伙流氓混混一人挺着大肚子露着肚皮一看就知道这是伙流氓混混一人挺着大肚子露着肚皮一看就知道这是伙流氓混混，，，，于是我便忍辱负重克制于是我便忍辱负重克制于是我便忍辱负重克制于是我便忍辱负重克制

着没和他们冲撞着没和他们冲撞着没和他们冲撞着没和他们冲撞。。。。呆了几分钟后这伙人自已离开了呆了几分钟后这伙人自已离开了呆了几分钟后这伙人自已离开了呆了几分钟后这伙人自已离开了。。。。 

但没过半个小时，我的手机响了，来了一个直接指向我的死亡威胁电话。 

2006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21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15：：：：21 分分分分，，，，我接到了一个直接指向我的死亡威胁电我接到了一个直接指向我的死亡威胁电我接到了一个直接指向我的死亡威胁电我接到了一个直接指向我的死亡威胁电

话话话话。。。。 

此此此此死亡威胁电话录音内容如下：  

    李劲松：喂？  

    临沂杀手 ：你这个 色孩子 (山东最难听的土话) 你想死是吧。 

    李劲松 ：喂？ 

    临沂杀手 ： 你想死是吧。 

    李劲松：喂？  

    临沂杀手：你把我难为。  

    李劲松：你找谁？  

    临沂杀手：我就找你，你怪 胀饱 ( 山东土话：意为嚣张 )是吧。  

    李劲松：你不认识我吧？  

    临沂杀手：我不认识你，你认识我就行，你 怪碉 (山东土话：意为很得意很

轻狂)是吧。 

    李劲松：我不是临宝柱。  

    临沂杀手：你怪碉我知道，你不是住 203 呀，怪碉是吧， 今晚叫你死你信吧，

在这有吃有喝的，怪碉是吧。 

    李劲松：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  

    临沂杀手：没介，就是说的你。  

    李劲松：你知道我是谁？  

    临沂杀手：你是谁，你说你是谁，你说你是谁。  

    李劲松：我是李劲松律师，你是哪里的？  

    临沂杀手：你是哪里的。  

    李劲松：北京。  

    临沂杀手： 我知道你是李劲松，我就找的你。 

    李劲松：你是临沂的？，  

    临沂杀手：你别在临沂怪胀饱我和你说，妈的你在这儿有吃有喝的，我们都快

为难死了， 不就是住 203 ，你是找死是吧。 

    李劲松：你说的话都听不太清楚。  

    临沂杀手： 你是不是找死呀， 是不是活够了。 

    李劲松：你说什么？  

    临沂杀手： 你是活够了吧。 

    李劲松：喝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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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沂杀手：我说你。  

    李劲松：请说普通话，我听不清楚你这个口音。  

    临沂杀手：你别听不清听不清，别在这儿胀饱我和你说，还在这儿有吃有喝的，

怪牛 B 是吧，是不是你在临沂怪碉呀， 信不信今晚我去找你，你看你胀饱的，

我操，你不就是 住在东方宾馆里，是吧，别胀饱，我和你说！ 

这个直接打到我的手机上并清楚我是谁且知道我住在东方宾馆这个直接打到我的手机上并清楚我是谁且知道我住在东方宾馆这个直接打到我的手机上并清楚我是谁且知道我住在东方宾馆这个直接打到我的手机上并清楚我是谁且知道我住在东方宾馆 203 房的的房的的房的的房的的

死亡威胁电话死亡威胁电话死亡威胁电话死亡威胁电话，，，，来自来自来自来自 0539-7902467。。。。 

而我的手机号而我的手机号而我的手机号而我的手机号，，，，我只告诉过当地警方的相关工作人员我只告诉过当地警方的相关工作人员我只告诉过当地警方的相关工作人员我只告诉过当地警方的相关工作人员。。。。 

 

5、2006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21 日晚日晚日晚日晚 21：：：：02，，，，我接到求助短信获知我接到求助短信获知我接到求助短信获知我接到求助短信获知：：：：陈光诚的妈妈现在陈光诚的妈妈现在陈光诚的妈妈现在陈光诚的妈妈现在

陈光诚的四哥家陈光诚的四哥家陈光诚的四哥家陈光诚的四哥家，，，，今天这位已七十多的老人在家呕吐了一天今天这位已七十多的老人在家呕吐了一天今天这位已七十多的老人在家呕吐了一天今天这位已七十多的老人在家呕吐了一天，，，，家人本要送她老家人本要送她老家人本要送她老家人本要送她老

人家去医院治疗人家去医院治疗人家去医院治疗人家去医院治疗，，，，却受到一些人以需请却受到一些人以需请却受到一些人以需请却受到一些人以需请示上面批复为由延碍至今示上面批复为由延碍至今示上面批复为由延碍至今示上面批复为由延碍至今。。。。 

21：：：：46 我和陈光诚的四嫂直接通上话我和陈光诚的四嫂直接通上话我和陈光诚的四嫂直接通上话我和陈光诚的四嫂直接通上话，，，，得知得知得知得知““““光诚妈妈今天的确有病且现光诚妈妈今天的确有病且现光诚妈妈今天的确有病且现光诚妈妈今天的确有病且现

的确还没能去医院诊治的确还没能去医院诊治的确还没能去医院诊治的确还没能去医院诊治，，，，因为有关人没回复说允许去也还没回复说不允许去因为有关人没回复说允许去也还没回复说不允许去因为有关人没回复说允许去也还没回复说不允许去因为有关人没回复说允许去也还没回复说不允许去””””。。。。 

我告诉四嫂要是明天天亮送妈妈去医院时还有人阻止的话请立刻电告我我告诉四嫂要是明天天亮送妈妈去医院时还有人阻止的话请立刻电告我我告诉四嫂要是明天天亮送妈妈去医院时还有人阻止的话请立刻电告我我告诉四嫂要是明天天亮送妈妈去医院时还有人阻止的话请立刻电告我，，，，

我会马上过来我会马上过来我会马上过来我会马上过来。。。。 

22：：：：05 分分分分，，，，袁伟静再次来电诉说袁伟静再次来电诉说袁伟静再次来电诉说袁伟静再次来电诉说““““妈妈是个自已难受不轻说的人妈妈是个自已难受不轻说的人妈妈是个自已难受不轻说的人妈妈是个自已难受不轻说的人，，，，担心妈担心妈担心妈担心妈

妈的身体今晚会出事妈的身体今晚会出事妈的身体今晚会出事妈的身体今晚会出事””””。。。。 

听后听后听后听后，，，，我一直担忧此事无法安心我一直担忧此事无法安心我一直担忧此事无法安心我一直担忧此事无法安心。。。。 

之后之后之后之后，，，，我于我于我于我于 23：：：：40 左右向沂南县公安局四位告知过我手机号被我感觉为左右向沂南县公安局四位告知过我手机号被我感觉为左右向沂南县公安局四位告知过我手机号被我感觉为左右向沂南县公安局四位告知过我手机号被我感觉为

还有良心和法律意识我内心视其为朋友的四位警官还有良心和法律意识我内心视其为朋友的四位警官还有良心和法律意识我内心视其为朋友的四位警官还有良心和法律意识我内心视其为朋友的四位警官（（（（沂南县公安局法制科谢立沂南县公安局法制科谢立沂南县公安局法制科谢立沂南县公安局法制科谢立

伟指导员伟指导员伟指导员伟指导员、、、、沂南县公安局法制科胡科长沂南县公安局法制科胡科长沂南县公安局法制科胡科长沂南县公安局法制科胡科长、、、、沂南县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胡为强副沂南县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胡为强副沂南县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胡为强副沂南县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胡为强副

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沂南县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办公室李燕主任沂南县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办公室李燕主任沂南县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办公室李燕主任沂南县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办公室李燕主任））））发出了一个求助短信发出了一个求助短信发出了一个求助短信发出了一个求助短信。。。。 

该求助短信内容全文如下： 

李劲松承办陈光诚被拘案紧急求助报告：刚刚获知陈光诚的妈妈现在陈光

诚的四哥家，今天老人家在家呕吐了一天，家人本要送她老人家去医院治疗，却

受到一些人以需请示上面批复为由延碍至今。我现特此吁请相关责任人：拿出你

们做为人子人女的天良。立即允让光诚家人“送光诚的妈妈尽快去医院诊治”！

而且，如果今夜你们允让陈光诚妈妈及时去医院诊治了，我可以承诺：在光诚妈

妈身体康复前，我不去探望这位已七十多岁的老人家。否则，我明天一家要去沂

南县委党校家属院探望光诚妈妈并要不顾一切地争取护送光诚妈妈至医院诊治！     

祈请您能“尽力帮助将我本短信及时向有关负责人汇报”！ 

 

6、、、、我非常欣慰的是我非常欣慰的是我非常欣慰的是我非常欣慰的是：：：：这四位警官中有人接收阅读到了我这个求助短信这四位警官中有人接收阅读到了我这个求助短信这四位警官中有人接收阅读到了我这个求助短信这四位警官中有人接收阅读到了我这个求助短信，，，，

并及时将短信内容汇报给了有关负责人并及时将短信内容汇报给了有关负责人并及时将短信内容汇报给了有关负责人并及时将短信内容汇报给了有关负责人！！！！于是于是于是于是，，，，当夜三四点左右当夜三四点左右当夜三四点左右当夜三四点左右，，，，陈光诚的四陈光诚的四陈光诚的四陈光诚的四

哥所在的沂南县委党校的一个领导便亲自到了光诚四哥家并安排沂南县委党校哥所在的沂南县委党校的一个领导便亲自到了光诚四哥家并安排沂南县委党校哥所在的沂南县委党校的一个领导便亲自到了光诚四哥家并安排沂南县委党校哥所在的沂南县委党校的一个领导便亲自到了光诚四哥家并安排沂南县委党校

的车把光诚妈妈送去医院诊治好了的车把光诚妈妈送去医院诊治好了的车把光诚妈妈送去医院诊治好了的车把光诚妈妈送去医院诊治好了！！！！ 

 

7、、、、然而然而然而然而，，，，让人始料不到的是让人始料不到的是让人始料不到的是让人始料不到的是：：：： 

2006 年年年年 6 日日日日 22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15：：：：32 分分分分，，，，沂南县公安局治沂南县公安局治沂南县公安局治沂南县公安局治安大队三位警官进入我安大队三位警官进入我安大队三位警官进入我安大队三位警官进入我

们所在的东方宾馆们所在的东方宾馆们所在的东方宾馆们所在的东方宾馆 203 房房房房，，，，以沂南县公安局法制科谢立伟指导员等人已正式向以沂南县公安局法制科谢立伟指导员等人已正式向以沂南县公安局法制科谢立伟指导员等人已正式向以沂南县公安局法制科谢立伟指导员等人已正式向

公安局报案说李劲松咋晚半夜发送短信给自已干扰了自已作为公安人员在休息公安局报案说李劲松咋晚半夜发送短信给自已干扰了自已作为公安人员在休息公安局报案说李劲松咋晚半夜发送短信给自已干扰了自已作为公安人员在休息公安局报案说李劲松咋晚半夜发送短信给自已干扰了自已作为公安人员在休息

时间的正常生活为由时间的正常生活为由时间的正常生活为由时间的正常生活为由，，，，正式发送书面传唤通知给我正式发送书面传唤通知给我正式发送书面传唤通知给我正式发送书面传唤通知给我，，，，要将我强行带去公安局要将我强行带去公安局要将我强行带去公安局要将我强行带去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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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求三位警官让我先去检察院代陈光诚控告曾于我要求三位警官让我先去检察院代陈光诚控告曾于我要求三位警官让我先去检察院代陈光诚控告曾于我要求三位警官让我先去检察院代陈光诚控告曾于 2006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11 日威胁日威胁日威胁日威胁

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在看守所里死个人很容易在看守所里死个人很容易在看守所里死个人很容易在看守所里死个人很容易、、、、前不久就死了一个前不久就死了一个前不久就死了一个前不久就死了一个、、、、这次你要是不好好地这次你要是不好好地这次你要是不好好地这次你要是不好好地

认了这两个罪就不能活着走出这个看守所认了这两个罪就不能活着走出这个看守所认了这两个罪就不能活着走出这个看守所认了这两个罪就不能活着走出这个看守所、、、、你别指望北京律师来救你你别指望北京律师来救你你别指望北京律师来救你你别指望北京律师来救你、、、、他们都他们都他们都他们都

已被抓起来了已被抓起来了已被抓起来了已被抓起来了””””后后后后，，，，我再到公安局来接受讯问处理我再到公安局来接受讯问处理我再到公安局来接受讯问处理我再到公安局来接受讯问处理。。。。遭拒绝并被立即带走遭拒绝并被立即带走遭拒绝并被立即带走遭拒绝并被立即带走。。。。 

在沂南县公安在沂南县公安在沂南县公安在沂南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办公室一直被讯问至至晚上九点半左右局治安大队办公室一直被讯问至至晚上九点半左右局治安大队办公室一直被讯问至至晚上九点半左右局治安大队办公室一直被讯问至至晚上九点半左右，，，，警官告警官告警官告警官告

知知知知：：：：沂南县公安局主管领导确认李劲松咋夜发紧急求助短信给四位警官的行为沂南县公安局主管领导确认李劲松咋夜发紧急求助短信给四位警官的行为沂南县公安局主管领导确认李劲松咋夜发紧急求助短信给四位警官的行为沂南县公安局主管领导确认李劲松咋夜发紧急求助短信给四位警官的行为

干扰了他人生活干扰了他人生活干扰了他人生活干扰了他人生活，，，，决定治安拘留李劲松四天决定治安拘留李劲松四天决定治安拘留李劲松四天决定治安拘留李劲松四天。。。。但考虑到李劲松身份特殊且在下但考虑到李劲松身份特殊且在下但考虑到李劲松身份特殊且在下但考虑到李劲松身份特殊且在下

午被传讯前便已主动于上午午被传讯前便已主动于上午午被传讯前便已主动于上午午被传讯前便已主动于上午 9：：：：00 左右发短信向四位警官道歉致谢左右发短信向四位警官道歉致谢左右发短信向四位警官道歉致谢左右发短信向四位警官道歉致谢，，，，态度很好态度很好态度很好态度很好。。。。

所以暂不发正式拘留通知所以暂不发正式拘留通知所以暂不发正式拘留通知所以暂不发正式拘留通知，，，，李劲松现可直接回宾馆去李劲松现可直接回宾馆去李劲松现可直接回宾馆去李劲松现可直接回宾馆去。。。。有必要时再依法传唤过有必要时再依法传唤过有必要时再依法传唤过有必要时再依法传唤过

来来来来。。。。 

离开警局返回宾馆前离开警局返回宾馆前离开警局返回宾馆前离开警局返回宾馆前，，，，我明确告诉警官我明确告诉警官我明确告诉警官我明确告诉警官：：：：只要没拘留我进看守所只要没拘留我进看守所只要没拘留我进看守所只要没拘留我进看守所，，，，我明天我明天我明天我明天

就要去陈光诚家所在村里见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商议取保候审等事就要去陈光诚家所在村里见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商议取保候审等事就要去陈光诚家所在村里见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商议取保候审等事就要去陈光诚家所在村里见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商议取保候审等事。。。。不论去陈不论去陈不论去陈不论去陈

光诚家此行是多危险光诚家此行是多危险光诚家此行是多危险光诚家此行是多危险！！！！ 

 

8、、、、6 月月月月 22 日晚上日晚上日晚上日晚上 21：：：：48 分我平安回到宾馆分我平安回到宾馆分我平安回到宾馆分我平安回到宾馆。。。。过了二个小时左右过了二个小时左右过了二个小时左右过了二个小时左右，，，，““““自已自已自已自已

的照相机当晚在沂南县公安局办公大楼的二楼的照相机当晚在沂南县公安局办公大楼的二楼的照相机当晚在沂南县公安局办公大楼的二楼的照相机当晚在沂南县公安局办公大楼的二楼，，，，被曾跟踪自已的十多名流氓无被曾跟踪自已的十多名流氓无被曾跟踪自已的十多名流氓无被曾跟踪自已的十多名流氓无

赖赖赖赖，，，，当着警察面抢夺毁坏当着警察面抢夺毁坏当着警察面抢夺毁坏当着警察面抢夺毁坏””””的程海律师也回到宾馆的程海律师也回到宾馆的程海律师也回到宾馆的程海律师也回到宾馆。。。。我即到程海律师房里询问我即到程海律师房里询问我即到程海律师房里询问我即到程海律师房里询问

详情详情详情详情。。。。但不到十分钟但不到十分钟但不到十分钟但不到十分钟，，，，这十多名流氓无赖便气势汹汹的冲进房间并关上房门堵这十多名流氓无赖便气势汹汹的冲进房间并关上房门堵这十多名流氓无赖便气势汹汹的冲进房间并关上房门堵这十多名流氓无赖便气势汹汹的冲进房间并关上房门堵

住门口不让我们出去并不准程海律师打电话报警住门口不让我们出去并不准程海律师打电话报警住门口不让我们出去并不准程海律师打电话报警住门口不让我们出去并不准程海律师打电话报警，，，，强行从程海律师手里夺走手强行从程海律师手里夺走手强行从程海律师手里夺走手强行从程海律师手里夺走手

机放到一边后机放到一边后机放到一边后机放到一边后，，，，声称程海律师的相机今天曾偷拍过其中一人声称程海律师的相机今天曾偷拍过其中一人声称程海律师的相机今天曾偷拍过其中一人声称程海律师的相机今天曾偷拍过其中一人，，，，寻衅围攻程海律寻衅围攻程海律寻衅围攻程海律寻衅围攻程海律

师达一小时左右师达一小时左右师达一小时左右师达一小时左右，，，，这伙人直到凌晨这伙人直到凌晨这伙人直到凌晨这伙人直到凌晨 1：：：：13 分才离开程海律师房间分才离开程海律师房间分才离开程海律师房间分才离开程海律师房间。。。。 

 

9、、、、6 月月月月 23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2：：：：00 左右左右左右左右，，，，我从沂南县城出发坐出租车想去我从沂南县城出发坐出租车想去我从沂南县城出发坐出租车想去我从沂南县城出发坐出租车想去陈光诚家陈光诚家陈光诚家陈光诚家

所在村里见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和她商议替陈光诚申请取保候审等事所在村里见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和她商议替陈光诚申请取保候审等事所在村里见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和她商议替陈光诚申请取保候审等事所在村里见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和她商议替陈光诚申请取保候审等事。。。。 

但在从但在从但在从但在从 205 国道转向陈光诚家所在村庄的路口国道转向陈光诚家所在村庄的路口国道转向陈光诚家所在村庄的路口国道转向陈光诚家所在村庄的路口，，，，车便被数十位始终不敢亮车便被数十位始终不敢亮车便被数十位始终不敢亮车便被数十位始终不敢亮

明自已身份的男女围堵住明自已身份的男女围堵住明自已身份的男女围堵住明自已身份的男女围堵住，，，，所坐的出租车的牌照被几位始终不敢亮明自已身份所坐的出租车的牌照被几位始终不敢亮明自已身份所坐的出租车的牌照被几位始终不敢亮明自已身份所坐的出租车的牌照被几位始终不敢亮明自已身份

的男无赖强行掰下的男无赖强行掰下的男无赖强行掰下的男无赖强行掰下，，，，我被十来位始终不敢亮明自已身份的女无赖阻挡住无法进我被十来位始终不敢亮明自已身份的女无赖阻挡住无法进我被十来位始终不敢亮明自已身份的女无赖阻挡住无法进我被十来位始终不敢亮明自已身份的女无赖阻挡住无法进

入村里入村里入村里入村里。。。。 

而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的行动自由已被数十位始终不敢亮明自已身份的而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的行动自由已被数十位始终不敢亮明自已身份的而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的行动自由已被数十位始终不敢亮明自已身份的而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的行动自由已被数十位始终不敢亮明自已身份的

男女无赖长期非法限制亦无法出村来和我见面男女无赖长期非法限制亦无法出村来和我见面男女无赖长期非法限制亦无法出村来和我见面男女无赖长期非法限制亦无法出村来和我见面（自去年 10 月左右起，陈光诚和

袁伟静便被这数十位始终不敢亮明自已身份的男女无赖暴力封堵在自已家中无

法离开村里外出。而且其家所在村庄的路口亦已被数十位始终不敢亮明自已身份

的男女长期暴力封锁。陈光诚的朋友李方平律师和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许志永

去年 10 月去陈光诚家探望陈光诚和袁伟静时，即曾被数十位始终不敢亮明自已

身份的男女无赖封堵围攻殴打）。。。。 

 

10、、、、6 月月月月 26 日日日日，，，，我听说陈光诚已被正式批准逮捕我听说陈光诚已被正式批准逮捕我听说陈光诚已被正式批准逮捕我听说陈光诚已被正式批准逮捕。。。。 

由于我连逮捕通知复印件都没见到由于我连逮捕通知复印件都没见到由于我连逮捕通知复印件都没见到由于我连逮捕通知复印件都没见到，，，，无法确知其真实性无法确知其真实性无法确知其真实性无法确知其真实性。。。。于是我和助理李于是我和助理李于是我和助理李于是我和助理李

苏滨自驾车于苏滨自驾车于苏滨自驾车于苏滨自驾车于 6 月月月月 27 日中午日中午日中午日中午 12：：：：30 左右再一次到了左右再一次到了左右再一次到了左右再一次到了 205 国道转向陈光诚家的国道转向陈光诚家的国道转向陈光诚家的国道转向陈光诚家的

路口上路口上路口上路口上，，，，要去陈光诚家找到袁伟静落实此事或复印逮捕通知要去陈光诚家找到袁伟静落实此事或复印逮捕通知要去陈光诚家找到袁伟静落实此事或复印逮捕通知要去陈光诚家找到袁伟静落实此事或复印逮捕通知、、、、商议取保候审等商议取保候审等商议取保候审等商议取保候审等

相关事项相关事项相关事项相关事项。。。。 

 

11、、、、我们的车刚到路口我们的车刚到路口我们的车刚到路口我们的车刚到路口，，，，就就就就又被数十位始终不敢亮明自已身份的男女无赖又被数十位始终不敢亮明自已身份的男女无赖又被数十位始终不敢亮明自已身份的男女无赖又被数十位始终不敢亮明自已身份的男女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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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堵住了封堵住了封堵住了封堵住了。。。。 

最初是几个女流氓过来强行阻止我们下车；我多次打 110 报警。 

接着几个男流氓过来嚣张的要拉我们下车说几个男流氓过来嚣张的要拉我们下车说几个男流氓过来嚣张的要拉我们下车说几个男流氓过来嚣张的要拉我们下车说““““要把他们的衣服扒光放在马要把他们的衣服扒光放在马要把他们的衣服扒光放在马要把他们的衣服扒光放在马

路上烙烙路上烙烙路上烙烙路上烙烙””””。。。。 

我赶快我赶快我赶快我赶快锁住车门和车窗玻璃，呆在车里等待 110 警员前来。 

这些暴徒竟然不顾正坐在车里等待这些暴徒竟然不顾正坐在车里等待这些暴徒竟然不顾正坐在车里等待这些暴徒竟然不顾正坐在车里等待 110 警员的我及我的助理李苏滨的死警员的我及我的助理李苏滨的死警员的我及我的助理李苏滨的死警员的我及我的助理李苏滨的死

活活活活，，，，用力掀翻了我们乘坐的汽车用力掀翻了我们乘坐的汽车用力掀翻了我们乘坐的汽车用力掀翻了我们乘坐的汽车！！！！ 

在警察到来之前在警察到来之前在警察到来之前在警察到来之前，，，，这伙暴徒又把车推回原状这伙暴徒又把车推回原状这伙暴徒又把车推回原状这伙暴徒又把车推回原状。。。。但右侧车身及车顶已被毁坏但右侧车身及车顶已被毁坏但右侧车身及车顶已被毁坏但右侧车身及车顶已被毁坏，，，，

伤痕累累伤痕累累伤痕累累伤痕累累，，，，维修损失绝不止维修损失绝不止维修损失绝不止维修损失绝不止 5440 元元元元。。。。 

 

12、、、、四个警察到来之后，我向警员现场指证仍滞留在场的数十个堵车掀车

暴徒，并要求警员将这些暴徒全部带回警局或至少将现场状况及仍在场的被我指

控的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拍下来。 

我向警员说明，因为我原先根本不认识这伙暴徒，要是这样放走他们，日

后我肯定无法指控寻找这些犯罪嫌疑人。 

 

可警员回答说他们没有带照相机来。 

我回到车上从我的行李包里取出我的摄相机，将摄相机递给警员，要求他

们拍摄现场。但警员拒绝接受我的摄相机。 

于是，我只得自已动手拍摄现场。 

 

此时此时此时此时，，，，其中几个男暴徒竟然当着四个警察的面抢走我的摄像机其中几个男暴徒竟然当着四个警察的面抢走我的摄像机其中几个男暴徒竟然当着四个警察的面抢走我的摄像机其中几个男暴徒竟然当着四个警察的面抢走我的摄像机、、、、挥拳砸我挥拳砸我挥拳砸我挥拳砸我

的脸部并用车门挤卡我的躯体的脸部并用车门挤卡我的躯体的脸部并用车门挤卡我的躯体的脸部并用车门挤卡我的躯体，，，，致我右下伤肿致我右下伤肿致我右下伤肿致我右下伤肿、、、、眼镜被砸落地眼镜被砸落地眼镜被砸落地眼镜被砸落地。。。。 

之后之后之后之后，，，，其中一其中一其中一其中一个暴徒当着四个开着个暴徒当着四个开着个暴徒当着四个开着个暴徒当着四个开着 1931 号警车过来的警员的面号警车过来的警员的面号警车过来的警员的面号警车过来的警员的面，，，，带着从带着从带着从带着从

我手中抢走的摄像机我手中抢走的摄像机我手中抢走的摄像机我手中抢走的摄像机，，，，骑着一辆摩托车离开现场骑着一辆摩托车离开现场骑着一辆摩托车离开现场骑着一辆摩托车离开现场。。。。我当即要求在场警员赶快去我当即要求在场警员赶快去我当即要求在场警员赶快去我当即要求在场警员赶快去

抓捕这个现行抢劫犯抓捕这个现行抢劫犯抓捕这个现行抢劫犯抓捕这个现行抢劫犯！！！！ 

可是，这四个警员却对我的强烈要求置之不理，眼睁睁地放任这数十

暴徒一个个从从容容离开现场、自由自在返回现场。 

而这四位公安人员看到我被狠狠的暴打一顿，我正在摄录犯罪分子现行涉

嫌犯罪行为的录像机被抢走且犯罪分子逃之夭夭，却竟然始终不依法履行“对这

些正在当着他们的面实施抢劫犯罪行为的现行犯罪分子进行制止并当即将其全

部抓捕”的职责。 

 

17、7 月 6 日我用特快专递致送我用特快专递致送我用特快专递致送我用特快专递致送““““报案控报案控报案控报案控告函告函告函告函””””及及及及““““当当当当时在现场时在现场时在现场时在现场实施犯罪实施犯罪实施犯罪实施犯罪

行为的行为的行为的行为的部分部分部分部分歹徒的歹徒的歹徒的歹徒的图图图图片片片片””””给沂南县公安局给沂南县公安局给沂南县公安局给沂南县公安局。。。。 

向公安机关再一次报案控告这伙暴徒涉嫌向公安机关再一次报案控告这伙暴徒涉嫌向公安机关再一次报案控告这伙暴徒涉嫌向公安机关再一次报案控告这伙暴徒涉嫌““““故意故意故意故意（（（（直接或间接直接或间接直接或间接直接或间接））））杀人杀人杀人杀人（（（（未未未未

遂遂遂遂））））罪罪罪罪、、、、故意毁坏财物故意毁坏财物故意毁坏财物故意毁坏财物（（（（本田飞度汽车本田飞度汽车本田飞度汽车本田飞度汽车））））罪罪罪罪、、、、抢劫抢劫抢劫抢劫（（（（摄像机摄像机摄像机摄像机））））罪罪罪罪””””的行为的行为的行为的行为！ 

并告知公安机关“被这伙暴徒故意毁坏的这辆本田飞度汽车物证故意毁坏的这辆本田飞度汽车物证故意毁坏的这辆本田飞度汽车物证故意毁坏的这辆本田飞度汽车物证，，，，现在北现在北现在北现在北

京由我保存着京由我保存着京由我保存着京由我保存着。。。。如需要我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事实证据或证据线索时如需要我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事实证据或证据线索时如需要我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事实证据或证据线索时如需要我进一步补充提供相关事实证据或证据线索时，，，，盼请公盼请公盼请公盼请公

安机关及时书面通知我安机关及时书面通知我安机关及时书面通知我安机关及时书面通知我””””！！！！ 

但直到今天，山东省沂南县公安局也还没人跟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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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张立辉律师张立辉律师张立辉律师张立辉律师对对对对 8 月月月月 17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8 月月月月 18 日下列经历和遭遇的回顾日下列经历和遭遇的回顾日下列经历和遭遇的回顾日下列经历和遭遇的回顾：：：： 

1、2006 年 8 月 16 日晚 11：43 分，我和李劲松律师、李方平律师坐上了北

京开往临沂的列车。李方平是作为陪同会见的律师一同去的。 

列车于第二天上午近十一点抵达临沂火车站，我们三人打车直接来到沂南县

城的东方宾馆，许志勇博士已在宾馆等我们，他于 16 日抵达沂南。因旅途疲劳

我们各自休息了一会儿。 

17 日下午三点，我们四人来到沂南县法院。到达沂南县法院后，合议庭王

军法官（审判长）、于洋法官（审判员）接待了我们。接待法官向我们提交了检

察院的新证据，包括同案人供述、三份证人证言以及视听资料两张光碟。当我们

要求复制该视听资料时被拒绝。 

因控方提交了新证据以及第二天就要开庭但法院还在为难许志勇不肯明确

决定是否许可陈光诚指定的主要辩护人许志勇出庭，我和李方平于四点左右离开

法院来到沂南县看守所准备会见陈光诚，到达看守所的时间为下午四点十五分。

我们提交了会见手续。看守所一位工作人员称检察院有人正在监所内提审陈光

诚，让我们等待。过了约半个小时，我们追问为什么还不让我们见，该工作人员

让我们去看守所办公大楼找大队长。于是我们来到外面的办公大楼，但除一位正

在打字的办公人员外别无他人，问其大队长在那里时，她回答领导都出外开会了，

让我们到里面接待会见处办理。我们又回到了接待处，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会见

必须大队长或中队长批准才可，我们肯定见不到成陈光诚了。但为对当事人负责，

我们一直等到下午六点半工作人员下班才离开，但我们始终没看到检察院人员，

我们告诉该工作人员明天上午我们会继续要求会见。 

回到宾馆后许志勇、李方平和我就到外面一家饺子馆吃饭。李劲松律师因第

二天在北京一中院还有一个庭要开庭已离开沂南往临沂返京。 

饭后当我们三个刚走出门口时饭后当我们三个刚走出门口时饭后当我们三个刚走出门口时饭后当我们三个刚走出门口时，，，，突然有六个不明身份壮汉围住我们突然有六个不明身份壮汉围住我们突然有六个不明身份壮汉围住我们突然有六个不明身份壮汉围住我们，，，，并直并直并直并直

指许志勇以前偷过他的包指许志勇以前偷过他的包指许志勇以前偷过他的包指许志勇以前偷过他的包，，，，开始动手推桑用脚踹开始动手推桑用脚踹开始动手推桑用脚踹开始动手推桑用脚踹。。。。许志勇称根本不知道是怎么许志勇称根本不知道是怎么许志勇称根本不知道是怎么许志勇称根本不知道是怎么

回事并说你们想要打就动手吧回事并说你们想要打就动手吧回事并说你们想要打就动手吧回事并说你们想要打就动手吧。。。。 

我和李方平跟他们理论就立即被其他几个围住。约二十分钟后，110 警察（我

们没报案）共六人把许志勇和声称包被偷的那人带离。 

我和李方平刚回到宾馆不久我和李方平刚回到宾馆不久我和李方平刚回到宾馆不久我和李方平刚回到宾馆不久，，，，刚才六名警察以盗窃同伙为由用警车把我们刚才六名警察以盗窃同伙为由用警车把我们刚才六名警察以盗窃同伙为由用警车把我们刚才六名警察以盗窃同伙为由用警车把我们

带到了沂南县界湖派出所带到了沂南县界湖派出所带到了沂南县界湖派出所带到了沂南县界湖派出所。。。。在派出所我和李方平被控制了两个小时在派出所我和李方平被控制了两个小时在派出所我和李方平被控制了两个小时在派出所我和李方平被控制了两个小时，，，，分别做了分别做了分别做了分别做了

笔录笔录笔录笔录。。。。 

第二天一早，我和李方平再次来到沂南县看守所要求会见陈光。本想和光诚

紧急商定光诚原指定必须出庭的主要辩护人许志勇现被关押可能无法出庭辩护，

需办理手续重新授权李劲松律师担任必须出庭的主要辩护人等事宜。 

这次门口看管人员居然不让我们到会见接待处并声称须领导批准。我们来到

看守所办公大楼除昨天那位打字人员外别无他人，在我们强烈要求下，打字员打

了几个电话，告诉我们大队长关机，中队长称须大队长决定。我们来回几次竭力

要求会见但直至十点多均未果。 

中午 12 点半左右，我和李劲松律师继续到界湖派出所要求释放许志永，派

出所警员居然告诉我们许志永已经释放，我们无法相信继续等待至三点左右，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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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七八位不明身份人员围攻，事发地就在派出所！ 

陈光诚案当日下午四点半左右庭审结束，下午五点半左右，许志勇被放出界

湖派出所来到宾馆与我们会合。晚上，我们离开沂南。 

 

 

三、本律师现就下列控方提交法院的证据提出相关质本律师现就下列控方提交法院的证据提出相关质本律师现就下列控方提交法院的证据提出相关质本律师现就下列控方提交法院的证据提出相关质证意见证意见证意见证意见。。。。 

 

1、、、、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同案人陈光余同案人陈光余同案人陈光余同案人陈光余的供述笔录的供述笔录的供述笔录的供述笔录。。。。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下列事实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下列事实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下列事实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下列事实：：：： 

A、、、、2006年年年年 9月月月月 8日日日日 17：：：：38分分分分，，，，本律师接到了陈光诚涉嫌聚众扰乱交本律师接到了陈光诚涉嫌聚众扰乱交本律师接到了陈光诚涉嫌聚众扰乱交本律师接到了陈光诚涉嫌聚众扰乱交

通秩序罪一案控方的两位最关键证人陈光通秩序罪一案控方的两位最关键证人陈光通秩序罪一案控方的两位最关键证人陈光通秩序罪一案控方的两位最关键证人陈光余余余余陈光军之一的陈光陈光军之一的陈光陈光军之一的陈光陈光军之一的陈光余余余余打来的电话打来的电话打来的电话打来的电话。。。。 

          在电话里陈光余告诉本律师在电话里陈光余告诉本律师在电话里陈光余告诉本律师在电话里陈光余告诉本律师：：：：  

          自已自已自已自已 3 月月月月 11 日被抓后日被抓后日被抓后日被抓后，，，，被警员绑在椅子上审讯逼供五天五夜不让睡被警员绑在椅子上审讯逼供五天五夜不让睡被警员绑在椅子上审讯逼供五天五夜不让睡被警员绑在椅子上审讯逼供五天五夜不让睡

觉觉觉觉。。。。在此期间自已在这种状态下所签名的讯问笔录里面的词和和我说的肯定有在此期间自已在这种状态下所签名的讯问笔录里面的词和和我说的肯定有在此期间自已在这种状态下所签名的讯问笔录里面的词和和我说的肯定有在此期间自已在这种状态下所签名的讯问笔录里面的词和和我说的肯定有

差距差距差距差距。。。。我只说了一两句但他们就写出一大堆我只说了一两句但他们就写出一大堆我只说了一两句但他们就写出一大堆我只说了一两句但他们就写出一大堆。。。。当时他们是轮流审问我当时他们是轮流审问我当时他们是轮流审问我当时他们是轮流审问我，，，，同一个同一个同一个同一个

问题他们能问你一千遍问题他们能问你一千遍问题他们能问你一千遍问题他们能问你一千遍，，，，问得你特别问得你特别问得你特别问得你特别烦烦烦烦。。。。给我欲加之罪的感觉给我欲加之罪的感觉给我欲加之罪的感觉给我欲加之罪的感觉，，，，知道他们基本知道他们基本知道他们基本知道他们基本

的目的就是想什么事都往光诚身上推的目的就是想什么事都往光诚身上推的目的就是想什么事都往光诚身上推的目的就是想什么事都往光诚身上推。。。。实际上实际上实际上实际上，，，，陈光诚根本没有叫我们去堵车陈光诚根本没有叫我们去堵车陈光诚根本没有叫我们去堵车陈光诚根本没有叫我们去堵车。。。。

我们当时上公路边就是想搭车去县里我们当时上公路边就是想搭车去县里我们当时上公路边就是想搭车去县里我们当时上公路边就是想搭车去县里，，，，根本不是想堵塞交通根本不是想堵塞交通根本不是想堵塞交通根本不是想堵塞交通，，，，根本就没有我们根本就没有我们根本就没有我们根本就没有我们

想堵塞交通这回事想堵塞交通这回事想堵塞交通这回事想堵塞交通这回事。。。。当时堵塞交通而且一直在公路中间站了二个多小时的当时堵塞交通而且一直在公路中间站了二个多小时的当时堵塞交通而且一直在公路中间站了二个多小时的当时堵塞交通而且一直在公路中间站了二个多小时的，，，，其其其其

实是实是实是实是“几十上百个一直在公路上围困着我们五个人几十上百个一直在公路上围困着我们五个人几十上百个一直在公路上围困着我们五个人几十上百个一直在公路上围困着我们五个人、、、、使我们五个人无法搭上便车使我们五个人无法搭上便车使我们五个人无法搭上便车使我们五个人无法搭上便车

离开现场去县城离开现场去县城离开现场去县城离开现场去县城”的的的的“沂南县公安局的警察沂南县公安局的警察沂南县公安局的警察沂南县公安局的警察、、、、看守陈光诚的镇村干部看守陈光诚的镇村干部看守陈光诚的镇村干部看守陈光诚的镇村干部、、、、被雇用来被雇用来被雇用来被雇用来

看守陈光诚并动手打伤我的这些流氓地痦看守陈光诚并动手打伤我的这些流氓地痦看守陈光诚并动手打伤我的这些流氓地痦看守陈光诚并动手打伤我的这些流氓地痦”。。。。  

       陈光余现在沂南县东师古村自已的家中陈光余现在沂南县东师古村自已的家中陈光余现在沂南县东师古村自已的家中陈光余现在沂南县东师古村自已的家中，，，，他在同律师的谈话笔录里还明确他在同律师的谈话笔录里还明确他在同律师的谈话笔录里还明确他在同律师的谈话笔录里还明确

表示会按表示会按表示会按表示会按照法院通知及时出庭如实说明相关事实真相接受法庭质证照法院通知及时出庭如实说明相关事实真相接受法庭质证照法院通知及时出庭如实说明相关事实真相接受法庭质证照法院通知及时出庭如实说明相关事实真相接受法庭质证。。。。但开庭前但开庭前但开庭前但开庭前

一天一天一天一天，，，，他却突然失踪了他却突然失踪了他却突然失踪了他却突然失踪了！！！！ 

结合本律师已正式报警的关键证人陈光和在开庭前被非法绑架一案结合本律师已正式报警的关键证人陈光和在开庭前被非法绑架一案结合本律师已正式报警的关键证人陈光和在开庭前被非法绑架一案结合本律师已正式报警的关键证人陈光和在开庭前被非法绑架一案，，，，本本本本

律师认为律师认为律师认为律师认为，，，，陈光余亦是被非法控制而导致无法出庭指证控方的刑讯逼供非法取陈光余亦是被非法控制而导致无法出庭指证控方的刑讯逼供非法取陈光余亦是被非法控制而导致无法出庭指证控方的刑讯逼供非法取陈光余亦是被非法控制而导致无法出庭指证控方的刑讯逼供非法取

证行径证行径证行径证行径！！！！ 

 

B、、、、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陈光余周四陈光余周四陈光余周四陈光余周四(9 月月月月 14 日日日日)向本台表示向本台表示向本台表示向本台表示，，，，他在刑讯逼供下作假指证陈光诚他在刑讯逼供下作假指证陈光诚他在刑讯逼供下作假指证陈光诚他在刑讯逼供下作假指证陈光诚。。。。以以以以

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现被取保候审的村民陈光余星期四向本台表示，当时他是在警方刑讯逼供

下做了虚假口供：" 他们给你熬夜，不让你睡觉，我的时间还算短，五天五夜。

熬夜熬的当时脑子一片混乱。他们就说什么都推到陈光诚身上。有没有给你录

像？）什么事都完成之后才给你录像，演戏一样，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反正他说

什么你答应就是，不答应就不完事。（你怎么看这些）现在这事就是有理没法说，

把谎言当理了。（有没有说其他什么）说出来不要再参与这些，我本来就没参与

麽！（你怎么看陈光诚做的事情？）这是匡扶正义的事，为什么让他在我家住一

个多月，就是一直很支持他这事儿，这是正义的对吧！（你二审会出庭帮陈光诚

作正么？）帮想帮呀，尽量尽最大努力想帮。但是考虑后果，你的安全没有保障，

肯定的后怕呀，现在他是随时会殴打你，立马逮你。现在他把你的亲戚。。所以

都害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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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同案人陈光军的供述笔录同案人陈光军的供述笔录同案人陈光军的供述笔录同案人陈光军的供述笔录。。。。  

本律师提请二审法院注意下列事实本律师提请二审法院注意下列事实本律师提请二审法院注意下列事实本律师提请二审法院注意下列事实：：：： 

2006 年 9 月 10 日 15：49 分，本律师收到了陈光诚涉嫌聚众扰乱交通

秩序罪一案控方的两位最关键证人陈光余陈光军之一的陈光军发出来的传真。 

        陈光军的这份证词全文如下陈光军的这份证词全文如下陈光军的这份证词全文如下陈光军的这份证词全文如下：：：：  

         2006 年 3 月 11 日晚，我和陈光诚、陈光余三个人被沂南县公安局的人

员抓到沂南县刑警队后，他们用铁链把我绑在椅子上，开始对我讯问，我不理他

们，他们问什么我也不回答，他们虽然没有打我，但他们三班倒。每班两个人，

不让睡觉，不让吃饭喝水。 

他们说态度好就给一点吃，每天有吃一顿的时候，也有吃两顿的时候，

最不能忍受的是，他们不让解手。每次解手，都要多次请求。 

他们总是说：等一会、等一会。有一次他们说大便不行，只能小便，

后来我想起了政府工作人员和公安人员在陈光诚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我就情绪激

动，很生气的跟他们讲理。 

他们就说我态度不好，超过 24 小时后，经过商量，他们就对我说本

来想行政拘留你，由于态度不好现在对你刑事拘留，又把我反背手拷在了椅子上，

一直到 3 月 14 号晚 8 点多钟才把我送到了沂南县看守所。 

由于我身患严重的腰肩盘突出症，05 年麦收后就开始治疗三次，最

后一次手术回家是在阴历的 11 月 26 日。时间太短身体远没有复原，这样长时间

的坐着我的身体实在受不了。 

对我的回答他们一直不满意，总是让好好想一想，后来他们问怎么上

的公路，拦车是谁提出来的。 

一、我的身体受不了。二、我考虑，陈光诚干的事我认为是正义的。

他又没有犯法、他们把他放在了维多利亚（被抓上车后，我听他们打电话知道的）

他们不会把他怎么样可能是回家了。三、我考虑陈光诚是个残废人，就是真有事

根据我国的法律也会从轻处罚的。 

所以，在他们问是谁提出拦车的时候，我就说是陈光诚提的，也是他

喊把车拦下，把事情闹大逼领导出来解决问题的。 

其实是我小声提出来谁也没有喊其实是我小声提出来谁也没有喊其实是我小声提出来谁也没有喊其实是我小声提出来谁也没有喊。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有我们

村和营后村的好多村民可以作证，但是他们不敢。 

           

非常欣慰的是非常欣慰的是非常欣慰的是非常欣慰的是，，，，经特别保密经特别保密经特别保密经特别保密，，，，陈光军在本律师的特别护送下终于在陈光军在本律师的特别护送下终于在陈光军在本律师的特别护送下终于在陈光军在本律师的特别护送下终于在

开庭前的三分钟安全到达了法院开庭前的三分钟安全到达了法院开庭前的三分钟安全到达了法院开庭前的三分钟安全到达了法院，，，，得以出庭接受质证当庭指证控方所提交法院得以出庭接受质证当庭指证控方所提交法院得以出庭接受质证当庭指证控方所提交法院得以出庭接受质证当庭指证控方所提交法院

的相关供词是刑讯逼供的产物的相关供词是刑讯逼供的产物的相关供词是刑讯逼供的产物的相关供词是刑讯逼供的产物。。。。并如实说明陈光诚根本没有聚集自已上公路堵并如实说明陈光诚根本没有聚集自已上公路堵并如实说明陈光诚根本没有聚集自已上公路堵并如实说明陈光诚根本没有聚集自已上公路堵

路也根本没有在公路上指使自已堵路路也根本没有在公路上指使自已堵路路也根本没有在公路上指使自已堵路路也根本没有在公路上指使自已堵路！！！！ 

 

3、、、、关于袁伟静及王金香的证言关于袁伟静及王金香的证言关于袁伟静及王金香的证言关于袁伟静及王金香的证言。。。。 

 本律师相信： 

 这两个人的当庭作证证言是足以反证控方所谓的“同案人陈光余的供

述笔录证实，陈光诚以他被打之事为由组织他、陈光军、袁伟静，去双堠镇营后

村 205 国道拦堵车辆，在陈光诚的指挥下，不听警察劝阻，堵截车辆二个多小时。

同案人陈光军的供述笔录证实，在陈光诚陈光诚的带领下去营后村 205 国道，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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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诚陈光诚提出并首当其冲上路拦车他和陈光余、袁伟静等人亦上前拦截车辆两

个多小时的事实。该案多名证人证言与同案人陈光军、陈光余的供述一致”全系

“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谎言和伪证”！ 

 

4、、、、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刘长刘长刘长刘长余的证言的证言的证言的证言””””。。。。 

当时是晚上八点左右，当时从北往南的车已被堵了有十多辆车，我见

有个六十多岁的妇女在一车前抱着个小孩子哭，当时那个地方不少人当时那个地方不少人当时那个地方不少人当时那个地方不少人，从南往

北的车也被堵在这地方，其中前面的是一排三辆车一排三辆车一排三辆车一排三辆车在公路上，最东边我看见是最东边我看见是最东边我看见是最东边我看见是

辆斯太尔货车辆斯太尔货车辆斯太尔货车辆斯太尔货车，在这的两边并排着还有两辆解放货车在这的两边并排着还有两辆解放货车在这的两边并排着还有两辆解放货车在这的两边并排着还有两辆解放货车。车前方也不少人车前方也不少人车前方也不少人车前方也不少人，我不

认识。其中有个妇女在公路上停的车前边来回走。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A、当时那个地方不少人当时那个地方不少人当时那个地方不少人当时那个地方不少人、、、、车前方也不少人车前方也不少人车前方也不少人车前方也不少人这，即证明““““当时站在公当时站在公当时站在公当时站在公

路上客观上堵塞交通扰乱了交通秩序的还有不少人路上客观上堵塞交通扰乱了交通秩序的还有不少人路上客观上堵塞交通扰乱了交通秩序的还有不少人路上客观上堵塞交通扰乱了交通秩序的还有不少人”！ 

B、原一审枉法裁判的法官一审枉法裁判的法官一审枉法裁判的法官一审枉法裁判的法官““““企图不让关注着本案的中央政府领导及企图不让关注着本案的中央政府领导及企图不让关注着本案的中央政府领导及企图不让关注着本案的中央政府领导及

全国全世界人民知道全国全世界人民知道全国全世界人民知道全国全世界人民知道””””的就是的就是的就是的就是：：：： 

 

在在在在 3月月月月 11日晚上客观上站在公路两个多小时的日晚上客观上站在公路两个多小时的日晚上客观上站在公路两个多小时的日晚上客观上站在公路两个多小时的；；；； 

除了被控的陈光诚家的一个盲人二个妇女二个三十以上的男人这 5 个

人外， 

其实还有其实还有其实还有其实还有““““孙学农孙学农孙学农孙学农、、、、李洪星李洪星李洪星李洪星、、、、张升东张升东张升东张升东、、、、王庆玉王庆玉王庆玉王庆玉、、、、姚明立姚明立姚明立姚明立、、、、于成录于成录于成录于成录””””等等等等

上十名警察上十名警察上十名警察上十名警察！！！！ 

其实还有其实还有其实还有其实还有““““刘洪军、苏彦国、徐盛厚、黄桂盛、黄宝强、刘虎、刘长彬、

刘元成、刘长伟、武玉平、郑洁多、周业洪、刘玉海、于祥杰、张志栋”等近百近百近百近百

名名名名““““长期非法暴力看守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长期非法暴力看守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长期非法暴力看守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长期非法暴力看守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的镇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痞的镇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痞的镇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痞的镇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痞！！ 

当时正是这批肩负“不能让陈光诚等搭上便车去县里去市里去省里去北京、

别让陈光诚搭上便车跑了”之责的“不少的人”， 

“不惜制造事端堵塞交通”首先站在公路上“挡住两边的过往车辆、围困着

陈光诚家这五个人”！！！ 

 

5、、、、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刘泽山的证言刘泽山的证言刘泽山的证言刘泽山的证言””””。。。。 

11 日晚上 8 点多钟时，我们四个人往北走到营后村村办公室路口处时

发现有不少人在路上有不少人在路上有不少人在路上有不少人在路上，从北边来的车也排成了两排从北边来的车也排成了两排从北边来的车也排成了两排从北边来的车也排成了两排。 

本律师提法院注意本律师提法院注意本律师提法院注意本律师提法院注意：：：： 

A、有不少人在路上有不少人在路上有不少人在路上有不少人在路上，，，，这即证明““““当时站在公路上客观上堵塞交通扰当时站在公路上客观上堵塞交通扰当时站在公路上客观上堵塞交通扰当时站在公路上客观上堵塞交通扰

乱了交通秩序的还有不少人乱了交通秩序的还有不少人乱了交通秩序的还有不少人乱了交通秩序的还有不少人”！ 

当时正是这批 “不少的人”， 

“不惜制造事端堵塞交通”首先站在公路上“挡住两边的过往车辆、围困着

陈光诚家这五个人”！！！ 

 

6、、、、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孙长香的证言孙长香的证言孙长香的证言孙长香的证言””””。。。。 

11 号晚上大约在晚上 8 点多，我见从北往南的车和从南往北的车对停

那儿，中间有陈光诚站在从南往北来的一辆大货车前方位于公路的东侧，往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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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军和一个男的，他们这些人堵在从南往北的车前他们这些人堵在从南往北的车前他们这些人堵在从南往北的车前他们这些人堵在从南往北的车前。他们周围很多人他们周围很多人他们周围很多人他们周围很多人，我也

不知道是谁，也不认识。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A、他们这些人堵他们这些人堵他们这些人堵他们这些人堵在从南往北的车前在从南往北的车前在从南往北的车前在从南往北的车前。他们周围很多人他们周围很多人他们周围很多人他们周围很多人，，，，这即证明““““当当当当

时站在公路上客观上堵塞交通扰乱了交通秩序的还有不少人时站在公路上客观上堵塞交通扰乱了交通秩序的还有不少人时站在公路上客观上堵塞交通扰乱了交通秩序的还有不少人时站在公路上客观上堵塞交通扰乱了交通秩序的还有不少人”！ 

B、当时正是这肩负“不能让陈光诚等搭上便车去县里去市里去省里去

北京、别让陈光诚搭上便车跑了”之责的“很多人”， 

“不惜制造事端堵塞交通”首先站在公路上“挡住两边的过往车辆、围困着

陈光诚家这五个人”！！！ 

 

7、、、、关于韩玉贞的证言关于韩玉贞的证言关于韩玉贞的证言关于韩玉贞的证言““““当时在陈光诚等人的北侧一二十米上还停着好几在陈光诚等人的北侧一二十米上还停着好几在陈光诚等人的北侧一二十米上还停着好几在陈光诚等人的北侧一二十米上还停着好几

辆车辆车辆车辆车，，，，是是是是从北边往南开从北边往南开从北边往南开从北边往南开的的的的””””。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A、、、、陈光诚等人被指控拦的都是从陈光诚等人被指控拦的都是从陈光诚等人被指控拦的都是从陈光诚等人被指控拦的都是从““““南边往北南边往北南边往北南边往北””””走向的车走向的车走向的车走向的车。。。。 

B、、、、当时站在陈光诚等人的北侧一二十米内的当时站在陈光诚等人的北侧一二十米内的当时站在陈光诚等人的北侧一二十米内的当时站在陈光诚等人的北侧一二十米内的，，，，都是什么人都是什么人都是什么人都是什么人？！？！？！？！ 

C、、、、陈光诚等人的北侧一二十米上还停着的好几辆陈光诚等人的北侧一二十米上还停着的好几辆陈光诚等人的北侧一二十米上还停着的好几辆陈光诚等人的北侧一二十米上还停着的好几辆从北边往南开从北边往南开从北边往南开从北边往南开的车是什的车是什的车是什的车是什

么人拦下的么人拦下的么人拦下的么人拦下的？！？！？！？！ 

D、围堵在好几辆好几辆好几辆好几辆从北边往南开从北边往南开从北边往南开从北边往南开的车前的又是人的车前的又是人的车前的又是人的车前的又是人？！？！？！？！ 

 

8、、、、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刘详富的证言。 

我见有好多人在那儿有好多人在那儿有好多人在那儿有好多人在那儿。从南北两个方向的车都堵在这儿，从南往北的车

辆有 2 辆货车并排着停在那儿，中间再往后点还有一辆车。我见陈光诚站在并排

的车辆中东边的那辆大货车前方堵着车，有个说外地话的妇女抱着小孩子站在路

中间陈光诚的西边，还有一个老太太站在公路上西侧的那辆解放货车前方，还有还有还有还有

不少人站在那儿不少人站在那儿不少人站在那儿不少人站在那儿，我不认识。当时那地方还有好几个警察当时那地方还有好几个警察当时那地方还有好几个警察当时那地方还有好几个警察。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A、有好多人在那儿有好多人在那儿有好多人在那儿有好多人在那儿、、、、公路上西侧的那辆解放货车前方还有不少人站在那还有不少人站在那还有不少人站在那还有不少人站在那

儿儿儿儿、、、、当时那地方还有好几个警察当时那地方还有好几个警察当时那地方还有好几个警察当时那地方还有好几个警察。 

B、从南往北的车辆有 2 辆货车并排着停在那儿。 

这佐证王庆玉等三个警察及另两位交警的说证言是伪证。 

王庆玉等三个警员说从南往北的车是三辆货车并排，而另两位交警却又说

从南往北的车是四辆车并排。 

 

9、、、、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公安局工会主任孙学农的证言公安局工会主任孙学农的证言公安局工会主任孙学农的证言公安局工会主任孙学农的证言。。。。 

3 月 11 日晚，我正在局办公室带班值班，出警民警反馈信息陈光诚等人

在 205国道上堵车，不听劝阻，情况严重。110报警台不时接到被堵司机的求援

报警，于是我同驾驶员驱车赶到事发现场。有陈光诚袁伟静等站在公路上不让车

辆通行，在其南北两侧的国道路段上，各被堵二三百米长各种车辆一二百辆，公

路被堵实。这时有一辆救护车出诊想通过这时有一辆救护车出诊想通过这时有一辆救护车出诊想通过这时有一辆救护车出诊想通过，，，，陈光诚袁伟静不让陈光诚袁伟静不让陈光诚袁伟静不让陈光诚袁伟静不让，，，，我又让出诊医我又让出诊医我又让出诊医我又让出诊医

生自已上前做工作让开生自已上前做工作让开生自已上前做工作让开生自已上前做工作让开，，，，他们还是不让他们还是不让他们还是不让他们还是不让。我就在路边向领导联系汇报。这时县

交警大队出警民警到达现场。陈光诚等人还是不听制止，到晚上 9点多钟经请示

领导同意，将陈光诚等强行带离现场。交警才疏导交通。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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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陈光诚等人被指控拦的都是从陈光诚等人被指控拦的都是从陈光诚等人被指控拦的都是从陈光诚等人被指控拦的都是从““““南边往北南边往北南边往北南边往北””””走向的车走向的车走向的车走向的车。。。。他们都是站在他们都是站在他们都是站在他们都是站在

从南边往北走向的两排车的前边从南边往北走向的两排车的前边从南边往北走向的两排车的前边从南边往北走向的两排车的前边。。。。 

B、救护车，是从“北边往南”走向过来的车。 

C、救护车司机刘长冬的证言及医生王静的证言，确证孙学农所谓“这时这时这时这时

有一辆救护车出诊想通过有一辆救护车出诊想通过有一辆救护车出诊想通过有一辆救护车出诊想通过，，，，陈光诚袁伟静不让陈光诚袁伟静不让陈光诚袁伟静不让陈光诚袁伟静不让，，，，我又让出诊医生自已上前做工我又让出诊医生自已上前做工我又让出诊医生自已上前做工我又让出诊医生自已上前做工

作让开作让开作让开作让开，，，，他们还是不让他们还是不让他们还是不让他们还是不让“救护车的医生想过去救护车的医生想过去救护车的医生想过去救护车的医生想过去，，，，陈光诚他们也不放陈光诚他们也不放陈光诚他们也不放陈光诚他们也不放””””完全是诬完全是诬完全是诬完全是诬

陷陈光诚的陷陈光诚的陷陈光诚的陷陈光诚的““““伪证伪证伪证伪证””””。 

救护车司机救护车司机救护车司机救护车司机刘长冬及医生王静的证言证实刘长冬及医生王静的证言证实刘长冬及医生王静的证言证实刘长冬及医生王静的证言证实：：：： 

救护车司机救护车司机救护车司机救护车司机刘长冬及医生王静当时根本没看到陈光诚和陈光军陈光余刘长冬及医生王静当时根本没看到陈光诚和陈光军陈光余刘长冬及医生王静当时根本没看到陈光诚和陈光军陈光余刘长冬及医生王静当时根本没看到陈光诚和陈光军陈光余，，，，

只看到了袁伟静；而且，救护车司机刘长冬及医生王静也根本没有同袁伟静和陈陈陈陈

光诚及陈光军光诚及陈光军光诚及陈光军光诚及陈光军、、、、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说过一句话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说过一句话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说过一句话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说过一句话！！！！ 

站在从北边往南走向的车的前边站在从北边往南走向的车的前边站在从北边往南走向的车的前边站在从北边往南走向的车的前边，，，，和救护车司机说这边过不去的这个二和救护车司机说这边过不去的这个二和救护车司机说这边过不去的这个二和救护车司机说这边过不去的这个二

十多岁的男青年十多岁的男青年十多岁的男青年十多岁的男青年、、、、拦住救护车和医生说这边不让过的这个人拦住救护车和医生说这边不让过的这个人拦住救护车和医生说这边不让过的这个人拦住救护车和医生说这边不让过的这个人，，，，根本不是袁伟静和

陈光诚及陈光军、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显然是肩负“不能让陈光

诚等搭上便车去县里去市里去省里去北京、别让陈光诚搭上便车跑了”之责的数

十近百名“长期非法暴力看守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的镇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

地痞之中的一个地痞之中的一个地痞之中的一个地痞之中的一个！！ 

 

   D、救护车司机刘长冬救护车司机刘长冬救护车司机刘长冬救护车司机刘长冬的证言如下： 

我咋天在孟良崮卫生院值班，咋天晚上将近 8点时，沂南县双堠镇东梭庄

村的一个男的打给我们卫生院的急救电话，说是他老婆生孩子，然后我就驾驶着

我们卫生院的救护车（是一汽佳宝）拉着我们卫生院的妇产科大夫王静一起往东

梭庄去，我们走的 205 国道，从北往南，行至东师古村路阶段时堵车，当时是

晚上 8点 10分左右。堵车的路阶段位于东师古村东，堵到营后村办公室西边，

从北向南方向行驶的车大约有二三十辆左右，也没有从南往北的车过来。被堵的

车有大货车农用车等，什么号我也没往心里记，因为我们是去拉生孩子的，非常

急。我就从被堵的车里钻进去往前开，一直到堵车的中心位置，见从南往北的车

也很多被堵着。这两个方向的车中间有很多人这两个方向的车中间有很多人这两个方向的车中间有很多人这两个方向的车中间有很多人，，，，都是谁我也不认识都是谁我也不认识都是谁我也不认识都是谁我也不认识。我下了车

想问问是什么事，就过去了，我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挡在从南往北开方向的一南往北开方向的一南往北开方向的一南往北开方向的一

辆货车前辆货车前辆货车前辆货车前，，，，挡在车前方正中间挡在车前方正中间挡在车前方正中间挡在车前方正中间，我又问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问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问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问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说能过去吧说能过去吧说能过去吧说能过去吧，，，，

他说过不去他说过不去他说过不去他说过不去。我非常着急，就又上了车把车往后倒了倒，我想转路走。这个地方

我也比较熟悉。我倒了倒车后有条小路往东的，我从 205 国道上下来开上这条

小路，围绕到营后村东又往南走的一条土路，然后再围绕到 205 国道东师古村

东杨水站处，上了 205 国道我见从南往北的车也堵到了杨水站北边十多米处，

也大约有十几辆车。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堵的车我不清楚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堵的车我不清楚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堵的车我不清楚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堵的车我不清楚，，，，我就见有个三十来岁我就见有个三十来岁我就见有个三十来岁我就见有个三十来岁

的妇女挡在一货车前方的妇女挡在一货车前方的妇女挡在一货车前方的妇女挡在一货车前方，，，，她为什么堵车我不清楚这个妇女我不认识她为什么堵车我不清楚这个妇女我不认识她为什么堵车我不清楚这个妇女我不认识她为什么堵车我不清楚这个妇女我不认识，当时可能

穿个红上衣，其它没有细看。被堵的车辆我都没细看没注意。 

 

E、、、、王静医生证言如下王静医生证言如下王静医生证言如下王静医生证言如下：  

3 月 11 日晚，我值班，我是孟良崮卫生院妇产科医生，东梭庄有一个产妇

要生产，打电话让我们医院去接，我和司机刘长东开救护车去的。我们的救护车

上边有蓝色警灯。我们没 205 国道由北往南走。走到营后村的时候，发现前边前边前边前边

堵了车堵了车堵了车堵了车。刘长冬下车上前边去问问，过一会，刘长冬回来说不行了这边过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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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咱得快想办法，耽误事咱得负责任，快下去问问还有旁的路吧。刘长冬开着

车，想从路边上过去，一个人拦着俺的车说一个人拦着俺的车说一个人拦着俺的车说一个人拦着俺的车说““““这边过不去这边过不去这边过不去这边过不去””””。。。。我说我说我说我说““““东梭庄有个东梭庄有个东梭庄有个东梭庄有个

生孩子的怪急生孩子的怪急生孩子的怪急生孩子的怪急，，，，你看看还有旁的路吧你看看还有旁的路吧你看看还有旁的路吧你看看还有旁的路吧””””？？？？我下车去问路我下车去问路我下车去问路我下车去问路，，，，有一个说有一个说有一个说有一个说““““俺也是走俺也是走俺也是走俺也是走

这边的这边的这边的这边的，，，，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又过去问一个老头我又过去问一个老头我又过去问一个老头我又过去问一个老头，，，，把情况说说把情况说说把情况说说把情况说说，，，，老头指指一条往东的路老头指指一条往东的路老头指指一条往东的路老头指指一条往东的路

说说说说““““你走这条路转到杨水站再上公路你走这条路转到杨水站再上公路你走这条路转到杨水站再上公路你走这条路转到杨水站再上公路””””，俺就开着车转上了小路俺就开着车转上了小路俺就开着车转上了小路俺就开着车转上了小路。到了东棱庄，

打生孩子这家的电话没人接。回头一看来，他们人已经出来了。我们拉上产妇和

她家属往回走，我一路上晕车不舒服。在杨水站哪地方就见有堵车的，这时候堵

车已经一长串了，路上还遇到一个交警在分流车辆跟俺说前边堵车不让走还遇到一个交警在分流车辆跟俺说前边堵车不让走还遇到一个交警在分流车辆跟俺说前边堵车不让走还遇到一个交警在分流车辆跟俺说前边堵车不让走，我我我我

们说有产妇想转小路们说有产妇想转小路们说有产妇想转小路们说有产妇想转小路，，，，他们让我们走了他们让我们走了他们让我们走了他们让我们走了。回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晚上 8 点 55

分左右了。不过产妇生产怪顺利产妇婴儿都安全，12 号凌晨孩子生下来后当天

他们就出院回家了。 

 

10、、、、关于韩传旺的证言关于韩传旺的证言关于韩传旺的证言关于韩传旺的证言。。。。 

咋晚 7 点来钟，我接到镇里领导的电话，8 点来钟我就出去了，当时陈

光诚这几个人一排横排在公路上，从东往西依次是陈光诚、陈光余、陈光军、他

老婆、他娘。其中有辆救护车，从北边过来的，往梭庄去接生孩子的，救护车的救护车的救护车的救护车的

医生想过去医生想过去医生想过去医生想过去，，，，陈光诚他们也不放陈光诚他们也不放陈光诚他们也不放陈光诚他们也不放。那救护车没办法，只好又调头回去了。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该证人到庭接受本律师当庭质证时多次坚定确认该证人到庭接受本律师当庭质证时多次坚定确认该证人到庭接受本律师当庭质证时多次坚定确认该证人到庭接受本律师当庭质证时多次坚定确认““““我当天根本就没看见我当天根本就没看见我当天根本就没看见我当天根本就没看见

什么救护车什么救护车什么救护车什么救护车””””！！！！！！！！ 

该份证言是控方枉法陷害陈光诚的铁证之一该份证言是控方枉法陷害陈光诚的铁证之一该份证言是控方枉法陷害陈光诚的铁证之一该份证言是控方枉法陷害陈光诚的铁证之一！！！！！！！！！！！！ 

 

11、、、、关于刘长现的证言关于刘长现的证言关于刘长现的证言关于刘长现的证言。。。。 

当时是晚上 8 点半左右，我走到营后村办公室路口南几米处远的公路上，

见陈光诚站在公路上见陈光诚站在公路上见陈光诚站在公路上见陈光诚站在公路上，，，，那个地方有很多人那个地方有很多人那个地方有很多人那个地方有很多人。陈光诚就站在东边那辆货车正前方

稍前走 1 米处，在陈光诚的西边有个六七十岁的妇女哭泣，还有个三十来岁的妇

女抱着个小孩子来回走。对面就是从北往南的车都堵住了。当当当当时有很多人在那时有很多人在那时有很多人在那时有很多人在那

儿儿儿儿。接着我又看见了警察在那儿接着我又看见了警察在那儿接着我又看见了警察在那儿接着我又看见了警察在那儿，我怕我的车碍事，我接着回去开车，我走的

时候大约是 9 点多钟了。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A、那个地方有很多人那个地方有很多人那个地方有很多人那个地方有很多人、、、、当时有很多人在那儿当时有很多人在那儿当时有很多人在那儿当时有很多人在那儿、、、、接着我又看见了警察接着我又看见了警察接着我又看见了警察接着我又看见了警察

在那儿在那儿在那儿在那儿，，，，这证明““““当时站在公路上客观上堵塞交通扰乱了交通秩序的还有不少当时站在公路上客观上堵塞交通扰乱了交通秩序的还有不少当时站在公路上客观上堵塞交通扰乱了交通秩序的还有不少当时站在公路上客观上堵塞交通扰乱了交通秩序的还有不少

人人人人”！ 

当时正是““““孙学农孙学农孙学农孙学农、、、、李洪星李洪星李洪星李洪星、、、、张升东张升东张升东张升东、、、、王庆玉王庆玉王庆玉王庆玉、、、、姚明立姚明立姚明立姚明立、、、、于成录于成录于成录于成录””””等上等上等上等上

十名警察十名警察十名警察十名警察，，，，还有还有还有还有““““刘洪军、苏彦国、徐盛厚、黄桂盛、黄宝强、刘虎、刘长彬、

刘元成、刘长伟、武玉平、郑洁多、周业洪、刘玉海、于祥杰、张志栋”等近百近百近百近百

名名名名““““长期非法暴力看守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长期非法暴力看守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长期非法暴力看守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长期非法暴力看守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的镇村的镇村的镇村的镇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痞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痞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痞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痞，

不惜制造事端堵塞交通“首先站在公路上挡住两边的过往车辆、围困着陈光诚家

这五个人”！ 

 

12、关于刘详有的证言。 

11 日晚上 8 点半左右，我到了营后村办公室西边的 205 国道公路上，我我我我

见见见见这地方有很多人这地方有很多人这地方有很多人这地方有很多人，我见陈光诚站在公路上，堵在公路上靠东侧的货车前，当当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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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时时周围还有很多人周围还有很多人周围还有很多人周围还有很多人，，，，我也分不清都是谁我也分不清都是谁我也分不清都是谁我也分不清都是谁。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这个地方有很多人这个地方有很多人这个地方有很多人这个地方有很多人、、、、当时周围还有很多人当时周围还有很多人当时周围还有很多人当时周围还有很多人。。。。 

这证明““““站在公路上客观上堵塞交通扰乱了交通秩序的还有不少人站在公路上客观上堵塞交通扰乱了交通秩序的还有不少人站在公路上客观上堵塞交通扰乱了交通秩序的还有不少人站在公路上客观上堵塞交通扰乱了交通秩序的还有不少人”！ 

这些人显而易见正是““““孙学农孙学农孙学农孙学农、、、、李洪星李洪星李洪星李洪星、、、、张升东张升东张升东张升东、、、、王庆玉王庆玉王庆玉王庆玉、、、、姚明立姚明立姚明立姚明立、、、、于于于于

成录成录成录成录””””等上十名警等上十名警等上十名警等上十名警察及察及察及察及““““刘洪军、苏彦国、徐盛厚、黄桂盛、黄宝强、刘虎、刘

长彬、刘元成、刘长伟、武玉平、郑洁多、周业洪、刘玉海、于祥杰、张志栋”

等近百名近百名近百名近百名““““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的镇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的镇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的镇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的镇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

痞痞痞痞”！ 

 

13、、、、关于刘元英的证言关于刘元英的证言关于刘元英的证言关于刘元英的证言。。。。 

11 日晚上 8 点半以后不到 9 点钟，我见陈光诚的娘在那儿哭站在那

儿，周围也有很多人周围也有很多人周围也有很多人周围也有很多人。。。。是谁我不看清是谁我不看清是谁我不看清是谁我不看清，，，，他们前后都停着很多车他们前后都停着很多车他们前后都停着很多车他们前后都停着很多车。。。。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周围也有很多人周围也有很多人周围也有很多人周围也有很多人。。。。 

这证明““““站在公路上客观上堵塞交通扰乱了交通秩序的除陈光诚一家这站在公路上客观上堵塞交通扰乱了交通秩序的除陈光诚一家这站在公路上客观上堵塞交通扰乱了交通秩序的除陈光诚一家这站在公路上客观上堵塞交通扰乱了交通秩序的除陈光诚一家这

五个人外还有很多人五个人外还有很多人五个人外还有很多人五个人外还有很多人”！ 

这些人显而易见正是““““孙学农孙学农孙学农孙学农、、、、李洪星李洪星李洪星李洪星、、、、张升张升张升张升东东东东、、、、王庆玉王庆玉王庆玉王庆玉、、、、姚明立姚明立姚明立姚明立、、、、于于于于

成录成录成录成录””””等上十名警察及等上十名警察及等上十名警察及等上十名警察及““““刘洪军、苏彦国、徐盛厚、黄桂盛、黄宝强、刘虎、刘

长彬、刘元成、刘长伟、武玉平、郑洁多、周业洪、刘玉海、于祥杰、张志栋”

等近百名近百名近百名近百名““““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的镇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的镇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的镇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的镇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

痞痞痞痞”！ 

 

14、、、、关于证人李传友的证言关于证人李传友的证言关于证人李传友的证言关于证人李传友的证言。。。。 

昨晚 8 点半左右，我从孙长成家出来时才发现，205 国道堵车了，我看着

陈光诚、他娘、他老婆，边上还有不少人边上还有不少人边上还有不少人边上还有不少人。我刚过去我刚过去我刚过去我刚过去，，，，就有人说就有人说就有人说就有人说““““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我我我我

就回家了就回家了就回家了就回家了。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A、、、、边上还有很多人边上还有很多人边上还有很多人边上还有很多人。。。。 

这证明““““站在公路上客观上堵塞交通扰乱了交通秩序的有站在公路上客观上堵塞交通扰乱了交通秩序的有站在公路上客观上堵塞交通扰乱了交通秩序的有站在公路上客观上堵塞交通扰乱了交通秩序的有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 

这些人显而易见正是““““孙学农孙学农孙学农孙学农、、、、李洪星李洪星李洪星李洪星、、、、张升东张升东张升东张升东、、、、王庆玉王庆玉王庆玉王庆玉、、、、姚明立姚明立姚明立姚明立、、、、于于于于

成录成录成录成录””””等上十名警察及等上十名警察及等上十名警察及等上十名警察及““““刘洪军、苏彦国、徐盛厚、黄桂盛、黄宝强、刘虎、刘

长彬、刘元成、刘长伟、武玉平、郑洁多、周业洪、刘玉海、于祥杰、张志栋”

等近百名近百名近百名近百名““““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的镇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的镇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的镇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的镇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

痞痞痞痞”！ 

B、我刚过去我刚过去我刚过去我刚过去，，，，就有人说就有人说就有人说就有人说““““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这证明正是““““孙学农孙学农孙学农孙学农、、、、李洪星李洪星李洪星李洪星、、、、张升东张升东张升东张升东、、、、王庆玉王庆玉王庆玉王庆玉、、、、姚明立姚明立姚明立姚明立、、、、于成录于成录于成录于成录””””等等等等

上十名警察及上十名警察及上十名警察及上十名警察及““““刘洪军、苏彦国、徐盛厚、黄桂盛、黄宝强、刘虎、刘长彬、刘

元成、刘长伟、武玉平、郑洁多、周业洪、刘玉海、于祥杰、张志栋”等近百名近百名近百名近百名

““““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的镇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痞的镇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痞的镇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痞的镇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痞”站在

公路上围困着陈光诚等四个人并“在这三个小时里自始至终牢牢控制着现场不让

任何其他一位村民进入控制区域”！ 

C、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自陈光诚从陈光余家出来开始，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等四个人身边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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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着执行跟踪和包围任务的 3 名警察和 11 名以上长期暴力看守陈光诚的乡镇

工作人员及流氓地痞。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看到第一辆汽车被拦截后看到第一辆汽车被拦截后看到第一辆汽车被拦截后看到第一辆汽车被拦截后，，，，3 名警察却名警察却名警察却名警察却““““放弃维护正常交通秩序放弃维护正常交通秩序放弃维护正常交通秩序放弃维护正常交通秩序

的职责的职责的职责的职责，，，，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司机等提供有效的法律救助的职责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司机等提供有效的法律救助的职责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司机等提供有效的法律救助的职责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司机等提供有效的法律救助的职责，，，，放弃将陈光放弃将陈光放弃将陈光放弃将陈光

诚等四人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的职责诚等四人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的职责诚等四人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的职责诚等四人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的职责，，，，放弃对陈放弃对陈放弃对陈放弃对陈光诚依法及时采取强制传唤的职光诚依法及时采取强制传唤的职光诚依法及时采取强制传唤的职光诚依法及时采取强制传唤的职

责责责责””””，，，，反而是迅速地和 11 名以上长期暴力看守陈光诚的乡镇工作人员及流氓地痞

一块“将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先生紧紧地包围在公路中间”直到 3 小时之后的 21 点 30 左右，

才履行应当在 3 小时之前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 

在其背后在其背后在其背后在其背后，，，，显而易见有一只显而易见有一只显而易见有一只显而易见有一只““““指挥和掌控案情进退的黑手指挥和掌控案情进退的黑手指挥和掌控案情进退的黑手指挥和掌控案情进退的黑手””””。 

 

15、关于赵德凤的证言。 

咋晚约 8 点多钟了，我看陈光诚的母亲站路上哭，哭什么也没听清，有人有人有人有人

拦着不让上跟拦着不让上跟拦着不让上跟拦着不让上跟，，，，我就掉远看看我就掉远看看我就掉远看看我就掉远看看。我接着就回来了。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A、、、、有人拦着不让上跟有人拦着不让上跟有人拦着不让上跟有人拦着不让上跟。 

这证明正是““““孙学农孙学农孙学农孙学农、、、、李洪星李洪星李洪星李洪星、、、、张升东张升东张升东张升东、、、、王庆玉王庆玉王庆玉王庆玉、、、、姚明立姚明立姚明立姚明立、、、、于于于于成录成录成录成录””””等等等等

上十名警察及上十名警察及上十名警察及上十名警察及““““刘洪军、苏彦国、徐盛厚、黄桂盛、黄宝强、刘虎、刘长彬、刘

元成、刘长伟、武玉平、郑洁多、周业洪、刘玉海、于祥杰、张志栋”等近百名近百名近百名近百名

““““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的镇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痞的镇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痞的镇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痞的镇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痞”站在

公路上围困着陈光诚等四个人并“在这三个小时里自始至终牢牢控制着现场不让

任何其他一位村民进入控制区域”！ 

B、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自陈光诚从陈光余家出来开始，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家这四个人身边始

终紧随着执行跟踪和包围任务的 3 名警察和 11 名以上长期暴力看守陈光诚的乡

镇工作人员及流氓地痞。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看到第一辆汽车被拦截后看到第一辆汽车被拦截后看到第一辆汽车被拦截后看到第一辆汽车被拦截后，，，，3 名警名警名警名警察却察却察却察却““““放弃维护正常交通秩序放弃维护正常交通秩序放弃维护正常交通秩序放弃维护正常交通秩序

的职责的职责的职责的职责，，，，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司机等提供有效的法律救助的职责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司机等提供有效的法律救助的职责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司机等提供有效的法律救助的职责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司机等提供有效的法律救助的职责，，，，放弃将陈光放弃将陈光放弃将陈光放弃将陈光

诚等四人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的治安管理职责诚等四人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的治安管理职责诚等四人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的治安管理职责诚等四人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的治安管理职责，，，，放弃对陈光诚依法及时采取强制放弃对陈光诚依法及时采取强制放弃对陈光诚依法及时采取强制放弃对陈光诚依法及时采取强制

传唤的职责传唤的职责传唤的职责传唤的职责””””，，，，反而是迅速地和 11 名以上长期暴力看守陈光诚的乡镇工作人员及

流氓地痞一块“将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先生紧紧地包围在公路中间”直到 3 小时之后的 21 点

30 左右，才履行应当在 3 小时之前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 

在其背后在其背后在其背后在其背后，，，，显而易见有一只显而易见有一只显而易见有一只显而易见有一只““““指挥和掌控案情进退的黑手指挥和掌控案情进退的黑手指挥和掌控案情进退的黑手指挥和掌控案情进退的黑手””””，，，，其目的就其目的就其目的就其目的就

是想是想是想是想““““将陈光诚等四人站在公路上不肯离开这一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政违将陈光诚等四人站在公路上不肯离开这一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政违将陈光诚等四人站在公路上不肯离开这一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政违将陈光诚等四人站在公路上不肯离开这一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政违

法行为法行为法行为法行为””””构陷成构陷成构陷成构陷成““““情节严情节严情节严情节严重的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重的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重的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重的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 

这只““““指挥和掌控案情进退指挥和掌控案情进退指挥和掌控案情进退指挥和掌控案情进退””””有权有势黑白两道通知黑白两道通知黑白两道通知黑白两道通知的懂法黑手黑手黑手黑手显然清

楚““““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的构成要件有三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的构成要件有三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的构成要件有三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的构成要件有三个：：：：一是必须要聚众一是必须要聚众一是必须要聚众一是必须要聚众，，，，二是必须要达二是必须要达二是必须要达二是必须要达

到情节严重到情节严重到情节严重到情节严重，，，，三是只能对其中的首要分子定罪而不能对所有在场的从众定罪三是只能对其中的首要分子定罪而不能对所有在场的从众定罪三是只能对其中的首要分子定罪而不能对所有在场的从众定罪三是只能对其中的首要分子定罪而不能对所有在场的从众定罪””””。 

他知道“要是警察及时将陈光诚家这五个人依法及时强行带离公路”的

话，就肯定“只能依法对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家这四个人进行批评教育，或给予一千元以下罚

款及 15 天以下拘留的处罚”。 

所以才会有： 

当日 3 名警察名警察名警察名警察““““放弃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的职责放弃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的职责放弃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的职责放弃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的职责，，，，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

司机等提供有效的法律救助的职责司机等提供有效的法律救助的职责司机等提供有效的法律救助的职责司机等提供有效的法律救助的职责，，，，放弃将陈光诚等放弃将陈光诚等放弃将陈光诚等放弃将陈光诚等四人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的四人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的四人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的四人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的

治安管理职责治安管理职责治安管理职责治安管理职责，，，，放弃对陈光诚依法及时采取强制传唤的职责放弃对陈光诚依法及时采取强制传唤的职责放弃对陈光诚依法及时采取强制传唤的职责放弃对陈光诚依法及时采取强制传唤的职责””””且且且且““““迅速地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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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以上长期暴力看守陈光诚的乡镇工作人员及流氓地痞一块将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先生紧紧

地包围在公路中间”直到 3 小时之后的 21 点 30 左右，才履行应当在 3 小时之

前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 

       

     16、、、、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徐盛厚的证言徐盛厚的证言徐盛厚的证言徐盛厚的证言。。。。 

A、大约在 9点钟左右，我上了 205国道看见陈光诚的母亲抱着个小孩子、

陈光军、陈光余、袁伟静、陈光诚、陈华这几个人把南北走向的 205 国道堵住

了。他们堵的都是南北走向的车他们堵的都是南北走向的车他们堵的都是南北走向的车他们堵的都是南北走向的车。。。。这些车三辆并排着这些车三辆并排着这些车三辆并排着这些车三辆并排着，，，，堵住了整个公路路面堵住了整个公路路面堵住了整个公路路面堵住了整个公路路面。 

他这句证言与其他所谓证人证言出现了冲突：他的证言中在场同案人多出的证言中在场同案人多出的证言中在场同案人多出的证言中在场同案人多出

了一个陈华了一个陈华了一个陈华了一个陈华！ 

B、我见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镇里及工作组的工作人员镇里及工作组的工作人员镇里及工作组的工作人员镇里及工作组的工作人员，，，，都在对他们做劝都在对他们做劝都在对他们做劝都在对他们做劝

说工作说工作说工作说工作。说些什么我离得远听不着说些什么我离得远听不着说些什么我离得远听不着说些什么我离得远听不着。 

这证明： 

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镇里及工作组的工作人员镇里及工作组的工作人员镇里及工作组的工作人员镇里及工作组的工作人员，，，，都是站在公路中间围在陈都是站在公路中间围在陈都是站在公路中间围在陈都是站在公路中间围在陈

光诚家这五个人的身边光诚家这五个人的身边光诚家这五个人的身边光诚家这五个人的身边！ 

因为，如果“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镇里及工作组的工作人员镇里及工作组的工作人员镇里及工作组的工作人员镇里及工作组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公路都是在公路都是在公路都是在公路

外边对站在公路上的陈光诚家这五个人大声外边对站在公路上的陈光诚家这五个人大声外边对站在公路上的陈光诚家这五个人大声外边对站在公路上的陈光诚家这五个人大声劝说”的话，他就肯定也能听得着！ 

事实上，是公安局的近十个工作人员、镇里及工作组的近百个工作人

员围困着陈光诚家这五个人，使得陈光诚家这五个人无法搭车前往县城找领导！ 

堵塞公路扰乱交通秩序的其实是这些公安局的工作人员、镇里及工作组的

工作人员！ 

 

   17、、、、关于黄桂盛的证言关于黄桂盛的证言关于黄桂盛的证言关于黄桂盛的证言。。。。 

A、、、、我见陈光余拿了个铁锨我见陈光余拿了个铁锨我见陈光余拿了个铁锨我见陈光余拿了个铁锨，，，，当时我站在陈光余家门口间当时我站在陈光余家门口间当时我站在陈光余家门口间当时我站在陈光余家门口间，，，，陈光余举起铁陈光余举起铁陈光余举起铁陈光余举起铁

锨要打我锨要打我锨要打我锨要打我，，，，叫陈光诚他老婆袁伟静还有一二个人我没注意，给夺下来了。这样闹

了有七八分钟，陈光诚喊“到营后去找当官的去”他们就上了营后，走的村东的

桥上了 205 国道，往北走了不到一里路，然后下路往东就上了营后大队院，陈

光余进去的，其他人都在门口间，陈光余进去没找着当官的又出来了，陈光诚大陈光诚大陈光诚大陈光诚大

声说声说声说声说““““没管的咱上县上去没管的咱上县上去没管的咱上县上去没管的咱上县上去””””。 

这说明： 

陈光诚家这五个人是真想找领导反映解决问题。这五个人重返 205 国道不

是聚众堵塞交通，而是由于在营后村委会也没找到领导，故打算搭便车“上县上

去找管事的领导”！ 

B、、、、陈光诚领着陈光余陈光诚领着陈光余陈光诚领着陈光余陈光诚领着陈光余、、、、袁伟静袁伟静袁伟静袁伟静、、、、陈光军陈光军陈光军陈光军、、、、陈华上了陈华上了陈华上了陈华上了 205国道国道国道国道。。。。 

这与其他所谓证人的证言出现了冲突：他的这份证言中在场同案人在场同案人在场同案人在场同案人多出了一

个陈华！ 

C、俺这十几个人怕他们出事就一直跟着到了公路上俺这十几个人怕他们出事就一直跟着到了公路上俺这十几个人怕他们出事就一直跟着到了公路上俺这十几个人怕他们出事就一直跟着到了公路上。 

这说明： 

公安局的三位出警警员公安局的三位出警警员公安局的三位出警警员公安局的三位出警警员、、、、镇里及工作组的十多个工作人员镇里及工作组的十多个工作人员镇里及工作组的十多个工作人员镇里及工作组的十多个工作人员，，，，自离开陈光余自离开陈光余自离开陈光余自离开陈光余

家开始家开始家开始家开始，，，，都是和陈光诚家这五个人始终在一块都是和陈光诚家这五个人始终在一块都是和陈光诚家这五个人始终在一块都是和陈光诚家这五个人始终在一块！！！！ 

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镇里及工作组的工作人镇里及工作组的工作人镇里及工作组的工作人镇里及工作组的工作人员围困着陈光诚家这五人员围困着陈光诚家这五人员围困着陈光诚家这五人员围困着陈光诚家这五人，，，，

使得陈光诚家这五个人无法搭车前使得陈光诚家这五个人无法搭车前使得陈光诚家这五个人无法搭车前使得陈光诚家这五个人无法搭车前往县城找领导！ 

扰乱交通秩序的其实正是这些围困陈光诚的公安人员、镇里及工作组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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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D、有一辆救护车亮着警灯从北边来上了前边救护车亮着警灯从北边来上了前边救护车亮着警灯从北边来上了前边救护车亮着警灯从北边来上了前边，，，，也叫陈光诚等人拦住就是不也叫陈光诚等人拦住就是不也叫陈光诚等人拦住就是不也叫陈光诚等人拦住就是不

让走让走让走让走。 

王静医生及救护车司机刘长冬的证言已充分证明：这完全是恶意诬陷陈光诚

的谎言！ 

 

        18、、、、关于苏彦国的证言关于苏彦国的证言关于苏彦国的证言关于苏彦国的证言。。。。  

A、我现在是东师古村帮扶组的成员，3月 11日下午，除了我和徐盛厚、

黄宝强，还有刘虎、刘长彬、刘元成、刘长伟、武玉平、郑洁多、周业洪、刘玉

海这十一个人在陈光余家门口。陈光余从家里拿了一张铁锨出来了，后来被陈华

和袁伟静等夺下了。这时陈光诚也从陈光余家出来后要找打陈光余的凶手，当时

公安上的同志也过去了，陈光诚等人就叫公安上的找打陈光余的人，就这样闹腾

了有半个来小时的时间，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上营后去找工作组上营后去找工作组上营后去找工作组上营后去找工作组，，，，那里有领导那里有领导那里有领导那里有领导””””，，，，

陈光诚也说陈光诚也说陈光诚也说陈光诚也说““““上营后上营后上营后上营后””””。陈光余从营后村大队院出来对陈光诚说办公室就二三个陈光余从营后村大队院出来对陈光诚说办公室就二三个陈光余从营后村大队院出来对陈光诚说办公室就二三个陈光余从营后村大队院出来对陈光诚说办公室就二三个

人没有工作组的领导人没有工作组的领导人没有工作组的领导人没有工作组的领导，，，，陈光诚一听陈光诚一听陈光诚一听陈光诚一听，，，，喊了一声喊了一声喊了一声喊了一声““““走走走走，，，，上公路截车去上公路截车去上公路截车去上公路截车去””””。。。。接着陈光

诚领着他老婆、他叔、陈光余、陈光军、陈华这几个人上了 205 国道。上了国

道陈光诚对他们说“都站路上截车、把所有的车都截住，一辆车也不准放走”。

陈光诚等人开始拦车时陈光诚等人开始拦车时陈光诚等人开始拦车时陈光诚等人开始拦车时，，，，在晚上在晚上在晚上在晚上 6 点半左右点半左右点半左右点半左右，，，，他们开始截车不长时间他们开始截车不长时间他们开始截车不长时间他们开始截车不长时间，，，，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

的娘也来了的娘也来了的娘也来了的娘也来了，，，，她一边哭着也在路上拦车她一边哭着也在路上拦车她一边哭着也在路上拦车她一边哭着也在路上拦车。陈光诚在那里大声喊“临沂用暴力实行

计划生育，强行结扎、流产，违背中央政策违背法律还违背了联合国人权公约”。

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这么喊一次。 

这与其他所谓证人的证言出现了冲突这与其他所谓证人的证言出现了冲突这与其他所谓证人的证言出现了冲突这与其他所谓证人的证言出现了冲突：：：： 

他的这份证言中在场同案人在场同案人在场同案人在场同案人多出了一个陈华、一个陈光诚他叔！ 

他说的“陈光诚一听陈光诚一听陈光诚一听陈光诚一听，，，，喊了一声走喊了一声走喊了一声走喊了一声走，，，，上公路截车去上公路截车去上公路截车去上公路截车去””””与与与与黄桂盛说的黄桂盛说的黄桂盛说的黄桂盛说的““““陈光陈光陈光陈光

诚说了一句诚说了一句诚说了一句诚说了一句没管的咱上县上去没管的咱上县上去没管的咱上县上去没管的咱上县上去””””相冲突。 

他比其他所谓证人多编出了一句“上了国道陈光诚对他们说都站路上截车、

把所有的车都截住，一辆车也不准放走”。 

B、当时，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都劝陈光诚等人不要截车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都劝陈光诚等人不要截车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都劝陈光诚等人不要截车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都劝陈光诚等人不要截车，，，，这样做是违法这样做是违法这样做是违法这样做是违法

的的的的，，，，但陈光诚他们根本不听。 

这说明： 

苏彦国苏彦国苏彦国苏彦国和徐盛厚、黄宝强、刘虎、刘长彬、刘元成、刘长伟、武玉平、郑洁

多、周业洪、刘玉海这十一个在陈光余家门口暴力看守陈光诚的所谓帮扶工作组

成员，自离开陈光余家开始自离开陈光余家开始自离开陈光余家开始自离开陈光余家开始，，，，都是和陈光诚家这五个人始终在一块都是和陈光诚家这五个人始终在一块都是和陈光诚家这五个人始终在一块都是和陈光诚家这五个人始终在一块！！！！ 

至少是三个公安局的出警人员加他们这十一个看守共至少是三个公安局的出警人员加他们这十一个看守共至少是三个公安局的出警人员加他们这十一个看守共至少是三个公安局的出警人员加他们这十一个看守共 15 个人在公路上紧个人在公路上紧个人在公路上紧个人在公路上紧

紧围困着陈光诚家这五人紧围困着陈光诚家这五人紧围困着陈光诚家这五人紧围困着陈光诚家这五人，，，，使得陈光诚家这五个人无法搭车前使得陈光诚家这五个人无法搭车前使得陈光诚家这五个人无法搭车前使得陈光诚家这五个人无法搭车前往县城找领导！ 

C、有辆从北边来的救护车，是去拉病号的，一个医生下车来和陈光诚他们一个医生下车来和陈光诚他们一个医生下车来和陈光诚他们一个医生下车来和陈光诚他们

说车是去拉病号的说车是去拉病号的说车是去拉病号的说车是去拉病号的，，，，请他们让车开路请他们让车开路请他们让车开路请他们让车开路，，，，陈光诚不同意陈光诚不同意陈光诚不同意陈光诚不同意，，，，说不管如何说不管如何说不管如何说不管如何，，，，就是不让就是不让就是不让就是不让

走走走走。。。。最后那辆救护车没办法只好转头回去绕道而行了最后那辆救护车没办法只好转头回去绕道而行了最后那辆救护车没办法只好转头回去绕道而行了最后那辆救护车没办法只好转头回去绕道而行了。 

王静医生及救护车司机刘长冬的证言已充分证明：这完全是恶意诬陷陈光诚

的谎言！ 

    

19、、、、关于刘虎的证言关于刘虎的证言关于刘虎的证言关于刘虎的证言。。。。  

咋天下午 5点多钟，当时我和徐盛厚、黄宝强，苏颜国、刘长彬、刘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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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伟、武玉平、郑洁多、周业洪、刘玉海这十多个人一块守在陈光余家的家门

口间，突然陈光余从他家出来，右手拿着铁叉用叉尖顶着我的肚子然后用左手掐

我的脖子骂我“都给我滚，，，，天天在我门口干什么天天在我门口干什么天天在我门口干什么天天在我门口干什么，连个鸡都看不住”。他娘从他

家出来把他拉回家去了。过了一会，他又从家中出来往东走了，几分钟后，他又

是返回来了，一边往家走一边说话，具体说什么我没听清，好象是有人把他的好象是有人把他的好象是有人把他的好象是有人把他的

头打破流血了头打破流血了头打破流血了头打破流血了。 

之后，这一个月来一直呆在陈光余家的陈光诚从陈光余家走出来质问是谁打

的，说“找领导去”，然后他们就往南朝陈光余家旁边的东师古村委办公室走。

办公室工作组成员里有一个沂南党校的石校长在，他对陈光余说有事找领导去，

陈光余他们一帮人就往营后村办公室那边去了，我一直跟在他们后边我一直跟在他们后边我一直跟在他们后边我一直跟在他们后边，，，，到了营到了营到了营到了营

后村办公室后村办公室后村办公室后村办公室，，，，陈光余进去又出来了陈光余进去又出来了陈光余进去又出来了陈光余进去又出来了，，，，对陈光诚说没有人对陈光诚说没有人对陈光诚说没有人对陈光诚说没有人，，，，陈光诚说陈光诚说陈光诚说陈光诚说了一句了一句了一句了一句““““没没没没

有管事的咱上县上去有管事的咱上县上去有管事的咱上县上去有管事的咱上县上去””””，，，，然后然后然后然后，，，，这帮人就往这帮人就往这帮人就往这帮人就往 205 国道上走国道上走国道上走国道上走，，，，陈光诚一边走一边陈光诚一边走一边陈光诚一边走一边陈光诚一边走一边

说说说说““““把车拦住把车拦住把车拦住把车拦住””””。。。。 

还有一辆救护车从北边过来被拦住后一辆救护车从北边过来被拦住后一辆救护车从北边过来被拦住后一辆救护车从北边过来被拦住后，，，，下来一个大夫说了几句下来一个大夫说了几句下来一个大夫说了几句下来一个大夫说了几句，，，，意思是求意思是求意思是求意思是求

求陈光诚他们让救护车过去求陈光诚他们让救护车过去求陈光诚他们让救护车过去求陈光诚他们让救护车过去，，，，在梭庄有一个病号怪急在梭庄有一个病号怪急在梭庄有一个病号怪急在梭庄有一个病号怪急，，，，结果结果结果结果，，，，这些堵车的就是这些堵车的就是这些堵车的就是这些堵车的就是

不让过不让过不让过不让过，救护车只好转路走了。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A、天天在我门口干什么天天在我门口干什么天天在我门口干什么天天在我门口干什么、、、、我一直跟在他们后边我一直跟在他们后边我一直跟在他们后边我一直跟在他们后边、、、、陈光诚说了一句陈光诚说了一句陈光诚说了一句陈光诚说了一句““““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管事的咱上县上去管事的咱上县上去管事的咱上县上去管事的咱上县上去””””、、、、陈光诚一边走一边说陈光诚一边走一边说陈光诚一边走一边说陈光诚一边走一边说““““把车拦住把车拦住把车拦住把车拦住””””，，，，并将其与其他所谓证并将其与其他所谓证并将其与其他所谓证并将其与其他所谓证

人的相应证言对比人的相应证言对比人的相应证言对比人的相应证言对比。。。。 

B、一辆救护车从北边过来被拦住后一辆救护车从北边过来被拦住后一辆救护车从北边过来被拦住后一辆救护车从北边过来被拦住后，，，，下来一个大夫说了几句下来一个大夫说了几句下来一个大夫说了几句下来一个大夫说了几句，，，，意思是意思是意思是意思是

求求陈光诚他们让救护车过去求求陈光诚他们让救护车过去求求陈光诚他们让救护车过去求求陈光诚他们让救护车过去，，，，在梭庄有一个病号怪急在梭庄有一个病号怪急在梭庄有一个病号怪急在梭庄有一个病号怪急，，，，结果结果结果结果，，，，这些堵车的就这些堵车的就这些堵车的就这些堵车的就

是不让过是不让过是不让过是不让过。。。。 

王静医生及救护车司机刘长冬的证言已充分证明：这完全是恶意诬陷陈光诚

的谎言！ 

 

20、、、、 关于刘元成的证言关于刘元成的证言关于刘元成的证言关于刘元成的证言。。。。 

咋天陈光诚等人上了营后村大队办公室，没有找到工作组的人，陈光诚就说陈光诚就说陈光诚就说陈光诚就说

““““走走走走，，，，上公路截车去上公路截车去上公路截车去上公路截车去””””接着他就领着陈光余这几个人上了 205 国道。陈光诚说

“把所有车都拦着，一辆车也不准放走”接着这几个人就横排在公路上，拦截过

往的车辆。就在这时候，陈光诚他妈背着小孩子一边哭着也来了，也在公路上拦

车。这时在大约在晚上 6：30 分左右，这时工作组的人员及公安的人员一直在这时工作组的人员及公安的人员一直在这时工作组的人员及公安的人员一直在这时工作组的人员及公安的人员一直在

劝说陈光诚等人劝说陈光诚等人劝说陈光诚等人劝说陈光诚等人，，，，叫做他们不要做这种违法行为叫做他们不要做这种违法行为叫做他们不要做这种违法行为叫做他们不要做这种违法行为，他们就是不听。有一辆从垛

庄往棱庄去拉病号的车也叫堵住了，车上的医生说是要急救去拉病号车上的医生说是要急救去拉病号车上的医生说是要急救去拉病号车上的医生说是要急救去拉病号，，，，求陈光求陈光求陈光求陈光

诚放行诚放行诚放行诚放行，，，，他也不同意他也不同意他也不同意他也不同意，最后这辆救护车只得转路走了。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A、陈光诚就说陈光诚就说陈光诚就说陈光诚就说““““走走走走，，，，上公路截车去上公路截车去上公路截车去上公路截车去””””、这时工作组的人员及公安的人员这时工作组的人员及公安的人员这时工作组的人员及公安的人员这时工作组的人员及公安的人员

一直在劝说陈光诚等人一直在劝说陈光诚等人一直在劝说陈光诚等人一直在劝说陈光诚等人，，，，并将其与其他所谓证人的相应证言对比并将其与其他所谓证人的相应证言对比并将其与其他所谓证人的相应证言对比并将其与其他所谓证人的相应证言对比。。。。 

B、车上的医生说是要急救去拉病号车上的医生说是要急救去拉病号车上的医生说是要急救去拉病号车上的医生说是要急救去拉病号，，，，求陈光诚放行求陈光诚放行求陈光诚放行求陈光诚放行，，，，他也不同意他也不同意他也不同意他也不同意。。。。 

王静医生及救护车司机刘长冬的证言已充分证明：这完全是恶意诬陷陈光诚

的谎言！ 

 

          21、关于 韩忠厚的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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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人到了营后村大队办公室一会儿就出来了，我不知在营后村大队他

们是否找着了镇上的干部。陈光诚边走边喊陈光诚边走边喊陈光诚边走边喊陈光诚边走边喊““““走走走走，，，，咱到县委里去找去咱到县委里去找去咱到县委里去找去咱到县委里去找去””””。。。。 

从北边来了一辆救护车，这车当时是走的公路中间从车缝里挤过来的，陈陈陈陈

光余和小袁上去拦住车就是不让走光余和小袁上去拦住车就是不让走光余和小袁上去拦住车就是不让走光余和小袁上去拦住车就是不让走，，，，这辆救护车往前靠了靠叫他俩人硬挡住车这辆救护车往前靠了靠叫他俩人硬挡住车这辆救护车往前靠了靠叫他俩人硬挡住车这辆救护车往前靠了靠叫他俩人硬挡住车。。。。

从救护车上下来了两个白大挂的医生或是护士从救护车上下来了两个白大挂的医生或是护士从救护车上下来了两个白大挂的医生或是护士从救护车上下来了两个白大挂的医生或是护士，，，，这两医院的人对陈光余等人解这两医院的人对陈光余等人解这两医院的人对陈光余等人解这两医院的人对陈光余等人解

释了什么说了不少话释了什么说了不少话释了什么说了不少话释了什么说了不少话，，，，当时我没听清当时我没听清当时我没听清当时我没听清，，，，看样子是想过去看样子是想过去看样子是想过去看样子是想过去，，，，陈光余陈光诚等人拦陈光余陈光诚等人拦陈光余陈光诚等人拦陈光余陈光诚等人拦

在路上就是不让走在路上就是不让走在路上就是不让走在路上就是不让走，救护车见没法子就倒回车去了，围绕着东边一条小土路往

南走了。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A、陈光诚边走边喊陈光诚边走边喊陈光诚边走边喊陈光诚边走边喊““““走走走走，，，，咱到县委里去找去咱到县委里去找去咱到县委里去找去咱到县委里去找去””””，，，，并将其与其他所谓证人并将其与其他所谓证人并将其与其他所谓证人并将其与其他所谓证人

的相应证言对比的相应证言对比的相应证言对比的相应证言对比。。。。 

B、陈光余和小袁上去拦住车就是不让走陈光余和小袁上去拦住车就是不让走陈光余和小袁上去拦住车就是不让走陈光余和小袁上去拦住车就是不让走，，，，这辆救护车往前靠了靠叫他俩这辆救护车往前靠了靠叫他俩这辆救护车往前靠了靠叫他俩这辆救护车往前靠了靠叫他俩

人硬挡住车人硬挡住车人硬挡住车人硬挡住车。。。。从救护车上下来了两个白大挂的医生或是护士从救护车上下来了两个白大挂的医生或是护士从救护车上下来了两个白大挂的医生或是护士从救护车上下来了两个白大挂的医生或是护士，，，，这两医院的人对这两医院的人对这两医院的人对这两医院的人对

陈光余等人解释了什么说了不少话陈光余等人解释了什么说了不少话陈光余等人解释了什么说了不少话陈光余等人解释了什么说了不少话，，，，当时我没听清当时我没听清当时我没听清当时我没听清，，，，看样子是想过去看样子是想过去看样子是想过去看样子是想过去，，，，陈光余陈光余陈光余陈光余

陈光诚等人拦在路上就是不让走陈光诚等人拦在路上就是不让走陈光诚等人拦在路上就是不让走陈光诚等人拦在路上就是不让走。。。。 

王静医生及救护车司机刘长冬的证言已充分证明：这完全是恶意诬陷陈光诚

的谎言！ 

 

22、、、、关于刘长滨的证言关于刘长滨的证言关于刘长滨的证言关于刘长滨的证言。 

陈光余、陈光诚、陈光军、袁伟静、陈华五人从东师古村大队院里出来

后，直奔营后村去了。我们和镇上的工作人员也都跟着他们到了营后村我们和镇上的工作人员也都跟着他们到了营后村我们和镇上的工作人员也都跟着他们到了营后村我们和镇上的工作人员也都跟着他们到了营后村。县帮

扶工作组设在营后村的大队办公室，陈光余、陈光诚、陈光军、袁伟静、陈华五

人从大队院里走出来，陈光诚吆喝陈光诚吆喝陈光诚吆喝陈光诚吆喝““““上路截车上路截车上路截车上路截车，，，，直接上县里去找领导直接上县里去找领导直接上县里去找领导直接上县里去找领导”。镇工作镇工作镇工作镇工作

组的工作人员上前劝说组的工作人员上前劝说组的工作人员上前劝说组的工作人员上前劝说。 

陈光余陈光余陈光余陈光余、、、、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军陈光军陈光军陈光军、、、、袁伟静袁伟静袁伟静袁伟静、、、、陈华五人到了村旁的公路上后陈华五人到了村旁的公路上后陈华五人到了村旁的公路上后陈华五人到了村旁的公路上后，，，，

一字排开坐在公路中间一字排开坐在公路中间一字排开坐在公路中间一字排开坐在公路中间。。。。工作人员纷纷走过去劝说工作人员纷纷走过去劝说工作人员纷纷走过去劝说工作人员纷纷走过去劝说，，，，陈光诚等人不听陈光诚等人不听陈光诚等人不听陈光诚等人不听，，，，干脆睡干脆睡干脆睡干脆睡

在公路中间在公路中间在公路中间在公路中间。这时一辆从沂南至蒙阴方向的斯太尔车，司机没下车，接着又有一

辆拖挂车被截在路上，司机下车陈光诚等仍不让路，在路中间不起来。一会儿，

有辆兰色的解放货车从沂南方向开过来，也被拦在路上，这时由于三辆车在路上，

又有陈光诚等人坐在路中间，双向交通就被堵住了。 

有一辆救护车从垛庄开往梭庄去救人有一辆救护车从垛庄开往梭庄去救人有一辆救护车从垛庄开往梭庄去救人有一辆救护车从垛庄开往梭庄去救人，，，，工作人员劝说陈光诚等让路工作人员劝说陈光诚等让路工作人员劝说陈光诚等让路工作人员劝说陈光诚等让路，，，，

但他们不听但他们不听但他们不听但他们不听，救护车只好转头往回走另找通路。 

在多方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县里的工作人员才把陈光诚县里的工作人员才把陈光诚县里的工作人员才把陈光诚县里的工作人员才把陈光诚、、、、陈光余陈光余陈光余陈光余、、、、陈光陈光陈光陈光

诚的三哥拉到了一辆车上带离现场诚的三哥拉到了一辆车上带离现场诚的三哥拉到了一辆车上带离现场诚的三哥拉到了一辆车上带离现场，，，，陈华转身跑了陈华转身跑了陈华转身跑了陈华转身跑了。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A、我们和镇上的工作人员也都跟着他们到了营后村陈光诚边走边喊我们和镇上的工作人员也都跟着他们到了营后村陈光诚边走边喊我们和镇上的工作人员也都跟着他们到了营后村陈光诚边走边喊我们和镇上的工作人员也都跟着他们到了营后村陈光诚边走边喊““““走走走走，，，，

咱到县委里去找去咱到县委里去找去咱到县委里去找去咱到县委里去找去””””、、、、陈光诚吆喝陈光诚吆喝陈光诚吆喝陈光诚吆喝““““上路截车上路截车上路截车上路截车，，，，直接上县里去找领导直接上县里去找领导直接上县里去找领导直接上县里去找领导”、镇工作镇工作镇工作镇工作

组的工作人员上前劝说组的工作人员上前劝说组的工作人员上前劝说组的工作人员上前劝说、陈光余陈光余陈光余陈光余、、、、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军陈光军陈光军陈光军、、、、袁伟静袁伟静袁伟静袁伟静、、、、陈华五人到了村陈华五人到了村陈华五人到了村陈华五人到了村

旁的公路上后旁的公路上后旁的公路上后旁的公路上后，，，，一字排开坐在公路中间一字排开坐在公路中间一字排开坐在公路中间一字排开坐在公路中间、、、、工作人员纷纷走过去劝说工作人员纷纷走过去劝说工作人员纷纷走过去劝说工作人员纷纷走过去劝说， 

并将其与其他所谓证人的相应证言对比并将其与其他所谓证人的相应证言对比并将其与其他所谓证人的相应证言对比并将其与其他所谓证人的相应证言对比。。。。 

B、有一辆救护车从垛庄开往梭庄去救人有一辆救护车从垛庄开往梭庄去救人有一辆救护车从垛庄开往梭庄去救人有一辆救护车从垛庄开往梭庄去救人，，，，工作人员劝说陈光诚等让路工作人员劝说陈光诚等让路工作人员劝说陈光诚等让路工作人员劝说陈光诚等让路，，，，

但他们不听但他们不听但他们不听但他们不听。 

王静医生及救护车司机刘长冬的证言已充分证明：这完全是恶意诬陷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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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的谎言！ 

C、县里的工作人员把陈光诚县里的工作人员把陈光诚县里的工作人员把陈光诚县里的工作人员把陈光诚、、、、陈光余陈光余陈光余陈光余、、、、陈光诚的三哥拉到了一辆车上带陈光诚的三哥拉到了一辆车上带陈光诚的三哥拉到了一辆车上带陈光诚的三哥拉到了一辆车上带

离现场离现场离现场离现场，，，，陈华转身跑了陈华转身跑了陈华转身跑了陈华转身跑了。 

他的这份证言中在场同案人在场同案人在场同案人在场同案人多出了一个陈华！ 

 

23、、、、关于刘长冬的证言关于刘长冬的证言关于刘长冬的证言关于刘长冬的证言。。。。 

我现在孟良崮卫生院开救护车。我咋天在孟良崮卫生院值班，咋天晚上

将近 8点时，沂南县双堠镇东梭庄村的一个男的打给我们卫生院的急救电话，说

是他老婆生孩子，然后我就驾驶着我们卫生院的救护车（是一汽佳宝）拉着我们

卫生院的妇产科大夫王静一起往东梭庄去，我们走的 205 国道，从北往南，行

至东师古村路阶段时堵车，当时是晚上当时是晚上当时是晚上当时是晚上 8点点点点 10分左右分左右分左右分左右。堵车的路阶段位于东师

古村东，堵到营后村办公室西边，从北向南方向行驶的车大约有二三十辆左右从北向南方向行驶的车大约有二三十辆左右从北向南方向行驶的车大约有二三十辆左右从北向南方向行驶的车大约有二三十辆左右，

也没有从南往北的车过来。被堵的车有大货车农用车等，什么号我也没往心里记，

因为我们是去拉生孩子的，非常急。我就从被堵的车里钻进去往前开，一直到堵

车的中心位置，见从南往北的车也很多被堵着。这两个方向的车中间有很多人这两个方向的车中间有很多人这两个方向的车中间有很多人这两个方向的车中间有很多人，，，，

都是谁我也不认识都是谁我也不认识都是谁我也不认识都是谁我也不认识。我下了车想问问是什么事，就过去了，我见一个三十多岁我见一个三十多岁我见一个三十多岁我见一个三十多岁

的妇女挡在从南往北开方向的一辆货车前的妇女挡在从南往北开方向的一辆货车前的妇女挡在从南往北开方向的一辆货车前的妇女挡在从南往北开方向的一辆货车前，，，，挡在车前方正中间挡在车前方正中间挡在车前方正中间挡在车前方正中间，我又问了一个问了一个问了一个问了一个

二十多岁的男青年二十多岁的男青年二十多岁的男青年二十多岁的男青年，，，，说能过去吧说能过去吧说能过去吧说能过去吧，，，，他说过不去他说过不去他说过不去他说过不去。我非常着急，就又上了车把车

往后倒了倒，我想转路走。这个地方我也比较熟悉。我倒了倒车后有条小路往东

的，我从 205国道上下来开上这条小路，围绕到营后村东又往南走的一条土路，

然后再围绕到 205 国道东师古村东杨水站处，上了 205 国道我见从南往北的车

也堵到了杨水站北边十多米处，也大约有十几辆车。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堵的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堵的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堵的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堵的

车我不清楚车我不清楚车我不清楚车我不清楚，，，，我就见有个三十来岁的妇女挡在一货车前方我就见有个三十来岁的妇女挡在一货车前方我就见有个三十来岁的妇女挡在一货车前方我就见有个三十来岁的妇女挡在一货车前方，，，，她为什么堵车我不她为什么堵车我不她为什么堵车我不她为什么堵车我不

清楚这个妇女我不认识清楚这个妇女我不认识清楚这个妇女我不认识清楚这个妇女我不认识，当时可能穿个红上衣，其它没有细看。被堵的车辆我都

没细看没注意。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A、、、、这份证言的内容是完全真实可信的这份证言的内容是完全真实可信的这份证言的内容是完全真实可信的这份证言的内容是完全真实可信的。。。。 

B、这两个方向的车这两个方向的车这两个方向的车这两个方向的车中间有很多人中间有很多人中间有很多人中间有很多人、、、、我又问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问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问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问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说说说说

能过去吧能过去吧能过去吧能过去吧，，，，他说过不去他说过不去他说过不去他说过不去、、、、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堵的车我不清楚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堵的车我不清楚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堵的车我不清楚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堵的车我不清楚，，，，我就见有个三我就见有个三我就见有个三我就见有个三

十来岁的妇女挡在一货车前方十来岁的妇女挡在一货车前方十来岁的妇女挡在一货车前方十来岁的妇女挡在一货车前方。。。。 

 

24、、、、关于王静的证言关于王静的证言关于王静的证言关于王静的证言。。。。 

3 月 11 日晚，我值班，我是孟良崮卫生院妇产科医生，东梭庄有一

个产妇要生产，打电话让我们医院去接，我和司机刘长东开救护车去的。我们的

救护车上边有蓝色警灯。我们沿我们沿我们沿我们沿 205 国道由北往南走国道由北往南走国道由北往南走国道由北往南走。走到营后村的时候，发

现前边堵了车。刘长冬下车上前边去问问刘长冬下车上前边去问问刘长冬下车上前边去问问刘长冬下车上前边去问问，，，，过一会过一会过一会过一会，，，，刘长冬回来说不行了这边刘长冬回来说不行了这边刘长冬回来说不行了这边刘长冬回来说不行了这边

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我说咱得快想办法，耽误事咱得负责任，快下去问问还有旁的路吧。

刘长冬开着车刘长冬开着车刘长冬开着车刘长冬开着车，，，，想从路边上过去想从路边上过去想从路边上过去想从路边上过去，，，，一个人拦着俺的车说这边过不去一个人拦着俺的车说这边过不去一个人拦着俺的车说这边过不去一个人拦着俺的车说这边过不去。。。。我说东梭我说东梭我说东梭我说东梭

庄有个生孩子的怪急庄有个生孩子的怪急庄有个生孩子的怪急庄有个生孩子的怪急，，，，你看看还有旁的路吧你看看还有旁的路吧你看看还有旁的路吧你看看还有旁的路吧？？？？我下车去问路我下车去问路我下车去问路我下车去问路，，，，有一个说俺也是有一个说俺也是有一个说俺也是有一个说俺也是

走这边的走这边的走这边的走这边的，，，，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又过去问一个老头我又过去问一个老头我又过去问一个老头我又过去问一个老头，，，，把情况说说老头指指一条往东的路把情况说说老头指指一条往东的路把情况说说老头指指一条往东的路把情况说说老头指指一条往东的路

说你走这条路转到杨水站再上公路说你走这条路转到杨水站再上公路说你走这条路转到杨水站再上公路说你走这条路转到杨水站再上公路。。。。俺就开着车转上俺就开着车转上俺就开着车转上俺就开着车转上了小路了小路了小路了小路。到了东棱庄他们

人已经出来了，我们拉上产妇和她家属往回走，我一路上晕车不舒服。在杨水站

那地方就见有堵车的，这时候堵车已经一长串了，路上还遇到一个交警在分流路上还遇到一个交警在分流路上还遇到一个交警在分流路上还遇到一个交警在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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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跟俺说前边堵车不让走车辆跟俺说前边堵车不让走车辆跟俺说前边堵车不让走车辆跟俺说前边堵车不让走，，，，我们说有产妇想转小路我们说有产妇想转小路我们说有产妇想转小路我们说有产妇想转小路，，，，他们让我们走了他们让我们走了他们让我们走了他们让我们走了。回到

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晚上 8点 55分左右了。不过产妇生产怪顺利产妇婴儿都安

全，12号凌晨孩子生下来后当天他们就出院回家了。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A、、、、这份证言的内容是完全真实可信的这份证言的内容是完全真实可信的这份证言的内容是完全真实可信的这份证言的内容是完全真实可信的。。。。 

B、我们沿我们沿我们沿我们沿 205 国道由北往南走国道由北往南走国道由北往南走国道由北往南走、刘长冬下车上前边去问问刘长冬下车上前边去问问刘长冬下车上前边去问问刘长冬下车上前边去问问，，，，过一会过一会过一会过一会，，，，

刘长冬回来说不行了这边过不去了刘长冬回来说不行了这边过不去了刘长冬回来说不行了这边过不去了刘长冬回来说不行了这边过不去了、刘长冬开刘长冬开刘长冬开刘长冬开着车着车着车着车，，，，想从路边上过去想从路边上过去想从路边上过去想从路边上过去，，，，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

拦着俺的车说这边过不去拦着俺的车说这边过不去拦着俺的车说这边过不去拦着俺的车说这边过不去。。。。我说东梭庄有个生孩子的怪急我说东梭庄有个生孩子的怪急我说东梭庄有个生孩子的怪急我说东梭庄有个生孩子的怪急，，，，你看看还有旁的路你看看还有旁的路你看看还有旁的路你看看还有旁的路

吧吧吧吧？？？？我下车去问路我下车去问路我下车去问路我下车去问路，，，，有一个说俺也是走这边的有一个说俺也是走这边的有一个说俺也是走这边的有一个说俺也是走这边的，，，，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又过去问一个老头我又过去问一个老头我又过去问一个老头我又过去问一个老头，，，，

把情况说说老头指指一条往东的路说你走这条路转到杨水站再上公路把情况说说老头指指一条往东的路说你走这条路转到杨水站再上公路把情况说说老头指指一条往东的路说你走这条路转到杨水站再上公路把情况说说老头指指一条往东的路说你走这条路转到杨水站再上公路。。。。俺就开俺就开俺就开俺就开

着车转上了小路着车转上了小路着车转上了小路着车转上了小路、路上还遇到一个交警在分流车辆跟俺说前边堵车不让走路上还遇到一个交警在分流车辆跟俺说前边堵车不让走路上还遇到一个交警在分流车辆跟俺说前边堵车不让走路上还遇到一个交警在分流车辆跟俺说前边堵车不让走，，，，我我我我

们说有产妇想转小路们说有产妇想转小路们说有产妇想转小路们说有产妇想转小路，，，，他们让我们走了他们让我们走了他们让我们走了他们让我们走了。 

C、救护车司机救护车司机救护车司机救护车司机刘长冬及医生王静的证言证实刘长冬及医生王静的证言证实刘长冬及医生王静的证言证实刘长冬及医生王静的证言证实：：：： 

救护车司机刘长冬当时根本没看到陈光诚和陈光军陈光余，只看到了袁伟

静；而且，救护车司机刘长冬及医生王静也根本没有同袁伟静和陈光诚及陈光军、

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说过一句话！ 

站在站在站在站在““““从北边往南走向的车的前边从北边往南走向的车的前边从北边往南走向的车的前边从北边往南走向的车的前边，，，，和救护车司机说这边过不去和救护车司机说这边过不去和救护车司机说这边过不去和救护车司机说这边过不去””””的这的这的这的这

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和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和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和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和““““拦住救护车对王静医生说这边不让过拦住救护车对王静医生说这边不让过拦住救护车对王静医生说这边不让过拦住救护车对王静医生说这边不让过””””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人，，，，根根根根

本不是本不是本不是本不是袁伟静和陈光诚及陈光军袁伟静和陈光诚及陈光军袁伟静和陈光诚及陈光军袁伟静和陈光诚及陈光军、、、、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 

根本不是什么根本不是什么根本不是什么根本不是什么““““陈光余和小袁上去拦住车就是不让走陈光余和小袁上去拦住车就是不让走陈光余和小袁上去拦住车就是不让走陈光余和小袁上去拦住车就是不让走，，，，这辆救护车往前这辆救护车往前这辆救护车往前这辆救护车往前

靠了靠叫他俩人硬挡住车靠了靠叫他俩人硬挡住车靠了靠叫他俩人硬挡住车靠了靠叫他俩人硬挡住车。。。。从救护车上下来了两个白大挂的医生或是护士从救护车上下来了两个白大挂的医生或是护士从救护车上下来了两个白大挂的医生或是护士从救护车上下来了两个白大挂的医生或是护士，，，，这这这这

两医院的人对陈光余等人解释说了不少话两医院的人对陈光余等人解释说了不少话两医院的人对陈光余等人解释说了不少话两医院的人对陈光余等人解释说了不少话，，，，陈光余陈光诚等人拦在路上就是不陈光余陈光诚等人拦在路上就是不陈光余陈光诚等人拦在路上就是不陈光余陈光诚等人拦在路上就是不

让走让走让走让走，救护车见没法子就倒回车去了”！ 

D、、、、陈光诚等人被指控拦的都是从陈光诚等人被指控拦的都是从陈光诚等人被指控拦的都是从陈光诚等人被指控拦的都是从““““南边往北南边往北南边往北南边往北””””走向的车走向的车走向的车走向的车。。。。他们都是站在他们都是站在他们都是站在他们都是站在

从南边往北走向的两排车的前边从南边往北走向的两排车的前边从南边往北走向的两排车的前边从南边往北走向的两排车的前边。。。。救护车，是从“北边往南”走向过来的车。 

所谓的“救护车的医生想过去救护车的医生想过去救护车的医生想过去救护车的医生想过去，，，，陈光诚他们也不放陈光诚他们也不放陈光诚他们也不放陈光诚他们也不放””””等证人证言完全等证人证言完全等证人证言完全等证人证言完全

是诬陷陈光诚的是诬陷陈光诚的是诬陷陈光诚的是诬陷陈光诚的““““伪证伪证伪证伪证””””！ 

 

25、、、、关于董西祥的证言关于董西祥的证言关于董西祥的证言关于董西祥的证言。。。。 

11 日晚上我从临沂往蒙阴赶，大约在 7 点半左右，我开车到了崖子村

附近，前面堵了车，当时在路上被堵的车有一百多辆，我停了车，往北走了二三

里路后，看见一伙人站在看见一伙人站在看见一伙人站在看见一伙人站在 205国道中间国道中间国道中间国道中间，，，，不让过往车辆行走不让过往车辆行走不让过往车辆行走不让过往车辆行走。。。。我当时看见在这我当时看见在这我当时看见在这我当时看见在这

地有七八十个人地有七八十个人地有七八十个人地有七八十个人。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一伙人站在一伙人站在一伙人站在一伙人站在 205国道中间国道中间国道中间国道中间、、、、我当时看见在这地我当时看见在这地我当时看见在这地我当时看见在这地有七八十个人有七八十个人有七八十个人有七八十个人。。。。 

 

 

26、、、、关于关于关于关于郭富军的证言。 

3 月 11 日大约是晚上八点左右，我从蒙阴往沂南方向走，我当时

是往南走往南走往南走往南走，刚进双堠路段不远发现前边堵了车。往南走的车不少都停在那儿，我

就下了车去看看前边什么事，往前走了不远见有不少人堵在路中间见有不少人堵在路中间见有不少人堵在路中间见有不少人堵在路中间，不是交通

事故，也不知什么事，那地方乱吵乱闹的，当时去大体上一看有很多人在那儿当时去大体上一看有很多人在那儿当时去大体上一看有很多人在那儿当时去大体上一看有很多人在那儿

吵闹吵闹吵闹吵闹，我接着就走了，也不知什么原因吵闹。在这些人南边，我看着并排堵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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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辆车，后面还有很多车。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见有不少人堵在路中间见有不少人堵在路中间见有不少人堵在路中间见有不少人堵在路中间、、、、当时去大体上一看有很多人在那儿当时去大体上一看有很多人在那儿当时去大体上一看有很多人在那儿当时去大体上一看有很多人在那儿。 

 

27、、、、关于李振劲的证言关于李振劲的证言关于李振劲的证言关于李振劲的证言。。。。 

3月 11日晚上 6点多钟左右，我到了崖子村以南路时前面堵了车，

车走不动了，我和老朱以为出了交通事故，就上前边看看，发现有个人戴个墨镜

在那里截着车不让车走，他旁边围着不少人他旁边围着不少人他旁边围着不少人他旁边围着不少人，在我们前边已经有不少辆车被堵

住了，我们一看过不去就回车上等着。当时在晚上六点半左右当时在晚上六点半左右当时在晚上六点半左右当时在晚上六点半左右。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他旁边围着不少人他旁边围着不少人他旁边围着不少人他旁边围着不少人、、、、当时在晚上六点半左右当时在晚上六点半左右当时在晚上六点半左右当时在晚上六点半左右。 

 

28、、、、关于李因蒙的证言关于李因蒙的证言关于李因蒙的证言关于李因蒙的证言。。。。 

3月 11日晚上我 7点半时驾驶桑塔纳轿车从蒙阴县城沿 205国道往

临沂方向去，在沂南地界时又往南走了不远见路上前边有好多车被堵了，我以为

是出了交通事故来，就把车停下，往南走了一大阶段路，见前边有伙人在堵着前边有伙人在堵着前边有伙人在堵着前边有伙人在堵着

几辆大车几辆大车几辆大车几辆大车，这些人有男的也有女的象是村里的人，问旁边的人都不清楚，我见我见我见我见

当时这些人旁边还有警察在那还有交警当时这些人旁边还有警察在那还有交警当时这些人旁边还有警察在那还有交警当时这些人旁边还有警察在那还有交警，寻思不长时间就疏通了寻思不长时间就疏通了寻思不长时间就疏通了寻思不长时间就疏通了，就又回到我

的车上等着，我的车被堵时在晚上 8点 30分左右，到 9点多钟时车辆才被疏通。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前边有伙人在堵着几辆大车前边有伙人在堵着几辆大车前边有伙人在堵着几辆大车前边有伙人在堵着几辆大车、、、、我见当时这些人旁边还有警察在那还有交我见当时这些人旁边还有警察在那还有交我见当时这些人旁边还有警察在那还有交我见当时这些人旁边还有警察在那还有交

警寻思不长时间就疏通了警寻思不长时间就疏通了警寻思不长时间就疏通了警寻思不长时间就疏通了。 

 

29、、、、关于于成录的证言关于于成录的证言关于于成录的证言关于于成录的证言。。。。 

咋天晚上咋天晚上咋天晚上咋天晚上8点点点点20左右左右左右左右我接到大队领导的电话让我们去东师古村疏疏疏疏散

交通。我安排姚姚姚姚明利去了。过了会，领导又打电话安排我让安排两个人去高速公

路的十字路口分流车辆。说是东师古村陈光诚他们在公路上截车不让通行。我到

现场时发现陈光诚的家属抱着孩子站在朝蒙阴方向去的车前边，陈光诚的妈坐在

地上公路上大哭，还有很多看热闹的，公安上好几个干警正在那里制止她们公安上好几个干警正在那里制止她们公安上好几个干警正在那里制止她们公安上好几个干警正在那里制止她们，，，，我我我我

们的民警也在那里制止们的民警也在那里制止们的民警也在那里制止们的民警也在那里制止，告诉他们在路上拦车造成交通堵塞是违法的，并让她们

快点离开公路。 

我没看到陈光诚他们我没看到陈光诚他们我没看到陈光诚他们我没看到陈光诚他们，当时人太多了当时人太多了当时人太多了当时人太多了，我只注意有他老婆和他妈我只注意有他老婆和他妈我只注意有他老婆和他妈我只注意有他老婆和他妈。我

们的干警一直在那里让她们离开公路，但她们就是不听，最后陈光诚他们被强最后陈光诚他们被强最后陈光诚他们被强最后陈光诚他们被强

行带离现场时我才发现他行带离现场时我才发现他行带离现场时我才发现他行带离现场时我才发现他。。。。我是晚上我是晚上我是晚上我是晚上 8 点半左右到的现场点半左右到的现场点半左右到的现场点半左右到的现场。一直到了晚上 9 点

多车辆才能通行。我去到后严厉告诉她们堵车的人你们必须立即离开公路停止拦

车，但是她们根本不听但我去之后她们并没有动手打人我去之后她们并没有动手打人我去之后她们并没有动手打人我去之后她们并没有动手打人，以前的事我就不知道

了。被堵车的司机肯定是不满意被堵车的司机肯定是不满意被堵车的司机肯定是不满意被堵车的司机肯定是不满意，，，，但我们去到后也没敢明着说的但我们去到后也没敢明着说的但我们去到后也没敢明着说的但我们去到后也没敢明着说的。有几个司机

怪急，说让人把堵车的拉走。当时疏疏疏疏散交通的有姚姚姚姚明利李月峰王纪石。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A、、、、咋天晚上咋天晚上咋天晚上咋天晚上 8点点点点 20左右左右左右左右、、、、我没看到陈光诚他们我没看到陈光诚他们我没看到陈光诚他们我没看到陈光诚他们、当时人太多了当时人太多了当时人太多了当时人太多了、我我我我

只注意有他老婆和他妈只注意有他老婆和他妈只注意有他老婆和他妈只注意有他老婆和他妈、最后陈光诚他们被强行带离现场时我才发现他最后陈光诚他们被强行带离现场时我才发现他最后陈光诚他们被强行带离现场时我才发现他最后陈光诚他们被强行带离现场时我才发现他、、、、被堵被堵被堵被堵

车的司机肯定是不满意车的司机肯定是不满意车的司机肯定是不满意车的司机肯定是不满意，，，，但我们去到后也没敢明着说的但我们去到后也没敢明着说的但我们去到后也没敢明着说的但我们去到后也没敢明着说的。 

B、既然都说既然都说既然都说既然都说 6点半左右陈光诚一家共点半左右陈光诚一家共点半左右陈光诚一家共点半左右陈光诚一家共 5个人便开始上路截个人便开始上路截个人便开始上路截个人便开始上路截车堵塞交通车堵塞交通车堵塞交通车堵塞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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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了了了，，，，为何在为何在为何在为何在 6点半的时候不通知交警出勤点半的时候不通知交警出勤点半的时候不通知交警出勤点半的时候不通知交警出勤？？？？ 

为什么要在过了将近一个小时的为什么要在过了将近一个小时的为什么要在过了将近一个小时的为什么要在过了将近一个小时的 8点点点点 20左右左右左右左右，，，，才通知交警队出勤才通知交警队出勤才通知交警队出勤才通知交警队出勤？！ 

 

30、、、、关于于祥杰的证言关于于祥杰的证言关于于祥杰的证言关于于祥杰的证言。。。。 

11 日晚上 7 点多当时我和工作组的张志栋一起往村东走去，我们上了

205国道，就见 205国道的路口以北停了好几辆车。我见陈光诚站在公路沟东侧，

面朝南堵着一辆大货车不让走面朝南堵着一辆大货车不让走面朝南堵着一辆大货车不让走面朝南堵着一辆大货车不让走。在路的西侧是陈光军。当时镇里工作组的人员当时镇里工作组的人员当时镇里工作组的人员当时镇里工作组的人员

有上前劝说的有上前劝说的有上前劝说的有上前劝说的，，，，陈光诚他们根本不听陈光诚他们根本不听陈光诚他们根本不听陈光诚他们根本不听。我们见到了刘洪军主任等帮扶工作组成

员，刘洪军安排我和张志栋分头去数一下被陈光诚他们拦堵的车辆有多少并且刘洪军安排我和张志栋分头去数一下被陈光诚他们拦堵的车辆有多少并且刘洪军安排我和张志栋分头去数一下被陈光诚他们拦堵的车辆有多少并且刘洪军安排我和张志栋分头去数一下被陈光诚他们拦堵的车辆有多少并且

别让群众围观别让群众围观别让群众围观别让群众围观，我从陈光诚他们拦堵车现场往北去挨个数车，我顺路往北走了约

二里多路数到第 124辆时数完了我就往回返。张志栋说他往南数车南边堵了 175

辆车。我们数车的时间在晚上 8点半左右。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当时镇里工作组的人员有上前劝说当时镇里工作组的人员有上前劝说当时镇里工作组的人员有上前劝说当时镇里工作组的人员有上前劝说、、、、刘洪军安排我和张志栋分头去数刘洪军安排我和张志栋分头去数刘洪军安排我和张志栋分头去数刘洪军安排我和张志栋分头去数

一下被陈光诚他们拦堵的车辆有多少并且别让群众围观一下被陈光诚他们拦堵的车辆有多少并且别让群众围观一下被陈光诚他们拦堵的车辆有多少并且别让群众围观一下被陈光诚他们拦堵的车辆有多少并且别让群众围观。。。。 

     

31、、、、关于张志栋的证言关于张志栋的证言关于张志栋的证言关于张志栋的证言。。。。 

11日晚上 7点来钟，我上了 205国道，发现了陈光诚等人正在国道

上截车。当时当时当时当时，，，，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及公安交警的工作人员都劝陈光诚这几个人及公安交警的工作人员都劝陈光诚这几个人及公安交警的工作人员都劝陈光诚这几个人及公安交警的工作人员都劝陈光诚这几个人，，，，

叫他们不要堵车叫他们不要堵车叫他们不要堵车叫他们不要堵车，堵车是违法的。但他们都不听。这时时时时我们帮我们帮我们帮我们帮扶组的刘洪军主扶组的刘洪军主扶组的刘洪军主扶组的刘洪军主

任要我和我们帮扶组的工作人员顺路看看有无围观的人任要我和我们帮扶组的工作人员顺路看看有无围观的人任要我和我们帮扶组的工作人员顺路看看有无围观的人任要我和我们帮扶组的工作人员顺路看看有无围观的人，，，，如有围观的就疏散如有围观的就疏散如有围观的就疏散如有围观的就疏散，

并且让我和于祥杰分头数一数两边到底被堵了多少辆车让我和于祥杰分头数一数两边到底被堵了多少辆车让我和于祥杰分头数一数两边到底被堵了多少辆车让我和于祥杰分头数一数两边到底被堵了多少辆车。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当时当时当时当时，，，，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及公安交警的工作人员都劝陈光诚这几个人及公安交警的工作人员都劝陈光诚这几个人及公安交警的工作人员都劝陈光诚这几个人及公安交警的工作人员都劝陈光诚这几个人，，，，叫叫叫叫

他们不要堵车他们不要堵车他们不要堵车他们不要堵车、、、、我们帮扶组的刘洪军主任要我和我们帮扶组的工作人员顺路看我们帮扶组的刘洪军主任要我和我们帮扶组的工作人员顺路看我们帮扶组的刘洪军主任要我和我们帮扶组的工作人员顺路看我们帮扶组的刘洪军主任要我和我们帮扶组的工作人员顺路看

看有无围观的人看有无围观的人看有无围观的人看有无围观的人，，，，如有围观的就疏散如有围观的就疏散如有围观的就疏散如有围观的就疏散、、、、让我和于祥杰分头数一数两边到底被堵让我和于祥杰分头数一数两边到底被堵让我和于祥杰分头数一数两边到底被堵让我和于祥杰分头数一数两边到底被堵

了多少辆车了多少辆车了多少辆车了多少辆车。。。。 

 

32、关于王庆玉的证言。 

陈光诚他们直接去了营后村委大院门口，陈光余先进了大院办公

室，接着他又出来对陈光诚等人说工作组的人不在。陈光诚一听陈光诚一听陈光诚一听陈光诚一听就喊了一声就喊了一声就喊了一声就喊了一声““““走走走走，，，，

到公路截车到公路截车到公路截车到公路截车。。。。上县委上市委上县委上市委上县委上市委上县委上市委””””。他这么一喊他这么一喊他这么一喊他这么一喊，，，，陈光军等人就一块上了陈光军等人就一块上了陈光军等人就一块上了陈光军等人就一块上了 205国道国道国道国道。

我和张所李洪星见他们要截车我和张所李洪星见他们要截车我和张所李洪星见他们要截车我和张所李洪星见他们要截车，，，，赶紧上前制止对他们说不要截车这样很危险更赶紧上前制止对他们说不要截车这样很危险更赶紧上前制止对他们说不要截车这样很危险更赶紧上前制止对他们说不要截车这样很危险更

时违法的时违法的时违法的时违法的。。。。但他们根本不听但他们根本不听但他们根本不听但他们根本不听。。。。我上前制止陈光诚严厉地告诉他赶快离开公路我上前制止陈光诚严厉地告诉他赶快离开公路我上前制止陈光诚严厉地告诉他赶快离开公路我上前制止陈光诚严厉地告诉他赶快离开公路。。。。

但他就是不离开公路但他就是不离开公路但他就是不离开公路但他就是不离开公路。就在这时从南边来了一辆从南边来了一辆从南边来了一辆从南边来了一辆斯太尔大货车，陈光诚堵在路

上不让这车走了。开车的司机被迫把车停下了开车的司机被迫把车停下了开车的司机被迫把车停下了开车的司机被迫把车停下了。接着，从后边又来了一辆从后边又来了一辆从后边又来了一辆从后边又来了一辆货车，

这辆车想从前边这辆车的左侧开过去这辆车想从前边这辆车的左侧开过去这辆车想从前边这辆车的左侧开过去这辆车想从前边这辆车的左侧开过去，陈光诚听到车响朝陈光余他们大喊拦住，

陈光余当时在陈光诚的西边路上站着，就跑上前去把车截住了。这时又从南边开时又从南边开时又从南边开时又从南边开

来了一辆车来了一辆车来了一辆车来了一辆车，，，，也想从西边车道绕行开也想从西边车道绕行开也想从西边车道绕行开也想从西边车道绕行开，陈光诚也不让走，大喊截住这辆车。陈光

诚的老婆及陈光军接着去把这辆车也截住了。这样三辆车一堵这样三辆车一堵这样三辆车一堵这样三辆车一堵，，，，后边的车也无后边的车也无后边的车也无后边的车也无

法过去了法过去了法过去了法过去了。从北边来的车也过不去了，整个交通完全中断了。在这期间在这期间在这期间在这期间，，，，我和我和我和我和

张所李洪星等出警人员一直在制止陈光诚他们张所李洪星等出警人员一直在制止陈光诚他们张所李洪星等出警人员一直在制止陈光诚他们张所李洪星等出警人员一直在制止陈光诚他们。。。。他们就是不听他们就是不听他们就是不听他们就是不听。。。。我们公安局的我们公安局的我们公安局的我们公安局的

工会主任孙学农也过去制止他们说他们堵车是违法的工会主任孙学农也过去制止他们说他们堵车是违法的工会主任孙学农也过去制止他们说他们堵车是违法的工会主任孙学农也过去制止他们说他们堵车是违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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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辆从北边来的救护车有辆从北边来的救护车有辆从北边来的救护车有辆从北边来的救护车，，，，拉着警报来的拉着警报来的拉着警报来的拉着警报来的，，，，被堵住后被堵住后被堵住后被堵住后，，，，车上的人就下车上的人就下车上的人就下车上的人就下

车对陈光诚他们说前边有个孕妇就要生孩子了放我们过去吧车对陈光诚他们说前边有个孕妇就要生孩子了放我们过去吧车对陈光诚他们说前边有个孕妇就要生孩子了放我们过去吧车对陈光诚他们说前边有个孕妇就要生孩子了放我们过去吧。。。。但陈光诚等人听但陈光诚等人听但陈光诚等人听但陈光诚等人听

了后也是不放行了后也是不放行了后也是不放行了后也是不放行，，，，这辆救护车司机见实在没办法了就只好调头走了这辆救护车司机见实在没办法了就只好调头走了这辆救护车司机见实在没办法了就只好调头走了这辆救护车司机见实在没办法了就只好调头走了。还有一辆

南边来的面包车，走到这地方被堵了以后，说车里拉的是小孩子都一天没吃饭了，

最后在哀求了半小时的情况下，陈光诚等人才把这辆车给放行了。我们出警人员我们出警人员我们出警人员我们出警人员

在此期间一直不停地制止陈光诚等人命令他们立即停止截车立即离开现场在此期间一直不停地制止陈光诚等人命令他们立即停止截车立即离开现场在此期间一直不停地制止陈光诚等人命令他们立即停止截车立即离开现场在此期间一直不停地制止陈光诚等人命令他们立即停止截车立即离开现场。后

来交警来了，有位交警对陈光诚说你们这样堵塞交通是违法的并且命令他们立即

停止堵车撤离现场，陈光诚还是不听制止。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A、、、、陈光诚一听就喊了一声陈光诚一听就喊了一声陈光诚一听就喊了一声陈光诚一听就喊了一声““““走走走走，，，，到公路截车到公路截车到公路截车到公路截车。。。。上县委上市委上县委上市委上县委上市委上县委上市委””””、、、、我和我和我和我和

张所李洪星见他们要截车赶紧上前制止张所李洪星见他们要截车赶紧上前制止张所李洪星见他们要截车赶紧上前制止张所李洪星见他们要截车赶紧上前制止、、、、这样三辆车一堵这样三辆车一堵这样三辆车一堵这样三辆车一堵，，，，后边的车也无法过后边的车也无法过后边的车也无法过后边的车也无法过

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在这期间在这期间在这期间在这期间，，，，我和张所李洪星等出警人员我和张所李洪星等出警人员我和张所李洪星等出警人员我和张所李洪星等出警人员一直在制止陈光诚他们一直在制止陈光诚他们一直在制止陈光诚他们一直在制止陈光诚他们。。。。我们公我们公我们公我们公

安局的工会主任孙学农也过去制止他们安局的工会主任孙学农也过去制止他们安局的工会主任孙学农也过去制止他们安局的工会主任孙学农也过去制止他们、、、、有辆从北边来的救护车有辆从北边来的救护车有辆从北边来的救护车有辆从北边来的救护车，，，，拉着警报来拉着警报来拉着警报来拉着警报来

的的的的，，，，被堵住后被堵住后被堵住后被堵住后，，，，车上的人就下车对陈光诚他们说前边有个孕妇就要生孩子了放车上的人就下车对陈光诚他们说前边有个孕妇就要生孩子了放车上的人就下车对陈光诚他们说前边有个孕妇就要生孩子了放车上的人就下车对陈光诚他们说前边有个孕妇就要生孩子了放

我们过去吧我们过去吧我们过去吧我们过去吧。。。。但陈光诚等人听了后也是不放行但陈光诚等人听了后也是不放行但陈光诚等人听了后也是不放行但陈光诚等人听了后也是不放行，，，，这辆救护车司机见实在没办法这辆救护车司机见实在没办法这辆救护车司机见实在没办法这辆救护车司机见实在没办法

了就只好调头走了了就只好调头走了了就只好调头走了了就只好调头走了。。。。 

B、、、、这充分佐证这充分佐证这充分佐证这充分佐证：：：： 

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自陈光诚从陈光余家出来开始，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家这四个人身边始终紧

随着执行跟踪和包围任务的 3 名警察和 11 名以上长期暴力看守陈光诚的乡镇工

作人员及流氓地痞。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看到第一辆汽车被拦截后看到第一辆汽车被拦截后看到第一辆汽车被拦截后看到第一辆汽车被拦截后，，，，王庆玉王庆玉王庆玉王庆玉、、、、张升东张升东张升东张升东、、、、李洪星这李洪星这李洪星这李洪星这 3 名警名警名警名警

察却察却察却察却““““放弃放弃放弃放弃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的职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的职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的职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的职责责责责，，，，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司机等提供有效的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司机等提供有效的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司机等提供有效的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司机等提供有效的

法律救助的职责法律救助的职责法律救助的职责法律救助的职责，，，，放弃将陈光诚等四人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的治安管理职责放弃将陈光诚等四人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的治安管理职责放弃将陈光诚等四人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的治安管理职责放弃将陈光诚等四人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的治安管理职责，，，，放放放放

弃对陈光诚依法及时采取强制传唤的职责弃对陈光诚依法及时采取强制传唤的职责弃对陈光诚依法及时采取强制传唤的职责弃对陈光诚依法及时采取强制传唤的职责””””，，，，反而是迅速地和 11 名以上长期暴

力看守陈光诚的乡镇工作人员及流氓地痞一块“将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先生紧紧地包围在公路

中间”直到 3 小时之后的 21 点 30 左右，才履行应当在 3 小时之前应当履行的

法定义务。 

在其背后在其背后在其背后在其背后，，，，显而易见有一只显而易见有一只显而易见有一只显而易见有一只““““指挥和掌控案情进退的黑手指挥和掌控案情进退的黑手指挥和掌控案情进退的黑手指挥和掌控案情进退的黑手””””，，，，其目的就其目的就其目的就其目的就

是想是想是想是想““““将陈光诚等四人站在公路上不肯离开这一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政违将陈光诚等四人站在公路上不肯离开这一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政违将陈光诚等四人站在公路上不肯离开这一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政违将陈光诚等四人站在公路上不肯离开这一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政违

法行为法行为法行为法行为””””构陷成构陷成构陷成构陷成““““情节严重的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情节严重的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情节严重的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情节严重的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 

这只““““指挥和掌控案情进退指挥和掌控案情进退指挥和掌控案情进退指挥和掌控案情进退””””有权有势黑白两道通知黑白两道通知黑白两道通知黑白两道通知的懂法黑手黑手黑手黑手显然清

楚““““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的构成要件有三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的构成要件有三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的构成要件有三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的构成要件有三个：：：：一是必须要聚众一是必须要聚众一是必须要聚众一是必须要聚众，，，，二是必须要达二是必须要达二是必须要达二是必须要达

到情节严重到情节严重到情节严重到情节严重，，，，三是只能对其中的首要分子定罪而不能对所有在场的从众定罪三是只能对其中的首要分子定罪而不能对所有在场的从众定罪三是只能对其中的首要分子定罪而不能对所有在场的从众定罪三是只能对其中的首要分子定罪而不能对所有在场的从众定罪””””。 

他知道“要是 3 名警察将陈光诚家这五个人依法及时强行带离公路”的

话，就肯定“只能依法对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家这四个人进行批评教育，或给予一千元以下罚

款及 15 天以下拘留的处罚”。这远不是他想达到的要让陈光诚进五年牢房彻底对

外界住口的目标。 

所以才会有： 

当日 3 名警察名警察名警察名警察““““放弃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的职责放弃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的职责放弃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的职责放弃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的职责，，，，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

司机等提供有效的司机等提供有效的司机等提供有效的司机等提供有效的法律救助的职责法律救助的职责法律救助的职责法律救助的职责，，，，放弃将陈光诚等四人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的放弃将陈光诚等四人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的放弃将陈光诚等四人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的放弃将陈光诚等四人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的

治安管理职责治安管理职责治安管理职责治安管理职责，，，，放弃对陈光诚依法及时采取强制传唤的职责放弃对陈光诚依法及时采取强制传唤的职责放弃对陈光诚依法及时采取强制传唤的职责放弃对陈光诚依法及时采取强制传唤的职责””””且且且且““““迅速地和 11

名以上长期暴力看守陈光诚的乡镇工作人员及流氓地痞一块将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先生紧紧

地包围在公路中间”“直到 3 小时之后的 21 点 30 左右，才履行应当在 3 小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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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 

C、、、、救护车司机救护车司机救护车司机救护车司机刘长冬及医生王静的证言证实刘长冬及医生王静的证言证实刘长冬及医生王静的证言证实刘长冬及医生王静的证言证实：：：： 

救护车司机刘长冬当时根本没看到陈光诚和陈光军陈光余，只看到了袁伟

静；而且，救护车司机刘长冬及医生王静也根本没有同袁伟静和陈光诚及陈光军、

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说过一句话！ 

站在站在站在站在““““从北边往南走向的车的前边从北边往南走向的车的前边从北边往南走向的车的前边从北边往南走向的车的前边，，，，和救护车司机说这边过不去和救护车司机说这边过不去和救护车司机说这边过不去和救护车司机说这边过不去””””的这的这的这的这

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和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和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和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和““““拦住救护车对王静医生说这边不让过拦住救护车对王静医生说这边不让过拦住救护车对王静医生说这边不让过拦住救护车对王静医生说这边不让过””””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人，，，，根根根根

本不是本不是本不是本不是袁伟静和陈光诚及陈光军袁伟静和陈光诚及陈光军袁伟静和陈光诚及陈光军袁伟静和陈光诚及陈光军、、、、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 

 

33、关于张升东的证言。 

陈光诚他们走过 205国道上了营后村大队院里，陈光诚在门口等着，

陈光余上里边去了接着又出来了看样子没找着人，陈光诚又在那里吆喝陈光诚又在那里吆喝陈光诚又在那里吆喝陈光诚又在那里吆喝““““上县上县上县上县

委上市委委上市委委上市委委上市委””””。。。。一边上了一边上了一边上了一边上了 205国道国道国道国道。当时车很多，天又暗了，车速都很快，陈光诚

等人在路上很危险，我和王庆玉李洪星就赶紧上去制止我和王庆玉李洪星就赶紧上去制止我和王庆玉李洪星就赶紧上去制止我和王庆玉李洪星就赶紧上去制止。我对陈光诚说快点离

开公路这样不行。我我我我们处警的三个人一直在那里叫他们让开路们处警的三个人一直在那里叫他们让开路们处警的三个人一直在那里叫他们让开路们处警的三个人一直在那里叫他们让开路。。。。还有我们局的还有我们局的还有我们局的还有我们局的

工会主任孙学农过来制止他们工会主任孙学农过来制止他们工会主任孙学农过来制止他们工会主任孙学农过来制止他们。 

这期间，从北边有一辆救护车亮着警灯来了从北边有一辆救护车亮着警灯来了从北边有一辆救护车亮着警灯来了从北边有一辆救护车亮着警灯来了，，，，到了离现场不远的地到了离现场不远的地到了离现场不远的地到了离现场不远的地

方方方方，，，，司机下来看看车堵的怪历害司机下来看看车堵的怪历害司机下来看看车堵的怪历害司机下来看看车堵的怪历害。。。。司机说前面有生孩子的叫俺过去呗司机说前面有生孩子的叫俺过去呗司机说前面有生孩子的叫俺过去呗司机说前面有生孩子的叫俺过去呗，，，，但陈光但陈光但陈光但陈光

诚等无动于中诚等无动于中诚等无动于中诚等无动于中。那个车就调头往东，可能转路去了。8点左右的时候交警上过去

了。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A、、、、陈光诚又在那里吆喝陈光诚又在那里吆喝陈光诚又在那里吆喝陈光诚又在那里吆喝““““上县委上市委上县委上市委上县委上市委上县委上市委””””。。。。一边上了一边上了一边上了一边上了 205国道国道国道国道、、、、我和我和我和我和

王庆玉李洪星就赶紧上去制止王庆玉李洪星就赶紧上去制止王庆玉李洪星就赶紧上去制止王庆玉李洪星就赶紧上去制止、、、、我们处警的三个人一直在那里叫他们让开路我们处警的三个人一直在那里叫他们让开路我们处警的三个人一直在那里叫他们让开路我们处警的三个人一直在那里叫他们让开路。。。。

还有我们局的工会主任孙学农过来制止他们还有我们局的工会主任孙学农过来制止他们还有我们局的工会主任孙学农过来制止他们还有我们局的工会主任孙学农过来制止他们、、、、从北边有一辆救护车亮着警灯来从北边有一辆救护车亮着警灯来从北边有一辆救护车亮着警灯来从北边有一辆救护车亮着警灯来

了了了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离现场不远的地方离现场不远的地方离现场不远的地方离现场不远的地方，，，，司机下来看看车堵的怪历害司机下来看看车堵的怪历害司机下来看看车堵的怪历害司机下来看看车堵的怪历害。。。。司机说前面有生孩司机说前面有生孩司机说前面有生孩司机说前面有生孩

子的叫俺过去呗子的叫俺过去呗子的叫俺过去呗子的叫俺过去呗，，，，但陈光诚等无动于中但陈光诚等无动于中但陈光诚等无动于中但陈光诚等无动于中、、、、、、、、、、、、 

B、、、、这充分佐证这充分佐证这充分佐证这充分佐证：：：： 

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自陈光诚从陈光余家出来开始，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家这四个人身边始终紧

随着执行跟踪和包围任务的 3 名警察和 11 名以上长期暴力看守陈光诚的乡镇工

作人员及流氓地痞。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看到第一辆汽车被拦截后看到第一辆汽车被拦截后看到第一辆汽车被拦截后看到第一辆汽车被拦截后，，，，王庆玉王庆玉王庆玉王庆玉、、、、张升东张升东张升东张升东、、、、李洪星这李洪星这李洪星这李洪星这 3 名警名警名警名警

察却察却察却察却““““放弃放弃放弃放弃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的职责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的职责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的职责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的职责，，，，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司机等提供有效的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司机等提供有效的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司机等提供有效的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司机等提供有效的

法律救助的职责法律救助的职责法律救助的职责法律救助的职责，，，，放弃将陈光诚等四人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的治安管理职责放弃将陈光诚等四人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的治安管理职责放弃将陈光诚等四人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的治安管理职责放弃将陈光诚等四人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的治安管理职责，，，，放放放放

弃对陈光诚依法及时采取强制传唤的职责弃对陈光诚依法及时采取强制传唤的职责弃对陈光诚依法及时采取强制传唤的职责弃对陈光诚依法及时采取强制传唤的职责””””，，，，反而是迅速地和 11 名以上长期暴

力看守陈光诚的乡镇工作人员及流氓地痞一块“将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先生紧紧地包围在公路

上”直到 3 小时之后的 21 点 30 左右，才履行应当在 3 小时之前就应当履行的

法定义务。 

C、、、、救护车司机救护车司机救护车司机救护车司机刘长冬及医生王静的证言证实刘长冬及医生王静的证言证实刘长冬及医生王静的证言证实刘长冬及医生王静的证言证实：：：： 

救护车司机刘长冬当时根本没看到陈光诚和陈光军陈光余，只看到了袁伟

静；而且，救护车司机刘长冬及医生王静也根本没有同袁伟静和陈光诚及陈光军、

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说过一句话！ 

站在站在站在站在““““从北边往南走向的车的前边从北边往南走向的车的前边从北边往南走向的车的前边从北边往南走向的车的前边，，，，和救护车司机说这边过不去和救护车司机说这边过不去和救护车司机说这边过不去和救护车司机说这边过不去””””的这的这的这的这

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和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和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和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和““““拦住救护车对王静医生说这拦住救护车对王静医生说这拦住救护车对王静医生说这拦住救护车对王静医生说这边不让过边不让过边不让过边不让过””””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人，，，，根根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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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是本不是本不是本不是袁伟静和陈光诚及陈光军袁伟静和陈光诚及陈光军袁伟静和陈光诚及陈光军袁伟静和陈光诚及陈光军、、、、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 

 

34、关于李洪星的证言。 

11日晚日晚日晚日晚 6点多钟点多钟点多钟点多钟，陈光诚这几个人非要找领导，他们顺着桥上了

205国道，当时我们这些人一直跟着他们当时我们这些人一直跟着他们当时我们这些人一直跟着他们当时我们这些人一直跟着他们。我听陈光诚吆喝我听陈光诚吆喝我听陈光诚吆喝我听陈光诚吆喝““““上县委上县委上县委上县委、、、、上市委上市委上市委上市委””””。

当时车很多，天又暗了，车速都很快，陈光诚等人在路上很危险，我和王庆玉张我和王庆玉张我和王庆玉张我和王庆玉张

升东就赶紧上去制止升东就赶紧上去制止升东就赶紧上去制止升东就赶紧上去制止。我和王庆玉对陈光诚说“别这样做，快点离开公路，这

样很危险”。陈光诚不听。这时从南边过来一辆拖挂货车，见路上有人减速靠边见路上有人减速靠边见路上有人减速靠边见路上有人减速靠边

行驶准备从路的东边空里穿过行驶准备从路的东边空里穿过行驶准备从路的东边空里穿过行驶准备从路的东边空里穿过，陈光诚一边吆喝堵住车，一边叫陈叫陈叫陈叫陈光余领着上光余领着上光余领着上光余领着上

了那个大货车前头了那个大货车前头了那个大货车前头了那个大货车前头，，，，大货车无路可走停下了大货车无路可走停下了大货车无路可走停下了大货车无路可走停下了。。。。当时是晚上当时是晚上当时是晚上当时是晚上 7 点左右点左右点左右点左右。这辆车被

拦下后驾驶员摇下玻璃问怎么回事，陈光诚也不吱声。这时从南边又来了辆货从南边又来了辆货从南边又来了辆货从南边又来了辆货

车车车车，见路上有拦车的想从西边过来见路上有拦车的想从西边过来见路上有拦车的想从西边过来见路上有拦车的想从西边过来。陈光军过去把车拦住了。又从南边来辆面又从南边来辆面又从南边来辆面又从南边来辆面

包车包车包车包车，，，，想从中间过来想从中间过来想从中间过来想从中间过来，，，，叫陈光余和袁伟静拦住了叫陈光余和袁伟静拦住了叫陈光余和袁伟静拦住了叫陈光余和袁伟静拦住了。这样过往的车辆一会就堵了

几十辆，交通完全中断。这种情况下，我和王庆玉上去制止陈光诚他们。王庆玉

也命令陈光诚“必须立即停止拦车这样做是违法的”。可他们根本不听。这时我

们局的工会主任孙学农过来制止他们。 

这期间有个救护车从北边来也让堵住了有个救护车从北边来也让堵住了有个救护车从北边来也让堵住了有个救护车从北边来也让堵住了。。。。车上的医生穿白大挂车上的医生穿白大挂车上的医生穿白大挂车上的医生穿白大挂过来说前过来说前过来说前过来说前

面什么村有孕妇待产情况很急要求陈光诚放行他们的车辆面什么村有孕妇待产情况很急要求陈光诚放行他们的车辆面什么村有孕妇待产情况很急要求陈光诚放行他们的车辆面什么村有孕妇待产情况很急要求陈光诚放行他们的车辆，，，，可陈光诚他们根本可陈光诚他们根本可陈光诚他们根本可陈光诚他们根本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到晚上 8 点来钟来了两名交警都轮换着对陈光诚说堵车堵塞交通是违法

的。你们必须立即停止让开路。但他们根本不理会。 

一开始陈光诚说截车上市县找领导。3月 11日晚参与在 205国道上堵车

的，我知道有陈光诚家两口子、陈光余、陈光军、还有一个老太太。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A、、、、晚晚晚晚 6点多钟点多钟点多钟点多钟、当时我们这些人一直跟着他们当时我们这些人一直跟着他们当时我们这些人一直跟着他们当时我们这些人一直跟着他们、我听陈光诚吆喝我听陈光诚吆喝我听陈光诚吆喝我听陈光诚吆喝““““上上上上

县委县委县委县委、、、、上市委上市委上市委上市委””””、我和王庆玉张升东就赶紧上去制止我和王庆玉张升东就赶紧上去制止我和王庆玉张升东就赶紧上去制止我和王庆玉张升东就赶紧上去制止、、、、有个救护车从北边来也让有个救护车从北边来也让有个救护车从北边来也让有个救护车从北边来也让

堵住了堵住了堵住了堵住了。。。。车上的医生穿白大挂过来说前面什车上的医生穿白大挂过来说前面什车上的医生穿白大挂过来说前面什车上的医生穿白大挂过来说前面什么村有孕妇待产情况很急要求陈光么村有孕妇待产情况很急要求陈光么村有孕妇待产情况很急要求陈光么村有孕妇待产情况很急要求陈光

诚放行他们的车辆诚放行他们的车辆诚放行他们的车辆诚放行他们的车辆，，，，可陈光诚他们根本不听可陈光诚他们根本不听可陈光诚他们根本不听可陈光诚他们根本不听。。。。 

B、、、、这充分佐证这充分佐证这充分佐证这充分佐证：：：： 

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自陈光诚从陈光余家出来开始，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家这四个人身边始终紧

随着执行跟踪和包围任务的 3 名警察和 11 名以上长期暴力看守陈光诚的乡镇工

作人员及流氓地痞。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看到第一辆汽车被拦截后看到第一辆汽车被拦截后看到第一辆汽车被拦截后看到第一辆汽车被拦截后，，，，王庆玉王庆玉王庆玉王庆玉、、、、张升东张升东张升东张升东、、、、李洪星这李洪星这李洪星这李洪星这 3 名警名警名警名警

察却察却察却察却““““放弃放弃放弃放弃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的职责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的职责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的职责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的职责，，，，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司机等提供有效的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司机等提供有效的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司机等提供有效的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司机等提供有效的

法律救助的职责法律救助的职责法律救助的职责法律救助的职责，，，，放弃将陈光诚等四人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的治安管理职责放弃将陈光诚等四人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的治安管理职责放弃将陈光诚等四人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的治安管理职责放弃将陈光诚等四人依法强行带离现场的治安管理职责，，，，放放放放

弃对陈光诚依法及时采取强制传唤的职责弃对陈光诚依法及时采取强制传唤的职责弃对陈光诚依法及时采取强制传唤的职责弃对陈光诚依法及时采取强制传唤的职责””””，，，，反而是迅速地和 11 名以上长期暴

力看守陈光诚的乡镇工作人员及流氓地痞一块“将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先生紧紧地包围在公路

上”直到 3 小时之后的 21 点 30 左右，才履行应当在 3 小时之前就应当履行的

法定义务。 

C、、、、救护车司机救护车司机救护车司机救护车司机刘长冬及医生王静的证言证实刘长冬及医生王静的证言证实刘长冬及医生王静的证言证实刘长冬及医生王静的证言证实：：：： 

救护车司机刘长冬当时根本没看到陈光诚和陈光军陈光余，只看到了袁伟

静；而且，救护车司机刘长冬及医生王静也根本没有同袁伟静和陈光诚及陈光军、

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说过一句话！ 

站在站在站在站在““““从北边往南走向的车的前边从北边往南走向的车的前边从北边往南走向的车的前边从北边往南走向的车的前边，，，，和救护车司机说这边过不去和救护车司机说这边过不去和救护车司机说这边过不去和救护车司机说这边过不去””””的这的这的这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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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和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和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和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和““““拦住救护车对王静医生说这边不让过拦住救护车对王静医生说这边不让过拦住救护车对王静医生说这边不让过拦住救护车对王静医生说这边不让过””””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人，，，，根根根根

本不是本不是本不是本不是袁袁袁袁伟静和陈光诚及陈光军伟静和陈光诚及陈光军伟静和陈光诚及陈光军伟静和陈光诚及陈光军、、、、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 

 

35、关于姚姚姚姚明立的证言。 

11 日晚大约 8 点点点点 20 左右左右左右左右，于成录中队长接到指令称“205 国道

双堠路发生交通堵塞”。我到现场发现陈光诚站在东边车道上，拦在一辆车头朝

北的斯太尔货车前边，陈光诚的家属抱着孩子站在在路中间的黄色虚线上也挡着

一辆货车、还有一个老太太和两个我不认识的男的也和陈光诚他们一块在拦堵过

往车辆。我看着他们堵着四辆往北去的车我看着他们堵着四辆往北去的车我看着他们堵着四辆往北去的车我看着他们堵着四辆往北去的车，并排着并排着并排着并排着，，，，把路堵得严密的把路堵得严密的把路堵得严密的把路堵得严密的，造成交

通堵塞。我就制止他们当时现场还有公安局的出警人员他们也在制止陈光诚堵

车，可陈光诚根本不听。 

A、、、、我看着他们堵着四辆往北去的车并排着把路堵得严密的我看着他们堵着四辆往北去的车并排着把路堵得严密的我看着他们堵着四辆往北去的车并排着把路堵得严密的我看着他们堵着四辆往北去的车并排着把路堵得严密的。。。。 

B、这与其他所谓证人的说法存在明显冲突： 

其他三位警员的所谓证言均声称的是“他们堵的都是南北走向的车他们堵的都是南北走向的车他们堵的都是南北走向的车他们堵的都是南北走向的车。。。。

这些车三辆并排着这些车三辆并排着这些车三辆并排着这些车三辆并排着，，，，堵住了整个公路路面堵住了整个公路路面堵住了整个公路路面堵住了整个公路路面。。。。 

C、、、、究竟是究竟是究竟是究竟是““““堵着四辆往北去的车并排着堵着四辆往北去的车并排着堵着四辆往北去的车并排着堵着四辆往北去的车并排着”还是“这些南北走向的车这些南北走向的车这些南北走向的车这些南北走向的车

三辆并排着三辆并排着三辆并排着三辆并排着””””？！？！？！？！ 

究竟是究竟是究竟是究竟是““““堵着四辆往北去的车并排着才能把路堵得严密的堵着四辆往北去的车并排着才能把路堵得严密的堵着四辆往北去的车并排着才能把路堵得严密的堵着四辆往北去的车并排着才能把路堵得严密的”还是“这这这这

些南北走向的车三辆并排着便堵住了整个公路路面些南北走向的车三辆并排着便堵住了整个公路路面些南北走向的车三辆并排着便堵住了整个公路路面些南北走向的车三辆并排着便堵住了整个公路路面””””？！？！？！？！ 

 

36、、、、关于王纪石的证言关于王纪石的证言关于王纪石的证言关于王纪石的证言。。。。 

咋晚 8 点多钟我和姚姚姚姚明立李月峰开着警车沿 205 国道往北走，走

到崖子村北边发现了被堵车辆，前边看不到头，我们的车走的路沿石上边，一直

往北走，走到东师古村附近，见一群人站路口一群人站路口一群人站路口一群人站路口，，，，堵着由南往北去的车堵着由南往北去的车堵着由南往北去的车堵着由南往北去的车，，，，一堵就一堵就一堵就一堵就

堵了一排四辆货车堵了一排四辆货车堵了一排四辆货车堵了一排四辆货车，，，，把公路从东往西整个路面堵的严密的把公路从东往西整个路面堵的严密的把公路从东往西整个路面堵的严密的把公路从东往西整个路面堵的严密的，这些车不能走。往

南去的车在北边也都被堵了，北边堵了很多车，看不到尾。我们把车在一边停下，

李月峰看车，我和姚姚姚姚明立下了车。我见堵车的是三个男的，一个妇女，还有一个

老妈妈，这五个人都站在往北走的货车前边这五个人都站在往北走的货车前边这五个人都站在往北走的货车前边这五个人都站在往北走的货车前边，另外还有部分群众站在路边，站

路上拦车的这五个人自西往东是一个截没镜的男的，两个 30来岁的男人，靠西

那个拿着手提灯，再往西是个老妈妈，最西边是个妇女抱个小孩，他们都站在车

前拦着车不让走，当时我们赶到时我见有好几个公安人员在那制止那个戴墨镜我们赶到时我见有好几个公安人员在那制止那个戴墨镜我们赶到时我见有好几个公安人员在那制止那个戴墨镜我们赶到时我见有好几个公安人员在那制止那个戴墨镜

的男的不要再堵车了的男的不要再堵车了的男的不要再堵车了的男的不要再堵车了，那人根本不听。这时姚姚姚姚明立也过去说“我们是交警队的，

你们这样堵车影响交通是不对的”要求他立即停止堵车。这时我们中队长于成这时我们中队长于成这时我们中队长于成这时我们中队长于成

录也来了录也来了录也来了录也来了，，，，要求那戴墨镜的男的立即停止堵车要求那戴墨镜的男的立即停止堵车要求那戴墨镜的男的立即停止堵车要求那戴墨镜的男的立即停止堵车，先前在那的公安人员也制止那

人堵车，并要求那戴墨镜的立即离开堵车现场，别再堵车了，可那戴墨镜的根本

不听，其他人都听他的，都不听制止。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A、、、、堵着由南往北去的车堵着由南往北去的车堵着由南往北去的车堵着由南往北去的车，，，，一堵就堵了一排四辆货车一堵就堵了一排四辆货车一堵就堵了一排四辆货车一堵就堵了一排四辆货车，，，，把公路从东把公路从东把公路从东把公路从东

往西整个路面堵的严密的往西整个路面堵的严密的往西整个路面堵的严密的往西整个路面堵的严密的、、、、这五个人都站在往北走这五个人都站在往北走这五个人都站在往北走这五个人都站在往北走的货车前边的货车前边的货车前边的货车前边、、、、我们赶到时我我们赶到时我我们赶到时我我们赶到时我

见有好几个公安人员在那制止那个戴墨镜的男的不要再堵车了见有好几个公安人员在那制止那个戴墨镜的男的不要再堵车了见有好几个公安人员在那制止那个戴墨镜的男的不要再堵车了见有好几个公安人员在那制止那个戴墨镜的男的不要再堵车了、、、、这时我们中队这时我们中队这时我们中队这时我们中队

长于成录也来了长于成录也来了长于成录也来了长于成录也来了，，，，要求那戴墨镜的男的立即停止堵车要求那戴墨镜的男的立即停止堵车要求那戴墨镜的男的立即停止堵车要求那戴墨镜的男的立即停止堵车。 

B、、、、这与王庆玉等三位警员的说法存在明显冲突这与王庆玉等三位警员的说法存在明显冲突这与王庆玉等三位警员的说法存在明显冲突这与王庆玉等三位警员的说法存在明显冲突： 

王庆玉等三位警员的所谓证言均声称的是“他们堵的都是南北走他们堵的都是南北走他们堵的都是南北走他们堵的都是南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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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车向的车向的车向的车。。。。这些车三辆并排着这些车三辆并排着这些车三辆并排着这些车三辆并排着，，，，堵住了整个公路路面堵住了整个公路路面堵住了整个公路路面堵住了整个公路路面。。。。 

C、、、、究竟是究竟是究竟是究竟是““““堵着一排四辆往北去的车堵着一排四辆往北去的车堵着一排四辆往北去的车堵着一排四辆往北去的车”还是“这些南北走向的车三这些南北走向的车三这些南北走向的车三这些南北走向的车三

辆并排着辆并排着辆并排着辆并排着””””？！？！？！？！ 

究竟是究竟是究竟是究竟是““““堵着一排四辆往北去的车才能把路面堵得严密的堵着一排四辆往北去的车才能把路面堵得严密的堵着一排四辆往北去的车才能把路面堵得严密的堵着一排四辆往北去的车才能把路面堵得严密的”还是“这这这这

些南北走向的车三辆并排着便堵住了整个公路路面些南北走向的车三辆并排着便堵住了整个公路路面些南北走向的车三辆并排着便堵住了整个公路路面些南北走向的车三辆并排着便堵住了整个公路路面””””？！？！？！？！ 

D、、、、这与于成录的说法存在明显冲突这与于成录的说法存在明显冲突这与于成录的说法存在明显冲突这与于成录的说法存在明显冲突：：：： 

于成录的证言是于成录的证言是于成录的证言是于成录的证言是““““我没看到陈光诚他们我没看到陈光诚他们我没看到陈光诚他们我没看到陈光诚他们，当时人太多了当时人太多了当时人太多了当时人太多了，我只注意我只注意我只注意我只注意

有他老婆和他妈有他老婆和他妈有他老婆和他妈有他老婆和他妈，最后陈光诚他们被强行带离现场时我才发现他最后陈光诚他们被强行带离现场时我才发现他最后陈光诚他们被强行带离现场时我才发现他最后陈光诚他们被强行带离现场时我才发现他””””。。。。 

根本不是根本不是根本不是根本不是““““这时我们中队长于成录也来了这时我们中队长于成录也来了这时我们中队长于成录也来了这时我们中队长于成录也来了，，，，要求那戴墨镜的男的立要求那戴墨镜的男的立要求那戴墨镜的男的立要求那戴墨镜的男的立

即停止堵车即停止堵车即停止堵车即停止堵车””””。。。。 

E、、、、说是四辆车并排堵塞路的只有两个人说是四辆车并排堵塞路的只有两个人说是四辆车并排堵塞路的只有两个人说是四辆车并排堵塞路的只有两个人：：：：这两个都是交警方面的这两个都是交警方面的这两个都是交警方面的这两个都是交警方面的。。。。 

这恰恰揭示出了这恰恰揭示出了这恰恰揭示出了这恰恰揭示出了：：：： 

陈光诚一家五个人只是站在由南往北的二排或说三排车的前面陈光诚一家五个人只是站在由南往北的二排或说三排车的前面陈光诚一家五个人只是站在由南往北的二排或说三排车的前面陈光诚一家五个人只是站在由南往北的二排或说三排车的前面，，，，影影影影

响了由南往北方向的车通行响了由南往北方向的车通行响了由南往北方向的车通行响了由南往北方向的车通行。。。。 

但但但但 205国道国道国道国道，，，，其实是四辆车并排才会导致双向彻底堵塞的后果其实是四辆车并排才会导致双向彻底堵塞的后果其实是四辆车并排才会导致双向彻底堵塞的后果其实是四辆车并排才会导致双向彻底堵塞的后果。。。。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当晚由北往南方向的车当晚由北往南方向的车当晚由北往南方向的车当晚由北往南方向的车，，，，其实至少还有一个车道的空间可以通其实至少还有一个车道的空间可以通其实至少还有一个车道的空间可以通其实至少还有一个车道的空间可以通

行行行行！！！！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站在由北向南方向站在由北向南方向站在由北向南方向站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的前面的车的前面的车的前面的车的前面，，，，阻塞由北往南方向的车通行的阻塞由北往南方向的车通行的阻塞由北往南方向的车通行的阻塞由北往南方向的车通行的，，，，

根本不是陈光诚一家五个人根本不是陈光诚一家五个人根本不是陈光诚一家五个人根本不是陈光诚一家五个人，，，，而是而是而是而是““““一直和陈光诚家五个人同时站在公路上一直和陈光诚家五个人同时站在公路上一直和陈光诚家五个人同时站在公路上一直和陈光诚家五个人同时站在公路上、、、、

围困着陈光诚家这五个人、使得陈光诚家这五个人无法搭车前往县城找领导”的的的的

“公安局的上十个工作人员、镇里及工作组的上百个工作人员”！ 

堵塞公路扰乱交通秩序，不让救护车通行的，其实是一直站在公路上围

困着陈光诚等四个人并“在这三个小时里自始至终牢牢控制着现场不让除陈光诚

一家这五个人之外的任何其他一位村民进入控制区域”的““““孙学农孙学农孙学农孙学农、、、、李洪星李洪星李洪星李洪星、、、、张张张张

升东升东升东升东、、、、王庆玉王庆玉王庆玉王庆玉、、、、姚明立姚明立姚明立姚明立、、、、于成录于成录于成录于成录””””等上十名警察以及等上十名警察以及等上十名警察以及等上十名警察以及““““刘洪军、苏彦国、徐盛厚、

黄桂盛、黄宝强、刘虎、刘长彬、刘元成、刘长伟、武玉平、郑洁多、周业洪、

刘玉海、于祥杰、张志栋”等近百名近百名近百名近百名““““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的镇的镇的镇的镇

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痞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痞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痞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痞！！ 

 

37、、、、关于于明江的证言关于于明江的证言关于于明江的证言关于于明江的证言。。。。 

2月 5日晚，陈光诚没推开工作组办公室的门，便吆喝吆喝吆喝吆喝““““你们不是你们不是你们不是你们不是

躲了吗躲了吗躲了吗躲了吗，，，，要不把陈华放回来要不把陈华放回来要不把陈华放回来要不把陈华放回来，，，，就给我砸就给我砸就给我砸就给我砸，，，，砸死一个少一个砸死一个少一个砸死一个少一个砸死一个少一个””””。。。。说着他就砸办公室

门窗的玻璃，拿什么砸的我没看清。 

他们这些人在办公室闹一通之后，陈光诚又吆喝““““找领导去找领导去找领导去找领导去，，，，还说还说还说还说

不能让他们再呆在咱庄里不能让他们再呆在咱庄里不能让他们再呆在咱庄里不能让他们再呆在咱庄里，，，，给我砸给我砸给我砸给我砸，，，，把他们都砸出去把他们都砸出去把他们都砸出去把他们都砸出去””””，然后陈光诚就往外走。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A、、、、““““你们不是躲了吗你们不是躲了吗你们不是躲了吗你们不是躲了吗，，，，要不把陈华放回来要不把陈华放回来要不把陈华放回来要不把陈华放回来，，，，就给我砸就给我砸就给我砸就给我砸，，，，砸死一个少砸死一个少砸死一个少砸死一个少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找领导去找领导去找领导去找领导去，，，，还说不能让他们再呆在咱庄里还说不能让他们再呆在咱庄里还说不能让他们再呆在咱庄里还说不能让他们再呆在咱庄里，，，，给我砸给我砸给我砸给我砸，，，，把他们都砸出去把他们都砸出去把他们都砸出去把他们都砸出去””””。。。。 

B、、、、于明江是双堠镇的党委副书记于明江是双堠镇的党委副书记于明江是双堠镇的党委副书记于明江是双堠镇的党委副书记。。。。 

C、、、、他的这一证言说明他的这一证言说明他的这一证言说明他的这一证言说明：：：： 

所谓的所谓的所谓的所谓的“2 月 5 日晚陈光诚吆喝共产党的东西给我倾咂”完全是完全是完全是完全是““““恶

意诬陷陈光诚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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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关于“同案另被秘密审判犯陈庚江、陈光东、陈光合”的证言。 

8 月 18 日，沂南法院秘密审判陈庚江、陈光东、陈光合三位村民，

三人均被判刑 7 个月，缓刑 1 年。在他们 8 月 24 日被释放后，本律师辗转获知

他们被严刑逼供的情况： 

““““3 月月月月 11 日晚日晚日晚日晚，，，，我被沂南县刑警队抓进去之后我被沂南县刑警队抓进去之后我被沂南县刑警队抓进去之后我被沂南县刑警队抓进去之后，，，，用农村拴狗的那种铁用农村拴狗的那种铁用农村拴狗的那种铁用农村拴狗的那种铁

链子把我绑在椅子上链子把我绑在椅子上链子把我绑在椅子上链子把我绑在椅子上，，，，脖子一道脖子一道脖子一道脖子一道、、、、腰一道腰一道腰一道腰一道、、、、腿一道腿一道腿一道腿一道，，，，共三道共三道共三道共三道。。。。……………………他们连续他们连续他们连续他们连续 15

天不让我睡觉天不让我睡觉天不让我睡觉天不让我睡觉。。。。困得实在受不了要睡的时候困得实在受不了要睡的时候困得实在受不了要睡的时候困得实在受不了要睡的时候，，，，刑警就用带刺的橡胶棍砸我的脚刑警就用带刺的橡胶棍砸我的脚刑警就用带刺的橡胶棍砸我的脚刑警就用带刺的橡胶棍砸我的脚。。。。

他们轮班审讯他们轮班审讯他们轮班审讯他们轮班审讯，，，，反复诱供反复诱供反复诱供反复诱供，，，，他们对我说的话不满意他们对我说的话不满意他们对我说的话不满意他们对我说的话不满意，，，，就让重说就让重说就让重说就让重说，，，，直到他们满意直到他们满意直到他们满意直到他们满意

为止为止为止为止。。。。” 

“有一次连续有一次连续有一次连续有一次连续 20 多小时不给吃饭多小时不给吃饭多小时不给吃饭多小时不给吃饭。。。。警察说忘了，实际是故意不给饭吃。……

连续连续连续连续 15 天不让睡觉天不让睡觉天不让睡觉天不让睡觉，，，，实在受不了实在受不了实在受不了实在受不了，，，，痛苦之极痛苦之极痛苦之极痛苦之极。。。。到后来他们想让说什么就说什么到后来他们想让说什么就说什么到后来他们想让说什么就说什么到后来他们想让说什么就说什么。。。。” 

““““他们逼我说光诚不好他们逼我说光诚不好他们逼我说光诚不好他们逼我说光诚不好。。。。……………………警察自己写好材料让我背下来警察自己写好材料让我背下来警察自己写好材料让我背下来警察自己写好材料让我背下来，，，，背不下背不下背不下背不下

来就放在一边照来就放在一边照来就放在一边照来就放在一边照着念着念着念着念，，，，还不能总看还不能总看还不能总看还不能总看。。。。让读什么就读什么让读什么就读什么让读什么就读什么让读什么就读什么，，，，读不好就打读不好就打读不好就打读不好就打。。。。他们在他们在他们在他们在

一边摄像一边摄像一边摄像一边摄像。。。。”””” 

 

这三位证人在开庭前一天的失踪和被非法绑架进一步证明这三位证人在开庭前一天的失踪和被非法绑架进一步证明这三位证人在开庭前一天的失踪和被非法绑架进一步证明这三位证人在开庭前一天的失踪和被非法绑架进一步证明：：：： 

控方指控提交法院的所谓陈光诚控方指控提交法院的所谓陈光诚控方指控提交法院的所谓陈光诚控方指控提交法院的所谓陈光诚““““指使指使指使指使””””、、、、““““煽动煽动煽动煽动””””砸车的主要砸车的主要砸车的主要砸车的主要““““证据证据证据证据””””陈陈陈陈

光东光东光东光东、、、、陈庚江陈庚江陈庚江陈庚江、、、、陈光和三人的证言陈光和三人的证言陈光和三人的证言陈光和三人的证言，，，，肯定是肯定是肯定是肯定是陈更江陈更江陈更江陈更江、、、、陈光东陈光东陈光东陈光东、、、、陈光合三人在被陈光合三人在被陈光合三人在被陈光合三人在被

酷刑逼供下的不实之言酷刑逼供下的不实之言酷刑逼供下的不实之言酷刑逼供下的不实之言。。。。是刑讯逼供下的非法无效证据是刑讯逼供下的非法无效证据是刑讯逼供下的非法无效证据是刑讯逼供下的非法无效证据。。。。 

 

 

四四四四、、、、具体辩护意见之一具体辩护意见之一具体辩护意见之一具体辩护意见之一：：：： 

““““控方指控陈光诚的两个罪名不能成立控方指控陈光诚的两个罪名不能成立控方指控陈光诚的两个罪名不能成立控方指控陈光诚的两个罪名不能成立””””。。。。 

 

1、、、、关于故意毁坏财物罪关于故意毁坏财物罪关于故意毁坏财物罪关于故意毁坏财物罪。 

控方指控陈光诚控方指控陈光诚控方指控陈光诚控方指控陈光诚““““指使指使指使指使””””、、、、““““煽动煽动煽动煽动””””陈光东等人故意砸坏了政府车辆的玻璃陈光东等人故意砸坏了政府车辆的玻璃陈光东等人故意砸坏了政府车辆的玻璃陈光东等人故意砸坏了政府车辆的玻璃。。。。

但事实上但事实上但事实上但事实上，，，，砸车玻璃是愤怒的村民自发行为砸车玻璃是愤怒的村民自发行为砸车玻璃是愤怒的村民自发行为砸车玻璃是愤怒的村民自发行为，，，，与陈光诚无关与陈光诚无关与陈光诚无关与陈光诚无关。。。。 

控方指控陈光诚“指使”、“煽动”砸车的主要主要主要主要““““证据证据证据证据””””是陈光东是陈光东是陈光东是陈光东、、、、陈庚江陈庚江陈庚江陈庚江、、、、

陈光和三人在被关押期间的所谓相关供词陈光和三人在被关押期间的所谓相关供词陈光和三人在被关押期间的所谓相关供词陈光和三人在被关押期间的所谓相关供词。 

 

首先首先首先首先，，，， 8 月 18 日，沂南法院秘密审判陈更江、陈光东、陈光合三位村民，

三人均被判刑 7 个月，缓刑 1 年。在他们 8 月 24 日被释放后，本律师获知他们

被严刑逼供的情况： 

““““3 月月月月 11 日晚日晚日晚日晚，，，，我被沂南县刑警队抓进去之后我被沂南县刑警队抓进去之后我被沂南县刑警队抓进去之后我被沂南县刑警队抓进去之后，，，，用农村拴狗的那种铁链用农村拴狗的那种铁链用农村拴狗的那种铁链用农村拴狗的那种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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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把我绑在椅子上子把我绑在椅子上子把我绑在椅子上子把我绑在椅子上，，，，脖子一道脖子一道脖子一道脖子一道、、、、腰一道腰一道腰一道腰一道、、、、腿一道腿一道腿一道腿一道，，，，共三道共三道共三道共三道。。。。……………………他们连续他们连续他们连续他们连续 15 天天天天

不让我睡觉不让我睡觉不让我睡觉不让我睡觉。。。。困得实在受不了要睡的时候困得实在受不了要睡的时候困得实在受不了要睡的时候困得实在受不了要睡的时候，，，，刑警就用带刺的橡胶棍砸我的脚刑警就用带刺的橡胶棍砸我的脚刑警就用带刺的橡胶棍砸我的脚刑警就用带刺的橡胶棍砸我的脚。。。。

他们轮班审讯他们轮班审讯他们轮班审讯他们轮班审讯，，，，反复诱反复诱反复诱反复诱供供供供，，，，他们对我说的话不满意他们对我说的话不满意他们对我说的话不满意他们对我说的话不满意，，，，就让重说就让重说就让重说就让重说，，，，直到他们满意直到他们满意直到他们满意直到他们满意

为止为止为止为止。。。。” 

“有一次连续有一次连续有一次连续有一次连续 20 多小时不给吃饭多小时不给吃饭多小时不给吃饭多小时不给吃饭。。。。警察说忘了，实际是故意不给饭吃。……

连续连续连续连续 15 天不让睡觉天不让睡觉天不让睡觉天不让睡觉，，，，实在受不了实在受不了实在受不了实在受不了，，，，痛苦之极痛苦之极痛苦之极痛苦之极。。。。到后来他们想让说什么就说什么到后来他们想让说什么就说什么到后来他们想让说什么就说什么到后来他们想让说什么就说什么。。。。” 

““““他们逼我说光诚不好他们逼我说光诚不好他们逼我说光诚不好他们逼我说光诚不好。。。。……………………警察自己写好材料让我背下来，背不下来

就放在一边照着念，还不能总看。让读什么就读什么，读不好就打。他们在一边

摄像。” 

三个人受到虐待的情节大同小异。 

本律师已要求法院必须通知这三个本案关键证人今天到庭来陈述事实真相

接受法庭质证， 

法院也确已在开庭前三天按规定向这三个证人送达了出庭通知书，这三个

关键证人在开庭前也均已决定按法院要求到庭来接受质证。 

可本律师难以置信的事可本律师难以置信的事可本律师难以置信的事可本律师难以置信的事，，，，竟然就在开庭的前一天突然发生了竟然就在开庭的前一天突然发生了竟然就在开庭的前一天突然发生了竟然就在开庭的前一天突然发生了！！！！ 

关键证人陈更江和陈光东在开庭的前一天键证人陈更江和陈光东在开庭的前一天键证人陈更江和陈光东在开庭的前一天键证人陈更江和陈光东在开庭的前一天，，，，突然失踪音信全无了突然失踪音信全无了突然失踪音信全无了突然失踪音信全无了；；；； 

关键证人陈光和为履行出庭作证这一法定义务关键证人陈光和为履行出庭作证这一法定义务关键证人陈光和为履行出庭作证这一法定义务关键证人陈光和为履行出庭作证这一法定义务，，，，在开庭的前一天特地从山在开庭的前一天特地从山在开庭的前一天特地从山在开庭的前一天特地从山

东省威海市专程赶回临沂东省威海市专程赶回临沂东省威海市专程赶回临沂东省威海市专程赶回临沂，，，，当晚当晚当晚当晚 6：：：：40 左右左右左右左右，，，，他到达了本律师所住的宾馆大门他到达了本律师所住的宾馆大门他到达了本律师所住的宾馆大门他到达了本律师所住的宾馆大门

台阶处台阶处台阶处台阶处，，，，当时他与下去接他的李方平律师等三人相距仅两三米当时他与下去接他的李方平律师等三人相距仅两三米当时他与下去接他的李方平律师等三人相距仅两三米当时他与下去接他的李方平律师等三人相距仅两三米，，，，李方平律师等李方平律师等李方平律师等李方平律师等

三人眼睁睁地看见七八个不明身份的便装男人带着有如猎人见到了意外猎物似三人眼睁睁地看见七八个不明身份的便装男人带着有如猎人见到了意外猎物似三人眼睁睁地看见七八个不明身份的便装男人带着有如猎人见到了意外猎物似三人眼睁睁地看见七八个不明身份的便装男人带着有如猎人见到了意外猎物似

的狂笑冲上来将陈光东架走推进了一辆无照小车里将陈光和绑架离开的狂笑冲上来将陈光东架走推进了一辆无照小车里将陈光和绑架离开的狂笑冲上来将陈光东架走推进了一辆无照小车里将陈光和绑架离开的狂笑冲上来将陈光东架走推进了一辆无照小车里将陈光和绑架离开！！！！ 

当晚 6：59，我即向临沂市公安局 110 报案：陈光诚案的关键证人之一陈光

和在陶然居宾馆门口被一伙身份不明的便装男人非法绑架走了！ 

当晚 7：10 左右，110 处警警员刘相习、刘金辉等警员到达宾馆，进行了对

相关报案初步调查。 

11 月 28 日 8 点 17 分左右，沂南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刘科长在电话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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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回复我“陈光和被非法绑架之事与沂南县公安局无关，沂南县公安局领导都不

知道是怎么回事，沂南县公安局 11 月 28 日没有对陈光和采取任何行动，陈光和

在临沂市区内被绑架你得向临沂方面报案”。 

 

这三位证人在开庭前一天的失踪和被非法绑这三位证人在开庭前一天的失踪和被非法绑这三位证人在开庭前一天的失踪和被非法绑这三位证人在开庭前一天的失踪和被非法绑架进一步证明架进一步证明架进一步证明架进一步证明：：：： 

控方指控提交法院的所谓陈光诚控方指控提交法院的所谓陈光诚控方指控提交法院的所谓陈光诚控方指控提交法院的所谓陈光诚““““指使指使指使指使””””、、、、““““煽动煽动煽动煽动””””砸车的主要砸车的主要砸车的主要砸车的主要““““证据证据证据证据””””陈陈陈陈

光东光东光东光东、、、、陈庚江陈庚江陈庚江陈庚江、、、、陈光和三人的证言陈光和三人的证言陈光和三人的证言陈光和三人的证言，，，，肯定是肯定是肯定是肯定是陈更江陈更江陈更江陈更江、、、、陈光东陈光东陈光东陈光东、、、、陈光合三人在被陈光合三人在被陈光合三人在被陈光合三人在被

酷刑逼供下的不实之言酷刑逼供下的不实之言酷刑逼供下的不实之言酷刑逼供下的不实之言。。。。是刑讯逼供下的非法无效证据是刑讯逼供下的非法无效证据是刑讯逼供下的非法无效证据是刑讯逼供下的非法无效证据。。。。 

 

2 月月月月 5 日所谓陈光诚故意毁坏财物的真相是日所谓陈光诚故意毁坏财物的真相是日所谓陈光诚故意毁坏财物的真相是日所谓陈光诚故意毁坏财物的真相是：：：： 

政府方面非法拘禁陈光诚的人员在春节期间殴打并拘捕了陈光诚的邻居陈政府方面非法拘禁陈光诚的人员在春节期间殴打并拘捕了陈光诚的邻居陈政府方面非法拘禁陈光诚的人员在春节期间殴打并拘捕了陈光诚的邻居陈政府方面非法拘禁陈光诚的人员在春节期间殴打并拘捕了陈光诚的邻居陈

华华华华，，，，陈华的家人以及村民向政府要人陈华的家人以及村民向政府要人陈华的家人以及村民向政府要人陈华的家人以及村民向政府要人，，，，陈华的奶奶因情绪激动而休克躺在雪地陈华的奶奶因情绪激动而休克躺在雪地陈华的奶奶因情绪激动而休克躺在雪地陈华的奶奶因情绪激动而休克躺在雪地

里里里里，，，，村民央求政府的人派车救人村民央求政府的人派车救人村民央求政府的人派车救人村民央求政府的人派车救人，，，，他们不理他们不理他们不理他们不理，，，，群情激愤之下有人去砸了车玻璃群情激愤之下有人去砸了车玻璃群情激愤之下有人去砸了车玻璃群情激愤之下有人去砸了车玻璃。。。。

这起群体性事件的背景是当地政府的非法行为，事件的起因也是因为政府见危不

救，村民虽然砸车是错误的，但主要责任应该在于当地政府见死不救祸国殃民的

贪官污吏。 

 

 

2、、、、关于关于关于关于 311 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 

 

控方指控陈光诚聚众扰乱交通秩序控方指控陈光诚聚众扰乱交通秩序控方指控陈光诚聚众扰乱交通秩序控方指控陈光诚聚众扰乱交通秩序，，，，主要证据是对关键同案人陈光余主要证据是对关键同案人陈光余主要证据是对关键同案人陈光余主要证据是对关键同案人陈光余、、、、陈陈陈陈

光军的讯问笔录光军的讯问笔录光军的讯问笔录光军的讯问笔录，，，，对王庆玉李洪星等出警警察的询问笔录对王庆玉李洪星等出警警察的询问笔录对王庆玉李洪星等出警警察的询问笔录对王庆玉李洪星等出警警察的询问笔录，，，，对非法软禁陈光诚对非法软禁陈光诚对非法软禁陈光诚对非法软禁陈光诚

的雇用人员刘元成等人的询问笔录的雇用人员刘元成等人的询问笔录的雇用人员刘元成等人的询问笔录的雇用人员刘元成等人的询问笔录。。。。 

但关键同案人陈光余但关键同案人陈光余但关键同案人陈光余但关键同案人陈光余、、、、陈光军已书面或当庭说明相信他们的所谓供词也是陈光军已书面或当庭说明相信他们的所谓供词也是陈光军已书面或当庭说明相信他们的所谓供词也是陈光军已书面或当庭说明相信他们的所谓供词也是

非法逼供的产物非法逼供的产物非法逼供的产物非法逼供的产物。。。。 

 

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其中的陈光军其中的陈光军其中的陈光军其中的陈光军，，，，已经向家人说明已经向家人说明已经向家人说明已经向家人说明，，，，已在到庭当庭接受质证时明确已在到庭当庭接受质证时明确已在到庭当庭接受质证时明确已在到庭当庭接受质证时明确““““当当当当

时询问笔录制作的时候他曾经被刑讯逼供时询问笔录制作的时候他曾经被刑讯逼供时询问笔录制作的时候他曾经被刑讯逼供时询问笔录制作的时候他曾经被刑讯逼供，，，，三天三夜不让睡觉三天三夜不让睡觉三天三夜不让睡觉三天三夜不让睡觉，，，，相关有指控相关有指控相关有指控相关有指控陈陈陈陈

光诚内容的笔录光诚内容的笔录光诚内容的笔录光诚内容的笔录，，，，是当时被逼得不得不签写的不实笔录是当时被逼得不得不签写的不实笔录是当时被逼得不得不签写的不实笔录是当时被逼得不得不签写的不实笔录””””。 

 

另一位关键证人陈光余在已接到法院的出庭通知书另一位关键证人陈光余在已接到法院的出庭通知书另一位关键证人陈光余在已接到法院的出庭通知书另一位关键证人陈光余在已接到法院的出庭通知书，，，，在和律师的调查谈话在和律师的调查谈话在和律师的调查谈话在和律师的调查谈话

笔录中笔录中笔录中笔录中，，，，他已明确表示会按法院要求到庭如实作证陈述自已被刑讯逼供真相接他已明确表示会按法院要求到庭如实作证陈述自已被刑讯逼供真相接他已明确表示会按法院要求到庭如实作证陈述自已被刑讯逼供真相接他已明确表示会按法院要求到庭如实作证陈述自已被刑讯逼供真相接

受法庭质证受法庭质证受法庭质证受法庭质证。。。。可开庭前一天他突然失踪下落不明可开庭前一天他突然失踪下落不明可开庭前一天他突然失踪下落不明可开庭前一天他突然失踪下落不明。。。。 

 

此外此外此外此外，，，，控方证人警官李洪星在询问笔录中说控方证人警官李洪星在询问笔录中说控方证人警官李洪星在询问笔录中说控方证人警官李洪星在询问笔录中说，，，，陈光诚在公路上吆喝着陈光诚在公路上吆喝着陈光诚在公路上吆喝着陈光诚在公路上吆喝着““““上上上上

县委县委县委县委，，，，上市委上市委上市委上市委””””。。。。”””” 

 

本律师认为这恰恰佐证了陈光诚根本不是聚众扰乱交通秩序本律师认为这恰恰佐证了陈光诚根本不是聚众扰乱交通秩序本律师认为这恰恰佐证了陈光诚根本不是聚众扰乱交通秩序本律师认为这恰恰佐证了陈光诚根本不是聚众扰乱交通秩序，，，，陈光诚只是陈光诚只是陈光诚只是陈光诚只是



 45 

想搭路过车想搭路过车想搭路过车想搭路过车““““上县委上县委上县委上县委，，，，上市委上市委上市委上市委””””找管事的领导反映情况要求查处打陈光余的暴找管事的领导反映情况要求查处打陈光余的暴找管事的领导反映情况要求查处打陈光余的暴找管事的领导反映情况要求查处打陈光余的暴

徒徒徒徒，，，，陈光诚的动机和目的就是陈光诚的动机和目的就是陈光诚的动机和目的就是陈光诚的动机和目的就是““““想搭路过的车到县委上市委想搭路过的车到县委上市委想搭路过的车到县委上市委想搭路过的车到县委上市委””””而而而而根本不是根本不是根本不是根本不是““““想想想想

堵住路过的车扰乱交通秩序堵住路过的车扰乱交通秩序堵住路过的车扰乱交通秩序堵住路过的车扰乱交通秩序””””。。。。 

 

在这起所谓的“陈光诚聚众扰乱交通秩序”行为中，有这么几个关键点：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陈光诚最初拦车的动机是什么陈光诚最初拦车的动机是什么陈光诚最初拦车的动机是什么陈光诚最初拦车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陈光诚没有拦到车去县委市为什么陈光诚没有拦到车去县委市为什么陈光诚没有拦到车去县委市为什么陈光诚没有拦到车去县委市

委委委委？？？？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到底是谁为阻碍陈光诚搭车去县委市委而上公路拦下第一辆车不让到底是谁为阻碍陈光诚搭车去县委市委而上公路拦下第一辆车不让到底是谁为阻碍陈光诚搭车去县委市委而上公路拦下第一辆车不让到底是谁为阻碍陈光诚搭车去县委市委而上公路拦下第一辆车不让

走的走的走的走的？？？？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当时站在公路上的是只有陈光诚等几个人当时站在公路上的是只有陈光诚等几个人当时站在公路上的是只有陈光诚等几个人当时站在公路上的是只有陈光诚等几个人，，，，还是有大批的看守人员还是有大批的看守人员还是有大批的看守人员还是有大批的看守人员

和警察都在和警察都在和警察都在和警察都在？？？？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众所周知众所周知众所周知众所周知，，，，陈光诚半年以来一直被非法暴力限制人身自由陈光诚半年以来一直被非法暴力限制人身自由陈光诚半年以来一直被非法暴力限制人身自由陈光诚半年以来一直被非法暴力限制人身自由，，，，连走出连走出连走出连走出

家门见北京来的朋友的自由都没有家门见北京来的朋友的自由都没有家门见北京来的朋友的自由都没有家门见北京来的朋友的自由都没有、、、、他走出自已家门见远来的朋友都要被暴打他走出自已家门见远来的朋友都要被暴打他走出自已家门见远来的朋友都要被暴打他走出自已家门见远来的朋友都要被暴打。。。。 

 

试问试问试问试问：：：： 

1、、、、从陈光诚离开家门起始终有至少十二从陈光诚离开家门起始终有至少十二从陈光诚离开家门起始终有至少十二从陈光诚离开家门起始终有至少十二个看管陈光诚的打手及至少三位警个看管陈光诚的打手及至少三位警个看管陈光诚的打手及至少三位警个看管陈光诚的打手及至少三位警

察围着陈光诚及陈光诚的妻子察围着陈光诚及陈光诚的妻子察围着陈光诚及陈光诚的妻子察围着陈光诚及陈光诚的妻子、、、、陈光诚的哥哥陈光军及陈光余四个人陈光诚的哥哥陈光军及陈光余四个人陈光诚的哥哥陈光军及陈光余四个人陈光诚的哥哥陈光军及陈光余四个人，，，，这至少这至少这至少这至少

十二个看管陈光诚的暴徒及至少五六位警察当时的职责到底是什么十二个看管陈光诚的暴徒及至少五六位警察当时的职责到底是什么十二个看管陈光诚的暴徒及至少五六位警察当时的职责到底是什么十二个看管陈光诚的暴徒及至少五六位警察当时的职责到底是什么？？？？ 

半年来长期被暴力限制失去了走出家门的自由的陈光诚，311 晚上为何却能

够自由走出家门走上公路并且在长达三小时内这数十个看管陈光诚的暴徒及至数十个看管陈光诚的暴徒及至数十个看管陈光诚的暴徒及至数十个看管陈光诚的暴徒及至

少五六位警察竟然也不采取行动少五六位警察竟然也不采取行动少五六位警察竟然也不采取行动少五六位警察竟然也不采取行动及时将陈光诚带离公路？！ 

 

2、、、、所谓的所谓的所谓的所谓的 311 聚众堵路事件里的众聚众堵路事件里的众聚众堵路事件里的众聚众堵路事件里的众，，，，其实自始至终仅只是四个人其实自始至终仅只是四个人其实自始至终仅只是四个人其实自始至终仅只是四个人：：：：陈光诚

的妈妈、陈光诚的妻子、陈光诚的哥哥陈光军及当晚事件的诱因受害人陈光余。 

除此四人外，三个多小时里，并没有任何一个群众走到公路上和陈光诚聚一

起。 

在公路上围着这五个人长达三个小时的，是“数十近百个看管陈光诚的暴徒

及至少五六位着防暴装的出警警察及上十位着便衣的警察”。 

难道这“数十个看管陈光诚的暴徒及至少五六位着防暴装的出警警察”都算

是陈光诚聚的众吗？ 

为什么这数十个平时如狼似虎暴力看守陈光诚的恶徒和警察这三个小时却

竟然变成了对陈光诚等三男二女人只会动口不会动手的木偶人？！ 

当日出警的人民警察的法定职责是什么？！ 

如果他们不违法限制陈光诚的行动自由非法阻挡路过便车搭坐陈光诚去县

城， 

怎么可能出现所谓的 311 陈光诚聚众堵塞交通事件？ 

如果他们履行了法定职责及时将陈光诚家五个人带离开公路边， 

又怎么可能出现公路被堵长达三个小时这一情节严重的后果？ 

当日从陈光诚上公路边搭车前便始至终跟随着陈光诚、一直在现场出警却不

及时履行法定职责的上十名警察才是该对交通被阻塞长达三个小时这一情节严

重事件负完全责任的首要责任人！！ 

 

３、开庭前一天，本律师到 311 事件现场进行了实地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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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知“当时被堵在路面上的由北往南方向的第一辆车与由南往北的第一辆车

之间的直线距离长度为 28 米以上，205 国道的水泥路面宽度为 12 米以上，路沿

边的土路宽度为 5 米左右，当日两个方向被堵车辆之间的水泥路面空地总面积为

336 平方米以上”。 

 

４４４４、、、、到庭的控方证人姚明立交警当庭接受本律师质证时证实到庭的控方证人姚明立交警当庭接受本律师质证时证实到庭的控方证人姚明立交警当庭接受本律师质证时证实到庭的控方证人姚明立交警当庭接受本律师质证时证实 

““““Ａ、Ａ、Ａ、Ａ、当时被堵在路面上的由北往南第一辆车与由南往北的第一辆车之间当时被堵在路面上的由北往南第一辆车与由南往北的第一辆车之间当时被堵在路面上的由北往南第一辆车与由南往北的第一辆车之间当时被堵在路面上的由北往南第一辆车与由南往北的第一辆车之间

的直线距离的确有的直线距离的确有的直线距离的确有的直线距离的确有 20 米以上米以上米以上米以上，，，， 

Ｂ、Ｂ、Ｂ、Ｂ、陈光诚家这五个人的确都是站在由北往南走向的车的附近陈光诚家这五个人的确都是站在由北往南走向的车的附近陈光诚家这五个人的确都是站在由北往南走向的车的附近陈光诚家这五个人的确都是站在由北往南走向的车的附近，，，， 

Ｃ、Ｃ、Ｃ、Ｃ、陈光诚家这五个人离被堵在路面上的由南往北方向的第一辆车至少有陈光诚家这五个人离被堵在路面上的由南往北方向的第一辆车至少有陈光诚家这五个人离被堵在路面上的由南往北方向的第一辆车至少有陈光诚家这五个人离被堵在路面上的由南往北方向的第一辆车至少有

二十米远二十米远二十米远二十米远，，，，站在由南往北方向的第一辆车前面不让这个方向的车前行的人肯定站在由南往北方向的第一辆车前面不让这个方向的车前行的人肯定站在由南往北方向的第一辆车前面不让这个方向的车前行的人肯定站在由南往北方向的第一辆车前面不让这个方向的车前行的人肯定

不是陈光诚家的这五个人不是陈光诚家的这五个人不是陈光诚家的这五个人不是陈光诚家的这五个人，，，， 

Ｄ、Ｄ、Ｄ、Ｄ、当时被堵在路面上的由北往南方向的第一辆车与由南往北当时被堵在路面上的由北往南方向的第一辆车与由南往北当时被堵在路面上的由北往南方向的第一辆车与由南往北当时被堵在路面上的由北往南方向的第一辆车与由南往北方向的第一方向的第一方向的第一方向的第一

辆车之间的直线距离确有辆车之间的直线距离确有辆车之间的直线距离确有辆车之间的直线距离确有 20 米以上米以上米以上米以上，，，，而且而且而且而且 205 国道的路面宽度为国道的路面宽度为国道的路面宽度为国道的路面宽度为 12 米以上米以上米以上米以上，，，，

在两个方向间的第一辆车前面这至少有在两个方向间的第一辆车前面这至少有在两个方向间的第一辆车前面这至少有在两个方向间的第一辆车前面这至少有 240 平方米的路面上平方米的路面上平方米的路面上平方米的路面上，，，，站满了人站满了人站满了人站满了人；；；； 

Ｅ、Ｅ、Ｅ、Ｅ、他知道是陈光诚聚来的可能受陈光诚指使的站在路面上的人他知道是陈光诚聚来的可能受陈光诚指使的站在路面上的人他知道是陈光诚聚来的可能受陈光诚指使的站在路面上的人他知道是陈光诚聚来的可能受陈光诚指使的站在路面上的人，，，，就是和就是和就是和就是和

陈光诚一样都站在由北往南方向被堵车辆附近的陈光诚家四个人陈光诚一样都站在由北往南方向被堵车辆附近的陈光诚家四个人陈光诚一样都站在由北往南方向被堵车辆附近的陈光诚家四个人陈光诚一样都站在由北往南方向被堵车辆附近的陈光诚家四个人，，，，其他站在由其他站在由其他站在由其他站在由

南往北方向被堵车辆的前面南往北方向被堵车辆的前面南往北方向被堵车辆的前面南往北方向被堵车辆的前面，，，，堵塞了由南往北方向的车辆的人及站满了堵塞了由南往北方向的车辆的人及站满了堵塞了由南往北方向的车辆的人及站满了堵塞了由南往北方向的车辆的人及站满了 240 平平平平

米以上路面客观上堵塞了交通秩序的上百人米以上路面客观上堵塞了交通秩序的上百人米以上路面客观上堵塞了交通秩序的上百人米以上路面客观上堵塞了交通秩序的上百人，，，，他也不知道是由谁聚集来的他也不知道是由谁聚集来的他也不知道是由谁聚集来的他也不知道是由谁聚集来的””””。。。。 

 

５、到庭的控方证人韩传旺当庭接受本律师质证时坚定地多次证实到庭的控方证人韩传旺当庭接受本律师质证时坚定地多次证实到庭的控方证人韩传旺当庭接受本律师质证时坚定地多次证实到庭的控方证人韩传旺当庭接受本律师质证时坚定地多次证实““““３３３３月月月月

１１１１１１１１日事发当天日事发当天日事发当天日事发当天，，，，他在现场他在现场他在现场他在现场时根本没有见到过什么救护车时根本没有见到过什么救护车时根本没有见到过什么救护车时根本没有见到过什么救护车””””。 

可是，在本律师庭前复制到的控方提交法院的书面证据材料里所见到的

韩传旺证词却竟然是被篡改成“咋晚 7 点来钟，我接到镇里领导的电话，8 点来

钟我就出去了，当时陈光诚这几个人一排横排在公路上，从东往西依次是陈光诚、

陈光余、陈光军、他老婆、他娘。其中有辆救护车中有辆救护车中有辆救护车中有辆救护车，，，，从北边过来的从北边过来的从北边过来的从北边过来的，，，，往梭庄去往梭庄去往梭庄去往梭庄去

接生孩子的接生孩子的接生孩子的接生孩子的，，，，救护车的医生想过去救护车的医生想过去救护车的医生想过去救护车的医生想过去，，，，陈光诚他们也不放陈光诚他们也不放陈光诚他们也不放陈光诚他们也不放。。。。那救护车没办法那救护车没办法那救护车没办法那救护车没办法，，，，只只只只

好又调头回去了好又调头回去了好又调头回去了好又调头回去了””””。 

本律师提请法院注意： 

A、、、、陈光诚等人被指控拦的都是从陈光诚等人被指控拦的都是从陈光诚等人被指控拦的都是从陈光诚等人被指控拦的都是从““““南边往北南边往北南边往北南边往北””””走向的车走向的车走向的车走向的车。。。。他们都是站在他们都是站在他们都是站在他们都是站在

从南边往北走向的两排车的前边从南边往北走向的两排车的前边从南边往北走向的两排车的前边从南边往北走向的两排车的前边。。。。 

B、救护车，是从“北边往南”走向过来的车。 

C、陈光诚家这五人与由北往南方向的第一辆被堵车辆的直线距离至少都陈光诚家这五人与由北往南方向的第一辆被堵车辆的直线距离至少都陈光诚家这五人与由北往南方向的第一辆被堵车辆的直线距离至少都陈光诚家这五人与由北往南方向的第一辆被堵车辆的直线距离至少都

有有有有 20米米米米。。。。 

站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的前面站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的前面站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的前面站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的前面，，，，阻塞由北往南方向的车通行的阻塞由北往南方向的车通行的阻塞由北往南方向的车通行的阻塞由北往南方向的车通行的，，，，根本不根本不根本不根本不

可能是陈光诚一家五个人可能是陈光诚一家五个人可能是陈光诚一家五个人可能是陈光诚一家五个人。。。。 

救护车司机救护车司机救护车司机救护车司机刘长冬及医生王静的证言证实刘长冬及医生王静的证言证实刘长冬及医生王静的证言证实刘长冬及医生王静的证言证实：：：： 

救护车司机救护车司机救护车司机救护车司机刘长冬及医生王静当时根本没看到陈光诚和陈光军陈光余刘长冬及医生王静当时根本没看到陈光诚和陈光军陈光余刘长冬及医生王静当时根本没看到陈光诚和陈光军陈光余刘长冬及医生王静当时根本没看到陈光诚和陈光军陈光余，，，，

只看到了远在二十米外的车前人海中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而且，救护车司机

刘长冬及医生王静也根本没有同袁伟静和陈光诚及陈光军陈光诚及陈光军陈光诚及陈光军陈光诚及陈光军、、、、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

的任何一个人说过一句话的任何一个人说过一句话的任何一个人说过一句话的任何一个人说过一句话！！！！ 

站在从北边往南走向的车的前边站在从北边往南走向的车的前边站在从北边往南走向的车的前边站在从北边往南走向的车的前边，，，，和救护车和救护车和救护车和救护车司机说这边过不去的这个二司机说这边过不去的这个二司机说这边过不去的这个二司机说这边过不去的这个二

十多岁的男青年十多岁的男青年十多岁的男青年十多岁的男青年、、、、拦住救护车和医生说这边不让过的这个人拦住救护车和医生说这边不让过的这个人拦住救护车和医生说这边不让过的这个人拦住救护车和医生说这边不让过的这个人，，，，根本不是袁伟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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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诚及陈光军、陈光余这四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显然是肩负“不能让陈光

诚等搭上便车去县里去市里去省里去北京、别让陈光诚搭上便车跑了”之责的数

十近百名“长期非法暴力看守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的镇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

地痞之中的一个地痞之中的一个地痞之中的一个地痞之中的一个！！ 

堵塞公路扰乱交通秩序，不让救护车通行的，其实是一直站在公路上围

困着陈光诚等四个人并“在这三个小时里自始至终牢牢控制着现场不让除陈光诚

一家这五个人之外的任何其他一位村民进入控制区域”的““““孙学孙学孙学孙学农农农农、、、、李洪星李洪星李洪星李洪星、、、、张张张张

升东升东升东升东、、、、王庆玉王庆玉王庆玉王庆玉、、、、姚明立姚明立姚明立姚明立、、、、于成录于成录于成录于成录””””等上十名警察以及等上十名警察以及等上十名警察以及等上十名警察以及““““刘洪军、苏彦国、徐盛厚、

黄桂盛、黄宝强、刘虎、刘长彬、刘元成、刘长伟、武玉平、郑洁多、周业洪、

刘玉海、于祥杰、张志栋”等近百名近百名近百名近百名““““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行动自由””””的镇的镇的镇的镇

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痞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痞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痞村工作人员和受雇流氓地痞！！ 

 

    

６、到庭的控方证人陈光军当庭接受本律师质证时已明确向法庭陈述“控方

在开庭前所提交法院的陈光军供词里对陈光诚的指控是被刑讯逼供的产物”。 

自已和陈光诚当日在陈光余家门口见面之前，便一直有三个以上的着装警察

及十二个以上的看守陈光诚的工作人员在陈光诚旁边。 

自已上公路是想搭过路车去沂南找县委领导。 

陈光诚根本没有聚集自已上公路，陈光诚也根本没有指使自已堵塞交通。其

实也不是自已堵塞了交通。 

最先聚众将由南往北前往沂南县城方向的车拦截下来堵塞了由南往北方向

交通的人， 

是惧怕陈光诚搭上车离开现场去上访而大喊“别让他们跑掉”指令站在由南

往北方向的来车前面拦截由南往北前往沂南方向的车，阻挠自已和陈光诚共四人

搭坐由南往北方向的车前往沂南上访的人。 

最先站在公路上堵塞正在通行车辆的，是一直紧随着光诚的至少三个警察及

看守陈光诚的数十个人，根本不是自已和光诚伟静光余这四个人。 

由北往南方向去的车，要么是看守们拦下的，要么也可能不是被哪一个人的

拦截指挥动作停下，而是司机见到路面上站有数十个人且其中有几个着防暴装的

警察而在路面上自动停下的。 

 

７、到庭的辩方证人袁伟静接受本律师质证时也当庭证实自已和陈光诚当日

在陈光余家门口见面之前，便一直有三个以上的着装警察及十二个以上的看守陈

光诚的工作人员在陈光诚旁边。 

陈光诚根本没有聚集自已上公路，陈光诚也根本没有指使自已堵塞交通。 

其实也根本不是自已堵塞了交通。 

最先聚众将由南往北前往沂南县城方向的车拦截下来堵塞了由南往北方向

交通的人，是惧怕陈光诚搭上车离开现场去沂南上访而大喊“别让他们跑掉”、

站在由南往北方向的来车前面拦截由南往北前往沂南方向的车、指令阻挠自已和

陈光诚这四人搭坐由南往北方向的车前往沂南上访的公安局工会主任孙学农。 

被指挥官聚来扰乱交通秩序的人，是根本没想搭便车走却又一直站在公路上

堵塞路面的、一直紧随着陈光诚的至少三个警察及看守陈光诚的数十个人。根本

不是想搭便车去沂南上访的自已和光诚光军光余这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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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往南方向去的车，要么是被看守们拦下的，要么也可能不是被哪一个人

的拦截指挥动作停下，而是司机见到路面上站有数十个人且其中有几个着防暴装

的警察在路面上故自动停下的。 

陈光诚是一上公路后便被几个警察及十多个看守拉到路东侧人行道外，一直

被他们围守在种有小树的土路边直到被押走，而自已则是站在路的西侧，与光诚

相距了一个路面的距离约 12 米左右。自已的周围也站满了看守，并不存在光诚

在公路上指挥自已如何拦车等事。 

本律师在交警中队长于成录的证言里也见到了以下相应陈述： 

我到现场时发现陈光诚的家属抱着孩子站在朝蒙阴方向去的车前边，陈光诚

的妈坐在地上公路上大哭，还有很多看热闹的，公安上好几个干警正在那里制止公安上好几个干警正在那里制止公安上好几个干警正在那里制止公安上好几个干警正在那里制止

她们她们她们她们，，，，我们的民警也在那里制止我们的民警也在那里制止我们的民警也在那里制止我们的民警也在那里制止， 我没看到我没看到我没看到我没看到陈光诚他们陈光诚他们陈光诚他们陈光诚他们，当时人太多了当时人太多了当时人太多了当时人太多了，我只我只我只我只

注意有他老婆和他妈注意有他老婆和他妈注意有他老婆和他妈注意有他老婆和他妈。最后陈光诚他们被强行带离现场时我才发现他最后陈光诚他们被强行带离现场时我才发现他最后陈光诚他们被强行带离现场时我才发现他最后陈光诚他们被强行带离现场时我才发现他。。。。我是晚我是晚我是晚我是晚

上上上上 8 点半左右到的现场点半左右到的现场点半左右到的现场点半左右到的现场。我去之后她们并没有动手打人我去之后她们并没有动手打人我去之后她们并没有动手打人我去之后她们并没有动手打人，以前的事我就不知道

了。被堵车的司机肯定是不满意被堵车的司机肯定是不满意被堵车的司机肯定是不满意被堵车的司机肯定是不满意，，，，但我们去到后也没敢明着说的但我们去到后也没敢明着说的但我们去到后也没敢明着说的但我们去到后也没敢明着说的。 

 

８８８８、、、、到庭的辩方证人王金香接受本律师质证时也当庭证实陈光诚根本没有到庭的辩方证人王金香接受本律师质证时也当庭证实陈光诚根本没有到庭的辩方证人王金香接受本律师质证时也当庭证实陈光诚根本没有到庭的辩方证人王金香接受本律师质证时也当庭证实陈光诚根本没有

聚集自已上公路聚集自已上公路聚集自已上公路聚集自已上公路，，，，陈光诚也根本没有指使自已堵塞交通陈光诚也根本没有指使自已堵塞交通陈光诚也根本没有指使自已堵塞交通陈光诚也根本没有指使自已堵塞交通。。。。自已是在自已是在自已是在自已是在８８８８点后才到点后才到点后才到点后才到

现场的现场的现场的现场的。。。。而陈光诚是在而陈光诚是在而陈光诚是在而陈光诚是在７７７７点前便被围堵在公路上无法搭车离开点前便被围堵在公路上无法搭车离开点前便被围堵在公路上无法搭车离开点前便被围堵在公路上无法搭车离开。。。。根本不能说自根本不能说自根本不能说自根本不能说自

已也是陈光诚聚集来扰乱交通秩序受陈光诚指使堵塞公路的人已也是陈光诚聚集来扰乱交通秩序受陈光诚指使堵塞公路的人已也是陈光诚聚集来扰乱交通秩序受陈光诚指使堵塞公路的人已也是陈光诚聚集来扰乱交通秩序受陈光诚指使堵塞公路的人。。。。 

 

        ９９９９、、、、到庭的控方证人张到庭的控方证人张到庭的控方证人张到庭的控方证人张升东警官在接受本律师质证时当庭明确升东警官在接受本律师质证时当庭明确升东警官在接受本律师质证时当庭明确升东警官在接受本律师质证时当庭明确““““自已和三自已和三自已和三自已和三

位警员同事是自陈光诚由家门口走出来开始便一直紧跟在陈光诚身长边位警员同事是自陈光诚由家门口走出来开始便一直紧跟在陈光诚身长边位警员同事是自陈光诚由家门口走出来开始便一直紧跟在陈光诚身长边位警员同事是自陈光诚由家门口走出来开始便一直紧跟在陈光诚身长边。。。。陈光陈光陈光陈光

诚家这四个人并不是为堵塞交通制造影响而蓄意走到公路上的诚家这四个人并不是为堵塞交通制造影响而蓄意走到公路上的诚家这四个人并不是为堵塞交通制造影响而蓄意走到公路上的诚家这四个人并不是为堵塞交通制造影响而蓄意走到公路上的。。。。陈光诚家其实陈光诚家其实陈光诚家其实陈光诚家其实

当天晚上过两次公路当天晚上过两次公路当天晚上过两次公路当天晚上过两次公路，，，，他们第一次从家走上公路后他们第一次从家走上公路后他们第一次从家走上公路后他们第一次从家走上公路后，，，，并没有在公路上停顿一下并没有在公路上停顿一下并没有在公路上停顿一下并没有在公路上停顿一下，，，，

他们当时根本没有拦截车辆堵塞交通的行动他们当时根本没有拦截车辆堵塞交通的行动他们当时根本没有拦截车辆堵塞交通的行动他们当时根本没有拦截车辆堵塞交通的行动。。。。他们当时横过公路只是为到公路他们当时横过公路只是为到公路他们当时横过公路只是为到公路他们当时横过公路只是为到公路

对面的营后村办公室找工作组领导对面的营后村办公室找工作组领导对面的营后村办公室找工作组领导对面的营后村办公室找工作组领导。。。。他们在营后村没有找到领导后他们在营后村没有找到领导后他们在营后村没有找到领导后他们在营后村没有找到领导后，，，，才说到公才说到公才说到公才说到公

路截车上县委上市委路截车上县委上市委路截车上县委上市委路截车上县委上市委，，，，因此才再一次走到公路上去的因此才再一次走到公路上去的因此才再一次走到公路上去的因此才再一次走到公路上去的””””。。。。 

 

 

五五五五、、、、具体上诉意见之二具体上诉意见之二具体上诉意见之二具体上诉意见之二：：：： 

本案在程序方面存在大量严重违法现象本案在程序方面存在大量严重违法现象本案在程序方面存在大量严重违法现象本案在程序方面存在大量严重违法现象。。。。 

 

１１１１、、、、侦侦侦侦查机关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查机关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查机关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查机关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2006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11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6 月月月月 10 日日日日，，，，侦查机关沂南县公安局对陈光诚进侦查机关沂南县公安局对陈光诚进侦查机关沂南县公安局对陈光诚进侦查机关沂南县公安局对陈光诚进

行了长达三个月的非法拘禁行了长达三个月的非法拘禁行了长达三个月的非法拘禁行了长达三个月的非法拘禁。陈光诚在 3 月 11 日被带走，陈光诚的妻子在 3 月

12 日收到“继续盘问通知书”，而之后陈光诚一直处在失踪的状态，直到 6 月 12 

日，陈光诚的妻子收到沂南县公安局的对陈光诚进行刑事拘留的通知。这期间，

沂南县公安局对陈光诚的家属和律师拒绝承认陈光诚被他们关押。事实上，今年

3 月 12 日至 4 月 2 日陈光诚被非法拘禁在沂南县维多利亚度假村，4 月 2 日至 6

月 10 日被送进沂南县看守所之前，陈光诚被非法拘禁在民警培训中心。 

这不仅仅是程序违法的问题，而是一个犯罪的问题，沂南县公安局有关人员

已经构成非法拘禁罪！任何公民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关押，公安机关没有超越于法

律之外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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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机关虽然在 2006 年 6 月 10 日出具了“刑拘通知书”，但刑拘本身是在

非法状态下进行的，而且三个月的非法拘禁就是针对本案实施的，侦查机关已经

无法做到刑拘后的侦察行为客观公正。 

第二，在沂南县看守所，侦察机关办案人员对陈光诚实施了漫骂、侮辱和死

亡威胁。我国刑诉法规定，因程序违法所取得的证据为非法证据，不得使用。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村民韩延东提供的证言及陈光军村民韩延东提供的证言及陈光军村民韩延东提供的证言及陈光军村民韩延东提供的证言及陈光军、、、、陈陈陈陈光余光余光余光余、、、、陈光东陈光东陈光东陈光东、、、、陈更江陈更江陈更江陈更江、、、、陈光陈光陈光陈光

和的下列证言证明了侦查机关存在的非法逼供行为和的下列证言证明了侦查机关存在的非法逼供行为和的下列证言证明了侦查机关存在的非法逼供行为和的下列证言证明了侦查机关存在的非法逼供行为：：：： 

 

我被非法拘押 13 天，是因 2005 年农历 8 月 11 日非法传唤苏永军。当时

我和苏永军在一起，他们没有任何标志，也没亮任何证件，就让我们上车谈点事

情，我们说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不上车，他们就过来四五人将我们强行往车里

塞。我们拉拉扯扯就是不上车，他们又过来好多人强行将我们分开，其中一个说：

对错你们都得上车。就这样，他们人多就把苏永军强行押走。到农历 13 他们又

没亮任何证件，口头跟我说是县公安局的，找我谈点事情，我说，行。就这样上

了双后派出所，在派出所关了 20 个小带到县公安局法制科。说我是妨碍公务。

被拘留 13 天。当天下午四点，我被送进拘留所。在拘留所在拘留所在拘留所在拘留所 3 天以后天以后天以后天以后，，，，又被公安又被公安又被公安又被公安

局蒙着头不知带到了什么地方局蒙着头不知带到了什么地方局蒙着头不知带到了什么地方局蒙着头不知带到了什么地方，，，，让我坐在椅子上用铁链子锁住让我坐在椅子上用铁链子锁住让我坐在椅子上用铁链子锁住让我坐在椅子上用铁链子锁住。。。。就这样在椅子就这样在椅子就这样在椅子就这样在椅子

上呆了上呆了上呆了上呆了 90 多个小时多个小时多个小时多个小时，，，，在这期间不让睡觉在这期间不让睡觉在这期间不让睡觉在这期间不让睡觉。。。。吃饭给我一点点吃饭给我一点点吃饭给我一点点吃饭给我一点点，以后他们又把我送

进了拘留所。 

 

 ““““3 月月月月 11 日晚日晚日晚日晚，，，，我被沂南县刑警队抓进去之后我被沂南县刑警队抓进去之后我被沂南县刑警队抓进去之后我被沂南县刑警队抓进去之后，，，，用农村拴狗的那种铁链子用农村拴狗的那种铁链子用农村拴狗的那种铁链子用农村拴狗的那种铁链子

把我绑在椅子上把我绑在椅子上把我绑在椅子上把我绑在椅子上，，，，脖子一道脖子一道脖子一道脖子一道、、、、腰一道腰一道腰一道腰一道、、、、腿一道腿一道腿一道腿一道，，，，共三道共三道共三道共三道。。。。……………………他们连续他们连续他们连续他们连续 15 天不天不天不天不

让我睡觉让我睡觉让我睡觉让我睡觉。。。。困得实在受不了要睡的时候困得实在受不了要睡的时候困得实在受不了要睡的时候困得实在受不了要睡的时候，，，，刑警就用带刺的橡胶棍砸我的脚刑警就用带刺的橡胶棍砸我的脚刑警就用带刺的橡胶棍砸我的脚刑警就用带刺的橡胶棍砸我的脚。。。。他他他他

们轮班审讯们轮班审讯们轮班审讯们轮班审讯，，，，反复诱供反复诱供反复诱供反复诱供，，，，他们对他们对他们对他们对我说的话不满意我说的话不满意我说的话不满意我说的话不满意，，，，就让重说就让重说就让重说就让重说，，，，直到他们满意为直到他们满意为直到他们满意为直到他们满意为

止止止止。。。。” 

 

“有一次连续有一次连续有一次连续有一次连续 20 多小时不给吃饭多小时不给吃饭多小时不给吃饭多小时不给吃饭。。。。警察说忘了，实际是故意不给饭吃。……

连续连续连续连续 15 天不让睡觉天不让睡觉天不让睡觉天不让睡觉，，，，实在受不了实在受不了实在受不了实在受不了，，，，痛苦之极痛苦之极痛苦之极痛苦之极。。。。到后来他们想让说什么就说什么到后来他们想让说什么就说什么到后来他们想让说什么就说什么到后来他们想让说什么就说什么。。。。” 

““““他们逼我说光诚不好他们逼我说光诚不好他们逼我说光诚不好他们逼我说光诚不好。。。。……………………警察自己写好材料让我背下来警察自己写好材料让我背下来警察自己写好材料让我背下来警察自己写好材料让我背下来，，，，背不下来就背不下来就背不下来就背不下来就

放在一边照着念放在一边照着念放在一边照着念放在一边照着念，，，，还不能总看还不能总看还不能总看还不能总看。。。。让读什么就读什么让读什么就读什么让读什么就读什么让读什么就读什么，，，，读不好就打读不好就打读不好就打读不好就打。。。。他们在一边他们在一边他们在一边他们在一边

摄像摄像摄像摄像。。。。”””” 

 

“我 3 月 11 日被抓后，被警员绑在椅子上审讯逼供五天五夜不让睡觉。

在此期间自已在这种状态下所签名的讯问笔录里面的词和和我说的肯定有差距。

我只说了一两句但他们就写出一大堆。当时他们是轮流审问我，同一个问题他们

能问你一千遍，问得你特别烦。给我欲加之罪的感觉，知道他们基本的目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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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什么事都往光诚身上推。实际上，陈光诚根本没有叫我们去堵车。我们当时上

公路边就是想搭车去县里，根本不是想堵塞交通，根本就没有我们想堵塞交通这

回事。当时堵塞交通而且一直在公路中间站了二个多小时的，其实是几十上百个

一直在公路上围困着我们五个人、使我们五个人无法搭上便车离开现场去县城

“沂南县公安局的警察、看守陈光诚的镇村干部、被雇用来看守陈光诚并动手打

伤我的这些流氓地痦”。  

 

 “2006 年 3 月 11 日晚，我和陈光诚、陈光余三个人被沂南县公安局的人

员抓到沂南县刑警队后，他们用铁链把我绑在椅子上，开始对我讯问，我不理他

们，他们问什么我也不回答，他们虽然没有打我，但他们三班倒。每班两个人，

不让睡觉，不让吃饭喝水。 

他们说态度好就给一点吃，每天有吃一顿的时候，也有吃两顿的时候，最

不能忍受的是，他们不让解手。每次解手，都要多次请求。 

他们总是说：等一会、等一会。有一次他们说大便不行，只能小便，后来

我想起了政府工作人员和公安人员在陈光诚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我就情绪激动，

很生气的跟他们讲理。 

他们就说我态度不好，超过 24 小时后，经过商量，他们就对我说本

来想行政拘留你，由于态度不好现在对你刑事拘留，又把我反背手拷在了椅子上，

一直到 3 月 14 号晚 8 点多钟才把我送到了沂南县看守所。 

由于我身患严重的腰肩盘突出症，05 年麦收后就开始治疗三次，最

后一次手术回家是在阴历的 11 月 26 日。时间太短身体远没有复原，这样长时间

的坐着我的身体实在受不了。 

对我的回答他们一直不满意，总是让好好想一想，后来他们问怎么上

的公路，拦车是谁提出来的。 

一、我的身体受不了。二、我考虑，陈光诚干的事我认为是正义的。

他又没有犯法、他们把他放在了维多利亚（被抓上车后，我听他们打电话知道的）

他们不会把他怎么样可能是回家了。三、我考虑陈光诚是个残废人，就是真有事

根据我国的法律也会从轻处罚的。 

所以，在他们问是谁提出拦车的时候，我就说是陈光诚提的，也是他

喊把车拦下，把事情闹大逼领导出来解决问题的。 

其实是我小声提出来谁也没有喊其实是我小声提出来谁也没有喊其实是我小声提出来谁也没有喊其实是我小声提出来谁也没有喊。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有我们村和营

后村的好多村民可以作证，但是他们不敢”。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村民陈华的证言更证明了侦查机关存在的非法逼供行为令人发指村民陈华的证言更证明了侦查机关存在的非法逼供行为令人发指村民陈华的证言更证明了侦查机关存在的非法逼供行为令人发指村民陈华的证言更证明了侦查机关存在的非法逼供行为令人发指：：：： 

我叫陈华，是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的，在 2005 年农历的 8 月 11 日把我传

唤到县公安局，做了笔录，说我扰民拘留 13 日，在拘留期间的农历在拘留期间的农历在拘留期间的农历在拘留期间的农历 8 月月月月 17 日下日下日下日下

午午午午 8 点左右我被告知有领导找点左右我被告知有领导找点左右我被告知有领导找点左右我被告知有领导找，，，，我出去被讯问了十几分钟后我出去被讯问了十几分钟后我出去被讯问了十几分钟后我出去被讯问了十几分钟后，，，，被带到门口的一被带到门口的一被带到门口的一被带到门口的一

辆车号为辆车号为辆车号为辆车号为 8531 的车里被他们把头蒙住带到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一间屋子的车里被他们把头蒙住带到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一间屋子的车里被他们把头蒙住带到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一间屋子的车里被他们把头蒙住带到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一间屋子

里里里里，，，，被他们锁在一张椅子上被他们锁在一张椅子上被他们锁在一张椅子上被他们锁在一张椅子上，，，，讯问了讯问了讯问了讯问了 60 多个小时多个小时多个小时多个小时。。。。在这期间在这期间在这期间在这期间，，，，他们不让睡觉他们不让睡觉他们不让睡觉他们不让睡觉、、、、

不给吃饱饭不给吃饱饭不给吃饱饭不给吃饱饭、、、、小便不让出门小便不让出门小便不让出门小便不让出门，，，，有时锁都不给开他们把椅子竖起来就这样解手有时锁都不给开他们把椅子竖起来就这样解手有时锁都不给开他们把椅子竖起来就这样解手有时锁都不给开他们把椅子竖起来就这样解手。。。。

大便他们把我头蒙住大便他们把我头蒙住大便他们把我头蒙住大便他们把我头蒙住，，，，铁链拴住我的腰铁链拴住我的腰铁链拴住我的腰铁链拴住我的腰，，，，两个人看着解手两个人看着解手两个人看着解手两个人看着解手。。。。最后给我做了讯问最后给我做了讯问最后给我做了讯问最后给我做了讯问

笔录让我签了字按上手印笔录让我签了字按上手印笔录让我签了字按上手印笔录让我签了字按上手印，才把我头蒙住，坐上辆车给送了回去，他们没给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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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手续。 

 

２２２２、、、、沂南县检察院将共同犯罪案件分案起诉违反了沂南县检察院将共同犯罪案件分案起诉违反了沂南县检察院将共同犯罪案件分案起诉违反了沂南县检察院将共同犯罪案件分案起诉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第第第第 137

条条条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第第第 280 条规定条规定条规定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公安机关移

送起诉的案件中，发现遗漏依法应当移送审查起诉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建议

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本案涉嫌共同犯罪而且所有犯罪嫌疑人均被采取了强制措施，没有分案处理

的任何理由。因此，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 89 条、

91 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依法退回本案，不予审理。 

 

３３３３、、、、有关部门非法阻挠律师调查取证及会见当事人有关部门非法阻挠律师调查取证及会见当事人有关部门非法阻挠律师调查取证及会见当事人有关部门非法阻挠律师调查取证及会见当事人。。。。 

2005 年 6 月 22 日下午，正在沂南县依法办案的陈光诚的律师李劲松被当地

警方带走，罪名是“涉嫌扰乱正常生活”。起因是陈光诚母亲被强制绑架带回后

又遭非法软禁，病倒在床无法出门看病。李律师出于人道关怀，在 6 月 21 日晚

给当地四位公安发了一条短信，希望他们允许陈光诚的母亲到医院就诊，因为陈

光诚的母亲已经开始发高烧。就这样涉嫌扰乱了警察的正常生活。 

6 月 22 日下午，第二批抵达山东临沂的律师孟宪明、李克昌、程海三位，

在山东临沂被一辆无牌照车跟踪，并被不明身份的暴徒当街公开殴打。当时律师

拨打了 110 和 120，警察把律师带到公安局问讯，用各种理由把这三名被殴打的

律师羁留在派出所，不让离开派出所。22 日晚上 21 点 41 分，几十名暴徒冲进

公安局内，公然抢劫了律师们的照相器材，并当着警察的面强行摔碎。之后，又

冲到律师所在房间谩骂骚扰，直到凌晨一点多才撤走。 

6月 23日下午 2点 10分，按计划前去陈光诚家进行调查采证的李劲松律师、

李苏滨到达陈光诚家村口，刚刚下车，便遭到 20 多名不明身份者的围殴，最后

将二人推搡进车内。  

6 月 27 日，李劲松律师、李苏滨等去东师古村调查取证。在村口，李劲松、

李苏滨在车里时，不明身份的非法拘禁陈光诚的人把他们的车辆掀翻。四个警察

到来之后，在李劲松律师向警员现场指证仍滞留在场的数十个堵门掀车暴徒时，

其中几人当着四个警察的面抢走李劲松律师的摄像机。 

2006 年 8 月 17 日晚，许志永博士、张立辉律师、李方平律师被沂南县公安

联防队员王义山（音）诬告盗窃，两位律师被非法传唤两个多小时，许志永博士

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22 个小时。 

2006 年 11 月 26 日 10：40 左右，李方平律师、李劲松律师准备进入东师古

村实地查看故意毁坏财物罪现场，却被于明江、张健带领约三十个不法分子阻止

律师进村，非法限制了行动自由权及律师调查取证工作权。期间，律师向 110 报

警数十次，却竟然直到下午 4：30 分沂南县公安局还没有一个警员到场来处警制

止于明江等三十个不法分子非法限制律师行动自由的违法行为！ 

 

 

六六六六、、、、具体辩护意见之三具体辩护意见之三具体辩护意见之三具体辩护意见之三：：：： 

 

陈光诚一案真相陈光诚一案真相陈光诚一案真相陈光诚一案真相————————犯罪的不是陈光诚犯罪的不是陈光诚犯罪的不是陈光诚犯罪的不是陈光诚，，，，而是地方政府某些贪官污吏而是地方政府某些贪官污吏而是地方政府某些贪官污吏而是地方政府某些贪官污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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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本案相关事实真相本案相关事实真相本案相关事实真相本案相关事实真相：：：：    

A、“村民砸车事件真相”  

  事情起因于春节时他们抓走了陈华。因为陈华家临近陈光诚居住的院子的西

墙，他们为防止陈光诚从这里越墙跑掉，一直在这里设岗看守，有三个人看着。

三个多月来，每天都是一把阳伞打在这里，升个煤球炉子，几个人在伞下打牌。

陈华说，过年了，你们打一把太阳伞在这里，像个灵棚，真是不像话，春节里我

希望你们搬走，至少要到初六之后再回来。因为当时陈华说的时候口气挺硬，所

以他们就搬走了。结果不到初四他们就搬回来了，陈华就这样和他们发生的冲突，

他们打了陈华，把陈华的头都打破了，并且把陈华抓走了。抓走以后，陈华的奶

奶就到村里的指挥部去找——被我们村人戏称为“看望陈光诚指挥部”的那个地

方——说你们把我的孙子抓到哪里去了，大过年的，你们要把握的孙子放回来啊。

指挥部里的人不理她，老人家就气“死”了——即休克了。村里的人就央求看守

陈光诚的人能够开车把老人家送往医院。因为他们有三辆车在这里。可是他们不

拉，有的说钥匙不在我这里，有的说我不会开车。村民们看到他们见死不救，特

别生气，在这个理论过程中，人越聚越多。其中有老百姓说：“你们政府见死不

救，不为老百姓办事，要你这样的政府干吗。”这时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把他

们的车给砸了！”，群情激奋，大家就都动手了，可以说是很痛快地发泄了一下。

后来政府采取了强硬手段，出动了防暴警察。后来调查砸车的人，就抓了三个为

首的村民。 

  车子的玻璃被村民砸碎了，但是还能开走，后来就是他们自己把车开走的。

他们统计的结果，是说有价值 5 千四百多元的经济损失。就给这几个村民定了损

坏公共财物罪。 

  就在这个混乱中，陈光诚从家里冲了出来。他到了另一个村民陈光余的家里，

他是想在他的家里可以使用电话，可以和外部联系。后来看守的人又把屏蔽手机

信号的那个东西搬到光余家里去了。可是有一个小小角落竟可以通电话，不知道

是他们的技术问题，还是故意留出来的。在光余家房子里一个角落里可以拨打手

机。有的说是故意留出这么一块，有的说是疏忽。 

   他们一直要求光余把陈光诚撵走，别让陈光诚住在光余家。光余因为很同情

陈光诚，一直让陈光诚住在他家，前后住了四十天。他们因之恨了光余。 

 

        B、、、、扰乱交通事件真相扰乱交通事件真相扰乱交通事件真相扰乱交通事件真相     

    3 月 11 日晚，看守陈光诚的人趁光余出了自家院子，用一件棉衣把光余的

头包起来，一通乱打。他们打光余的目的就是要把陈光诚激出来。因为陈光诚曾

对光余说，法律有规定，其他人士不可以随意进入公民私宅。于是在看守的人要

挟光余放出陈光诚时，光余就对那些看守的人说，你们不能闯入我家院子抓人，

如果你们敢闯进来，我就要用斧头劈死你们。 

   于是，他们就选择在光余出了院子后，对光余大打动手。这样陈光诚就从光

余家里出来了，他就到临时指挥部找打人者讲理。指挥部设在营后村，营后村和

陈光诚他们村合并成了一个大村，去营后村有一段路。找到指挥部，指挥部的人

不理。光军就说要上县里去，要找个车上县去，陈光诚也说，上县委上市委，就

不相信没有一个讲理的地方。公安局工会主任孙学农怕陈光诚搭上路过车后会去

县里去市里去省城去北京，他就指挥拦车不让有往沂南方向去的车开过来搭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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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走，孙学农拦了一辆往沂南方向的车，而另一个方向的由北往南方向去的车，

要么是被看守们拦下的，要么也可能不是被哪一个人的拦截指挥动作停下，而是

司机见到路面上站有数十个人且其中有几个着防暴装的警察在路面上自动停下

的。 

而且，光诚是在上公路前便被三个着防暴装的警察及十二个便衣看守紧紧跟

着，所以他和袁伟静等四人从营后村办公室出来一上公路等便车，很快就被几个

警察及十多个看守拉到路东侧人行道外，一直被他们围守在种有小树的东侧土路

边，与袁伟静等三人分离开了，直到被押走。而袁伟静等三人则是站在路的西侧，

与光诚相距了一个路面的距离约１２米左右。袁伟静等三人的周围也站满了与她

同时走上公路但根本不是想搭便车走的近五六十个看守。 

根本不存在光诚为制造堵车事件而借机聚集袁伟静和光军学余共四人上公

路并在公路上指挥另三人扰乱交通秩序等事。 

最先聚众将由南往北前往沂南县城方向的车拦截下来堵塞了由南往北方向

交通的，是惧怕陈光诚搭上车离开现场去沂南上访而大喊“别让他们跑掉”、站

在由南往北方向的来车前面拦截由南往北前往沂南方向的车、指令阻挠自已和陈

光诚这四人搭坐由南往北方向的车前往沂南上访的公安局工会主任孙学农。 

被幕后指挥官聚来扰乱交通秩序的人，是根本没想搭便车走却又一直站在公

路上堵塞路面、一直紧随着陈光诚的至少三个警察及看守陈光诚的数十个人及随

后赶来增援他们的上百名警察和看守。根本不是想搭便车去沂南上访的自已和光

诚光军光余这四个人。 

拦住救护车不让救护车前行的， 

当时被堵在路面上的由北往南第一辆车与由南往北的第一辆车之间的直线当时被堵在路面上的由北往南第一辆车与由南往北的第一辆车之间的直线当时被堵在路面上的由北往南第一辆车与由南往北的第一辆车之间的直线当时被堵在路面上的由北往南第一辆车与由南往北的第一辆车之间的直线

距离的有距离的有距离的有距离的有 20 米以上米以上米以上米以上。。。。 

光诚家这五个人都是站在由北往南光诚家这五个人都是站在由北往南光诚家这五个人都是站在由北往南光诚家这五个人都是站在由北往南走向的车的附近走向的车的附近走向的车的附近走向的车的附近。。。。救护车是由南往北走救护车是由南往北走救护车是由南往北走救护车是由南往北走

向的车向的车向的车向的车。。。。救护车离光诚家这五个人至少有救护车离光诚家这五个人至少有救护车离光诚家这五个人至少有救护车离光诚家这五个人至少有 20 米以上米以上米以上米以上。。。。 

陈光诚家这五个人离被堵在路面上的由南往北方向的第一辆车至少有二十陈光诚家这五个人离被堵在路面上的由南往北方向的第一辆车至少有二十陈光诚家这五个人离被堵在路面上的由南往北方向的第一辆车至少有二十陈光诚家这五个人离被堵在路面上的由南往北方向的第一辆车至少有二十

米远米远米远米远。。。。 

站在由南往北方向的第一辆车前面不让这个方向的救护车前行的人肯定不站在由南往北方向的第一辆车前面不让这个方向的救护车前行的人肯定不站在由南往北方向的第一辆车前面不让这个方向的救护车前行的人肯定不站在由南往北方向的第一辆车前面不让这个方向的救护车前行的人肯定不

是陈光诚家的这五个人是陈光诚家的这五个人是陈光诚家的这五个人是陈光诚家的这五个人。。。。 

205 国道的路面宽度为国道的路面宽度为国道的路面宽度为国道的路面宽度为 12 米以上米以上米以上米以上，，，，在两个方向间的第一辆车前面在两个方向间的第一辆车前面在两个方向间的第一辆车前面在两个方向间的第一辆车前面，，，，至少有至少有至少有至少有

240 平方米以上的路面空间平方米以上的路面空间平方米以上的路面空间平方米以上的路面空间，，，，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在这在这在这在这 240 平方米以上的空间里平方米以上的空间里平方米以上的空间里平方米以上的空间里，，，，站满了至少站满了至少站满了至少站满了至少

一二百人一二百人一二百人一二百人。。。。 

站在由南往北方向被堵车辆的前面站在由南往北方向被堵车辆的前面站在由南往北方向被堵车辆的前面站在由南往北方向被堵车辆的前面，，，，堵塞了由南往北方向的车辆的人及站堵塞了由南往北方向的车辆的人及站堵塞了由南往北方向的车辆的人及站堵塞了由南往北方向的车辆的人及站

满了满了满了满了 240 平米以上路面客观上堵塞了交通秩序的这一二平米以上路面客观上堵塞了交通秩序的这一二平米以上路面客观上堵塞了交通秩序的这一二平米以上路面客观上堵塞了交通秩序的这一二百人中百人中百人中百人中，，，，陈光诚这边的陈光诚这边的陈光诚这边的陈光诚这边的

仅有想搭便车去沂南的四个人仅有想搭便车去沂南的四个人仅有想搭便车去沂南的四个人仅有想搭便车去沂南的四个人。。。。 

站满了站满了站满了站满了 240 平米以上的公路路面平米以上的公路路面平米以上的公路路面平米以上的公路路面，，，，根本不是因自已想搭便车而上公路根本不是因自已想搭便车而上公路根本不是因自已想搭便车而上公路根本不是因自已想搭便车而上公路，，，，站站站站

在公路路面上执行不能让陈光诚搭车跑了的指令坚守至陈光诚等三人被增援警在公路路面上执行不能让陈光诚搭车跑了的指令坚守至陈光诚等三人被增援警在公路路面上执行不能让陈光诚搭车跑了的指令坚守至陈光诚等三人被增援警在公路路面上执行不能让陈光诚搭车跑了的指令坚守至陈光诚等三人被增援警

察押走才离开公路察押走才离开公路察押走才离开公路察押走才离开公路，，，，客观上堵塞路面阻碍了交通秩序的这一二百人中的其他人客观上堵塞路面阻碍了交通秩序的这一二百人中的其他人客观上堵塞路面阻碍了交通秩序的这一二百人中的其他人客观上堵塞路面阻碍了交通秩序的这一二百人中的其他人，，，，

根本不可能是陈光诚聚集来的受到陈光诚指挥的根本不可能是陈光诚聚集来的受到陈光诚指挥的根本不可能是陈光诚聚集来的受到陈光诚指挥的根本不可能是陈光诚聚集来的受到陈光诚指挥的！！！！ 

指挥这一二百个看守围困光诚等四人的首要分子指挥这一二百个看守围困光诚等四人的首要分子指挥这一二百个看守围困光诚等四人的首要分子指挥这一二百个看守围困光诚等四人的首要分子，，，，才是真正犯有聚众扰乱才是真正犯有聚众扰乱才是真正犯有聚众扰乱才是真正犯有聚众扰乱

交通秩序罪的罪犯交通秩序罪的罪犯交通秩序罪的罪犯交通秩序罪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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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从从从 2005 年年年年 8 月陈光诚被非法软禁到月陈光诚被非法软禁到月陈光诚被非法软禁到月陈光诚被非法软禁到 2006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21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8 月月月月 18 无法无无法无无法无无法无

天地地借助流氓地痞动用流氓手段对陈光诚辩护律师无耻天地地借助流氓地痞动用流氓手段对陈光诚辩护律师无耻天地地借助流氓地痞动用流氓手段对陈光诚辩护律师无耻天地地借助流氓地痞动用流氓手段对陈光诚辩护律师无耻动手动手动手动手，，，，临沂市某些贪临沂市某些贪临沂市某些贪临沂市某些贪

官污吏的犯罪行为包括官污吏的犯罪行为包括官污吏的犯罪行为包括官污吏的犯罪行为包括：：：： 

1、非法拘禁罪。2005年 8 月 20 日到 2006 年 6 月 10 之间，除 3 月 11 被传

唤之外，陈光诚一直处于被软禁或者拘禁状态，其间没有履行任何法律手续。其

中，3 月 12 日到 6 月 10 日之间，陈光诚被警方带走后处于“失踪”状态，这更

是典型的非法拘禁行为。从 2005 年 8 月 20 日到 2006 年 8 月 21 日，在长达一年

多的时间里，陈光诚的妻子、分别三岁和一岁多的两个孩子被非法软禁，至今仍

在继续。陈光诚认为，沂南县公安局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

况下长期拘禁具有合法身份的公民、妇女以及儿童，给陈光诚及其家人造成了严

重的身心伤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38 条规定，已经构成了非法拘禁罪。 

2、寻衅滋事罪。2005 年 2 月 3 日，政府雇用的非法拘禁陈光诚的人员殴打

东师古村村民陈华，直接导致了 2月 5日村民愤怒砸坏政府车辆玻璃的行为。2006

年 3 月 11 日，这群政府雇员又殴打了东师古村村民陈光余。这群政府雇员还多

次阻拦、殴打陈光诚的朋友探望其家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93 条规定，

沂南县政府有关人员构成寻衅滋事罪。 

3、故意毁坏财物罪。2006 年 6 月 22 日晚上 21 点 41 分，几十名不明身份

的人冲进沂南县公安局办公楼内，公然抢劫了律师们的照相器材，并当着警察的

面强行摔碎。2006 年 6 月 27 日，李劲松律师、李苏滨等去东师古村调查取证。

在村口，李劲松、李苏滨在车里时，不明身份的非法拘禁陈光诚的人把他们乘坐

的汽车掀翻，造成玻璃及车身严重毁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75 条规定，

沂南县政府有关人员构成 故意毁坏财物罪。 

4、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2006 年 3 月 11 日，陈光诚等人准备在 205 国道

拦出租车去县里找领导说理，受到政府有关人员非法阻挠。他们数十近百人在公

路上把陈光诚围在中间，造成 205 国道严重阻塞，如果该阻塞交通的行为构成聚

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的话，犯罪的是沂南县政府现场指挥的有关领导。 

5、抢夺罪。2006 年 6 月 27 日，李劲松律师向 110 警员现场指证仍滞留在

场的数十个堵门掀车暴徒时，其中几人当着四个警察的面抢走李劲松律师的摄像

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67 条规定，该暴徒构成抢夺罪，指示其行为的

有关政府官员构成共同犯罪。 

6、诬告罪。2006 年 8 月 17 日晚，许志永博士、张立辉律师、李方平律师

被沂南县公安联防队员王义山（音）诬告盗窃，两位律师被非法传唤两个多小时，

许志永博士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22 个小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43 条

规定，编造谎言，故意试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构成诬告罪。指示王义山的有

关政府官员构成共同犯罪。 

 

本律师认为本律师认为本律师认为本律师认为：：：：陈光诚一案充分反映出地方政府权倾一方欺上压下的贪官污陈光诚一案充分反映出地方政府权倾一方欺上压下的贪官污陈光诚一案充分反映出地方政府权倾一方欺上压下的贪官污陈光诚一案充分反映出地方政府权倾一方欺上压下的贪官污

吏不仅无视法治尊严吏不仅无视法治尊严吏不仅无视法治尊严吏不仅无视法治尊严————————上面已经列举了地方政府的大量违法乃至犯罪行为上面已经列举了地方政府的大量违法乃至犯罪行为上面已经列举了地方政府的大量违法乃至犯罪行为上面已经列举了地方政府的大量违法乃至犯罪行为，，，，

而且执政能力低下而且执政能力低下而且执政能力低下而且执政能力低下。。。。 

为了掩盖自己在推行计划生育过程中的违法乱纪祸国殃民行为，临沂地方政

府相关负责人滥用司法公权竟然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对揭露真相的陈光诚持

续打击迫害，不惜制造更多的大量的违法乃至犯罪行为。 

不仅伤害了陈光诚及其家人，伤害了村民和辩护律师，还严重败坏了我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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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依法治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改革形象。 

在中央政府推行依法治国的今天在中央政府推行依法治国的今天在中央政府推行依法治国的今天在中央政府推行依法治国的今天，，，， 

在全国上下努力建构和谐社会的今天在全国上下努力建构和谐社会的今天在全国上下努力建构和谐社会的今天在全国上下努力建构和谐社会的今天，，，， 

本律师认为本律师认为本律师认为本律师认为：：：： 

临沂政府部门相关责任人的祸国殃民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受到严惩临沂政府部门相关责任人的祸国殃民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受到严惩临沂政府部门相关责任人的祸国殃民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受到严惩临沂政府部门相关责任人的祸国殃民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受到严惩！！！！！！！！！！！！ 

 

 

本律师深信本律师深信本律师深信本律师深信：：：： 

沂南县法院依法应该做出陈光诚无罪的公正判决沂南县法院依法应该做出陈光诚无罪的公正判决沂南县法院依法应该做出陈光诚无罪的公正判决沂南县法院依法应该做出陈光诚无罪的公正判决！！！！ 

本律师深信本律师深信本律师深信本律师深信：：：： 

沂南县法院即便做出的是陈光诚有罪的一审枉法判决沂南县法院即便做出的是陈光诚有罪的一审枉法判决沂南县法院即便做出的是陈光诚有罪的一审枉法判决沂南县法院即便做出的是陈光诚有罪的一审枉法判决，，，，它也终将要象被沂它也终将要象被沂它也终将要象被沂它也终将要象被沂

南县法院上次所作出的一审枉法裁法一样被纠正南县法院上次所作出的一审枉法裁法一样被纠正南县法院上次所作出的一审枉法裁法一样被纠正南县法院上次所作出的一审枉法裁法一样被纠正！！！！ 

本律师深信本律师深信本律师深信本律师深信：：：： 

临沂流氓恶势力对村庄及村里知情村民的非法暴力封锁及对关键证人的非临沂流氓恶势力对村庄及村里知情村民的非法暴力封锁及对关键证人的非临沂流氓恶势力对村庄及村里知情村民的非法暴力封锁及对关键证人的非临沂流氓恶势力对村庄及村里知情村民的非法暴力封锁及对关键证人的非

法绑架是不可能长久的法绑架是不可能长久的法绑架是不可能长久的法绑架是不可能长久的！！！！！！！！ 

本律师深信本律师深信本律师深信本律师深信：：：： 

本案相关事实的真相肯定很快就会水落石出本案相关事实的真相肯定很快就会水落石出本案相关事实的真相肯定很快就会水落石出本案相关事实的真相肯定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并此并此并此并此，，，，本律师请求合议庭法官注意本律师请求合议庭法官注意本律师请求合议庭法官注意本律师请求合议庭法官注意““““地方政府有权有势的贪官污吏滥用实地方政府有权有势的贪官污吏滥用实地方政府有权有势的贪官污吏滥用实地方政府有权有势的贪官污吏滥用实

在拥有的一手遮天土皇帝霸权在拥有的一手遮天土皇帝霸权在拥有的一手遮天土皇帝霸权在拥有的一手遮天土皇帝霸权、、、、盗用盗用盗用盗用““““依法办案依法办案依法办案依法办案””””的名义枉法打击坑害护法维的名义枉法打击坑害护法维的名义枉法打击坑害护法维的名义枉法打击坑害护法维

权者权者权者权者””””的如下两个典型案例的如下两个典型案例的如下两个典型案例的如下两个典型案例：：：： 

A、、、、吕净一为扳倒市政法委书记丧妻吕净一为扳倒市政法委书记丧妻吕净一为扳倒市政法委书记丧妻吕净一为扳倒市政法委书记丧妻 被举报人被举报人被举报人被举报人：：：：李长河李长河李长河李长河，，，，河南省平顶山市原河南省平顶山市原河南省平顶山市原河南省平顶山市原

政法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政法委书记。。。。 举报人举报人举报人举报人：：：：吕净一吕净一吕净一吕净一，，，，河南省舞钢市八台镇党委副书记兼常务副镇长河南省舞钢市八台镇党委副书记兼常务副镇长河南省舞钢市八台镇党委副书记兼常务副镇长河南省舞钢市八台镇党委副书记兼常务副镇长。。。。  

事件：吕净一因反对市委书记李长河两项决策，1996 年，因莫须有的罪名“贪

污公款 3000 元”被判有期徒刑 1 年。刑释后，吕坚持举报李长河的腐败问题。1999

年 6 月 18 日晚，两名持刀者闯入吕家，吕净一被刺 8 刀，其妻当场死亡。 

 

    BBBB、、、、河南公民张冲波遭前贪官县委书记报复蒙受河南公民张冲波遭前贪官县委书记报复蒙受河南公民张冲波遭前贪官县委书记报复蒙受河南公民张冲波遭前贪官县委书记报复蒙受 7777 年不白之冤年不白之冤年不白之冤年不白之冤。。。。被贪官书被贪官书被贪官书被贪官书

记杜保乾编着罪名陷害入狱记杜保乾编着罪名陷害入狱记杜保乾编着罪名陷害入狱记杜保乾编着罪名陷害入狱。。。。    

7 年之前。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中药材开发总公司的生产科科长张冲波，

因为爱写新闻报道因为爱写新闻报道因为爱写新闻报道因为爱写新闻报道，，，，或配合记者采访或配合记者采访或配合记者采访或配合记者采访，，，，揭露当地政府存在的问题揭露当地政府存在的问题揭露当地政府存在的问题揭露当地政府存在的问题，，，，被当时的县被当时的县被当时的县被当时的县

委书记杜保乾动用司法机器委书记杜保乾动用司法机器委书记杜保乾动用司法机器委书记杜保乾动用司法机器，，，，为张冲波罗织罪名为张冲波罗织罪名为张冲波罗织罪名为张冲波罗织罪名，，，，逮捕逮捕逮捕逮捕、、、、审判并将其判刑审判并将其判刑审判并将其判刑审判并将其判刑。。。。    当当当当

时时时时，，，，司法机关对张冲波定罪的名义变了又变司法机关对张冲波定罪的名义变了又变司法机关对张冲波定罪的名义变了又变司法机关对张冲波定罪的名义变了又变，，，，应杜保乾的要求应杜保乾的要求应杜保乾的要求应杜保乾的要求：：：：张先是以张先是以张先是以张先是以““““挪挪挪挪

用特定款物用特定款物用特定款物用特定款物””””和和和和““““贷款诈骗贷款诈骗贷款诈骗贷款诈骗””””被卢氏县公安局拘留被卢氏县公安局拘留被卢氏县公安局拘留被卢氏县公安局拘留；；；；到县检察院正式批捕时到县检察院正式批捕时到县检察院正式批捕时到县检察院正式批捕时，，，，

““““贷款诈骗贷款诈骗贷款诈骗贷款诈骗””””消消消消失了失了失了失了，，，，只剩下一项只剩下一项只剩下一项只剩下一项““““挪用特定款物罪挪用特定款物罪挪用特定款物罪挪用特定款物罪””””，，，，并以此起诉张冲波并以此起诉张冲波并以此起诉张冲波并以此起诉张冲波。。。。

法庭审理后法庭审理后法庭审理后法庭审理后，，，，合议庭合议庭合议庭合议庭、、、、审委会的意见都是审委会的意见都是审委会的意见都是审委会的意见都是““““无罪无罪无罪无罪””””，，，，但因杜保乾的压力但因杜保乾的压力但因杜保乾的压力但因杜保乾的压力，，，，法院法院法院法院

被迫对张冲波作出有罪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被迫对张冲波作出有罪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被迫对张冲波作出有罪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被迫对张冲波作出有罪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本律师期望本案合议庭法官本律师期望本案合议庭法官本律师期望本案合议庭法官本律师期望本案合议庭法官：：：： 

确保本案不是“与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贪官县委书记杜保乾及河南省平顶

山市原政法委书记李长河类似的地方土皇帝动用司法机器，罗织罪名，逮捕、审

判”之祸国殃民恶剧的重演！！！ 

 

七七七七、、、、具体辩护意见之四具体辩护意见之四具体辩护意见之四具体辩护意见之四：：：： 

本律师注意到控方在其逼供出来的证人证言里刻意捏造出本律师注意到控方在其逼供出来的证人证言里刻意捏造出本律师注意到控方在其逼供出来的证人证言里刻意捏造出本律师注意到控方在其逼供出来的证人证言里刻意捏造出““““陈光诚在陈光诚在陈光诚在陈光诚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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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月月月 5 日砸车事件发生当日曾说过一句攻击共产党和政府的话日砸车事件发生当日曾说过一句攻击共产党和政府的话日砸车事件发生当日曾说过一句攻击共产党和政府的话日砸车事件发生当日曾说过一句攻击共产党和政府的话””””。。。。 

对此意欲置陈光诚于死地而编造出来的无耻谎言对此意欲置陈光诚于死地而编造出来的无耻谎言对此意欲置陈光诚于死地而编造出来的无耻谎言对此意欲置陈光诚于死地而编造出来的无耻谎言，，，，本律师不屑多批本律师不屑多批本律师不屑多批本律师不屑多批。。。。 

 

因为因为因为因为，，，，本律师和陈光诚均早已深知本律师和陈光诚均早已深知本律师和陈光诚均早已深知本律师和陈光诚均早已深知：：：： 

被贪官污吏的祸国殃民恶行坑害的弱势群体被贪官污吏的祸国殃民恶行坑害的弱势群体被贪官污吏的祸国殃民恶行坑害的弱势群体被贪官污吏的祸国殃民恶行坑害的弱势群体，，，，在依法抗击有权有钱有势在依法抗击有权有钱有势在依法抗击有权有钱有势在依法抗击有权有钱有势

者的不法侵权行为时者的不法侵权行为时者的不法侵权行为时者的不法侵权行为时，，，，一定要明确维权的方向和目标一定要明确维权的方向和目标一定要明确维权的方向和目标一定要明确维权的方向和目标！！！！  

一定要争取一定要争取一定要争取一定要争取中央中央中央中央政府和政府和政府和政府和社会社会社会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各方面的理解各方面的理解各方面的理解、、、、支持和帮助支持和帮助支持和帮助支持和帮助！！！！            

一定要将一定要将一定要将一定要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人民政府人民政府人民政府与与与与那些混入人民政府中的贪官那些混入人民政府中的贪官那些混入人民政府中的贪官那些混入人民政府中的贪官

污吏区分开来污吏区分开来污吏区分开来污吏区分开来！！！！        

一定要将庙里的个别坏和尚同其他并没犯错的好和尚区分开来一定要将庙里的个别坏和尚同其他并没犯错的好和尚区分开来一定要将庙里的个别坏和尚同其他并没犯错的好和尚区分开来一定要将庙里的个别坏和尚同其他并没犯错的好和尚区分开来！！！！        

不要因为受到庙里坏和尚的伤害便过激地将这个庙里的好和尚都视为坏不要因为受到庙里坏和尚的伤害便过激地将这个庙里的好和尚都视为坏不要因为受到庙里坏和尚的伤害便过激地将这个庙里的好和尚都视为坏不要因为受到庙里坏和尚的伤害便过激地将这个庙里的好和尚都视为坏

人人人人！！！！        

不要因为受到庙里个别坏和尚的伤害便不要因为受到庙里个别坏和尚的伤害便不要因为受到庙里个别坏和尚的伤害便不要因为受到庙里个别坏和尚的伤害便无理地认为整座庙都该拆除无理地认为整座庙都该拆除无理地认为整座庙都该拆除无理地认为整座庙都该拆除！！！！    

不要因为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内腐败分子违法乱纪行为的伤害便对以全心不要因为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内腐败分子违法乱纪行为的伤害便对以全心不要因为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内腐败分子违法乱纪行为的伤害便对以全心不要因为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内腐败分子违法乱纪行为的伤害便对以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立党宗旨的共产党失去信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立党宗旨的共产党失去信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立党宗旨的共产党失去信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立党宗旨的共产党失去信心！！！！    

““““党内和政府内的贪官污吏的违法乱纪行为党内和政府内的贪官污吏的违法乱纪行为党内和政府内的贪官污吏的违法乱纪行为党内和政府内的贪官污吏的违法乱纪行为””””并不代表党和政府并不代表党和政府并不代表党和政府并不代表党和政府！！！！        

反对并举报党内和政府内的贪官污吏的违法乱纪行为并不是反党反政反对并举报党内和政府内的贪官污吏的违法乱纪行为并不是反党反政反对并举报党内和政府内的贪官污吏的违法乱纪行为并不是反党反政反对并举报党内和政府内的贪官污吏的违法乱纪行为并不是反党反政

府府府府！！！！    

一定不要将护法维权这个一定不要将护法维权这个一定不要将护法维权这个一定不要将护法维权这个益国益民的益国益民的益国益民的益国益民的正义行为变成过激无理地同党和正义行为变成过激无理地同党和正义行为变成过激无理地同党和正义行为变成过激无理地同党和人人人人

民民民民政府对抗的错误行为政府对抗的错误行为政府对抗的错误行为政府对抗的错误行为！！！！        

这样的错误行为会让亲者痛让这样的错误行为会让亲者痛让这样的错误行为会让亲者痛让这样的错误行为会让亲者痛让““““黑恶势力及保护伞关系网中的贪官污黑恶势力及保护伞关系网中的贪官污黑恶势力及保护伞关系网中的贪官污黑恶势力及保护伞关系网中的贪官污

吏吏吏吏””””快快快快！！！！        

这样的错误行为会这样的错误行为会这样的错误行为会这样的错误行为会““““改变抗争的性质改变抗争的性质改变抗争的性质改变抗争的性质””””严重危害我们严重危害我们严重危害我们严重危害我们益国益民的益国益民的益国益民的益国益民的““““反黑反黑反黑反黑

反贪反恶反贪反恶反贪反恶反贪反恶””””护法维权工作护法维权工作护法维权工作护法维权工作！！！！        

一定不要将矛头一定不要将矛头一定不要将矛头一定不要将矛头不公正地指向正在大力加强反腐力度的中央人民不公正地指向正在大力加强反腐力度的中央人民不公正地指向正在大力加强反腐力度的中央人民不公正地指向正在大力加强反腐力度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将过激的愤怒不公正地发泄到将过激的愤怒不公正地发泄到将过激的愤怒不公正地发泄到将过激的愤怒不公正地发泄到的确有亲民爱民之心的中央人民的确有亲民爱民之心的中央人民的确有亲民爱民之心的中央人民的确有亲民爱民之心的中央人民政府头上政府头上政府头上政府头上！！！！        

举世皆知如今的中央人民举世皆知如今的中央人民举世皆知如今的中央人民举世皆知如今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府政府政府领导的确领导的确领导的确领导的确是是是是在尽心尽意为人民服务在尽心尽意为人民服务在尽心尽意为人民服务在尽心尽意为人民服务的的的的亲民亲民亲民亲民

爱民爱民爱民爱民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央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央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央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府政府政府领导领导领导领导的理解的理解的理解的理解、、、、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指导和帮指导和帮指导和帮指导和帮

助助助助，，，，弱势群体抗击有权有势的土皇帝非法侵害弱势群体抗击有权有势的土皇帝非法侵害弱势群体抗击有权有势的土皇帝非法侵害弱势群体抗击有权有势的土皇帝非法侵害的护法维权工作将困难重重难以的护法维权工作将困难重重难以的护法维权工作将困难重重难以的护法维权工作将困难重重难以

成功成功成功成功！！！！        

 

因为因为因为因为，，，，本律师和陈光诚早已深知本律师和陈光诚早已深知本律师和陈光诚早已深知本律师和陈光诚早已深知：：：： 

最反感自由和民主这两个词的是基层执法部门无法无天祸国殃民的土皇最反感自由和民主这两个词的是基层执法部门无法无天祸国殃民的土皇最反感自由和民主这两个词的是基层执法部门无法无天祸国殃民的土皇最反感自由和民主这两个词的是基层执法部门无法无天祸国殃民的土皇

帝们帝们帝们帝们。。。。 

      中国人民的自由和民主中国人民的自由和民主中国人民的自由和民主中国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是是是是执政党的历代领导核心都喜欢见到并发誓自执政党的历代领导核心都喜欢见到并发誓自执政党的历代领导核心都喜欢见到并发誓自执政党的历代领导核心都喜欢见到并发誓自

已要为之贡献终生的东西已要为之贡献终生的东西已要为之贡献终生的东西已要为之贡献终生的东西。。。。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维护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自由和民主权利的行为维护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自由和民主权利的行为维护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自由和民主权利的行为维护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自由和民主权利的行为，，，，它根本不是会让它根本不是会让它根本不是会让它根本不是会让

执政党的领导核心敏感反感的行为执政党的领导核心敏感反感的行为执政党的领导核心敏感反感的行为执政党的领导核心敏感反感的行为。。。。 

     其实其实其实其实，，，，最害怕维护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自由和民主权利的人最害怕维护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自由和民主权利的人最害怕维护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自由和民主权利的人最害怕维护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自由和民主权利的人，，，，对自由和民对自由和民对自由和民对自由和民

主这两个词敏感和反感的人主这两个词敏感和反感的人主这两个词敏感和反感的人主这两个词敏感和反感的人。。。。就是离社会弱势群体最近就是离社会弱势群体最近就是离社会弱势群体最近就是离社会弱势群体最近、、、、最容易并事实已经常最容易并事实已经常最容易并事实已经常最容易并事实已经常

侵害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侵害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侵害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侵害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基层执法部门的土皇帝们基层执法部门的土皇帝们基层执法部门的土皇帝们基层执法部门的土皇帝们。。。。 

     因为因为因为因为，，，，这些基层执法部门无法无天祸国殃民的土皇帝们这些基层执法部门无法无天祸国殃民的土皇帝们这些基层执法部门无法无天祸国殃民的土皇帝们这些基层执法部门无法无天祸国殃民的土皇帝们，，，，其主动或被动获其主动或被动获其主动或被动获其主动或被动获

得的权力寻租利益得的权力寻租利益得的权力寻租利益得的权力寻租利益，，，，正是产生于正是产生于正是产生于正是产生于““““将执法责任变作执法权力将执法责任变作执法权力将执法责任变作执法权力将执法责任变作执法权力””””、、、、““““将执法权力变将执法权力变将执法权力变将执法权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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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作不作不作不受监督的行政特权受监督的行政特权受监督的行政特权受监督的行政特权””””、、、、““““将行政特权变做横行无忌为所欲为的霸权将行政特权变做横行无忌为所欲为的霸权将行政特权变做横行无忌为所欲为的霸权将行政特权变做横行无忌为所欲为的霸权””””！！！！ 

     

因为因为因为因为，，，，本律师和陈光诚早已深知本律师和陈光诚早已深知本律师和陈光诚早已深知本律师和陈光诚早已深知：：：： 

违法乱纪侵害老百姓利益贪官污吏们经常用来打压护法维权弱势群体的高违法乱纪侵害老百姓利益贪官污吏们经常用来打压护法维权弱势群体的高违法乱纪侵害老百姓利益贪官污吏们经常用来打压护法维权弱势群体的高违法乱纪侵害老百姓利益贪官污吏们经常用来打压护法维权弱势群体的高

调即是调即是调即是调即是““““权力被侵害的公民们的集体护法维权行动多是易被利用的权力被侵害的公民们的集体护法维权行动多是易被利用的权力被侵害的公民们的集体护法维权行动多是易被利用的权力被侵害的公民们的集体护法维权行动多是易被利用的””””、、、、“被侵权被侵权被侵权被侵权

者的集体护法维权行动直接地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者的集体护法维权行动直接地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者的集体护法维权行动直接地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者的集体护法维权行动直接地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罪魁祸首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罪魁祸首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罪魁祸首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罪魁祸首，，，，其实根本不是其实根本不是其实根本不是其实根本不是"权力被侵害的公民们权力被侵害的公民们权力被侵害的公民们权力被侵害的公民们

的集体护法维权正义之举的集体护法维权正义之举的集体护法维权正义之举的集体护法维权正义之举"。。。。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罪魁祸首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罪魁祸首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罪魁祸首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罪魁祸首；；；；其实是必须得到有其实是必须得到有其实是必须得到有其实是必须得到有

效制止的效制止的效制止的效制止的“欺上压下欺上压下欺上压下欺上压下、、、、弄权渎职弄权渎职弄权渎职弄权渎职、、、、祸国殃民祸国殃民祸国殃民祸国殃民、、、、唯利是图唯利是图唯利是图唯利是图”的基层贪官污吏们的基层贪官污吏们的基层贪官污吏们的基层贪官污吏们“对无对无对无对无

权权权权无钱势单力薄的普通农民们的非法侵权行径无钱势单力薄的普通农民们的非法侵权行径无钱势单力薄的普通农民们的非法侵权行径无钱势单力薄的普通农民们的非法侵权行径”! 

    是谁在真正害怕是谁在真正害怕是谁在真正害怕是谁在真正害怕““““权力被侵害后不懈护法维权的弱势群体及协助弱势群体权力被侵害后不懈护法维权的弱势群体及协助弱势群体权力被侵害后不懈护法维权的弱势群体及协助弱势群体权力被侵害后不懈护法维权的弱势群体及协助弱势群体

护法维权的良心法律人护法维权的良心法律人护法维权的良心法律人护法维权的良心法律人””””？？？？ 

    绝不会是问心无愧绝不会是问心无愧绝不会是问心无愧绝不会是问心无愧“正在身体力行建设法制政府正在身体力行建设法制政府正在身体力行建设法制政府正在身体力行建设法制政府”的的的的“真正想落实亲民受民真正想落实亲民受民真正想落实亲民受民真正想落实亲民受民

利民政策利民政策利民政策利民政策”的中央政府核心领导的中央政府核心领导的中央政府核心领导的中央政府核心领导！！！！！！！！ 

    肯定是肯定是肯定是肯定是“欺上压下欺上压下欺上压下欺上压下、、、、弄权渎职弄权渎职弄权渎职弄权渎职、、、、祸国殃民祸国殃民祸国殃民祸国殃民、、、、唯利是图唯利是图唯利是图唯利是图”的贪官污吏的贪官污吏的贪官污吏的贪官污吏！！！！！！！！ 

    即便即便即便即便“境外敌对势力境外敌对势力境外敌对势力境外敌对势力、、、、境内持不同政见者境内持不同政见者境内持不同政见者境内持不同政见者”对对对对“无权无钱势单力薄的弱势群体无权无钱势单力薄的弱势群体无权无钱势单力薄的弱势群体无权无钱势单力薄的弱势群体

维权案维权案维权案维权案”的实际关注的实际关注的实际关注的实际关注“确实是确实是确实是确实是另有用意另有用意另有用意另有用意”；；；；只要及时尽职保护好了的国家主人我们只要及时尽职保护好了的国家主人我们只要及时尽职保护好了的国家主人我们只要及时尽职保护好了的国家主人我们

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我们的权利被侵害的弱势群体我们的权利被侵害的弱势群体我们的权利被侵害的弱势群体我们的权利被侵害的弱势群体”；；；；只要只要只要只要及时惩前毖后处罚了及时惩前毖后处罚了及时惩前毖后处罚了及时惩前毖后处罚了“违法乱纪的违法乱纪的违法乱纪的违法乱纪的

不法侵权贪官污吏不法侵权贪官污吏不法侵权贪官污吏不法侵权贪官污吏”；；；；政府就肯定能得到人民的认可和支持长久立于不败之地政府就肯定能得到人民的认可和支持长久立于不败之地政府就肯定能得到人民的认可和支持长久立于不败之地政府就肯定能得到人民的认可和支持长久立于不败之地！！！！！！！！ 

 

    八八八八、、、、具体辩护意见之五具体辩护意见之五具体辩护意见之五具体辩护意见之五：：：： 

    本律师认为本律师认为本律师认为本律师认为，，，，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至多应当承担违反治安管理之

责。 

自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于 2005 年初对“当地政府暴力计生”行为提出质疑后的 2005

年 9 月 8 日起，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先生和妻子袁伟静的人身自由一直受到非法限制，甚至连

去看望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先生的朋友也几无例外的遭到包围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先生的乡镇工作人员和

流氓黑恶势力的暴力殴打。 

2005 年 3 月 11 日下午 18 时，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自家中去 205 国道的路上，身边

始终紧随着执行跟踪和包围任务的 3名警察和 1２名以上乡镇工作人员及流氓地

痞。 

退一步来说，即便检察院指控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拦截汽车属实，根据《警察法》和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王庆玉等三名警察在看到汽车被拦截的第一时间，也

必须依法履行维护交通秩序的职责，立即给予被拦截的汽车提供有效的法律救

助。 

其法律程序是：第一，在第一辆汽车被截时，警察要立即将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强行

带离现场，以维护正常的交通秩序；第二，发现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有违法行为后，对其依法

采取强制传唤（通行的做法是带到公安机关）措施；第三，查明情况后，依法对

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先生进行批评教育，或给予一千元以下罚款及 15 天以下拘留的处罚。但

沂南县人民法院案卷沂南县人民法院案卷沂南县人民法院案卷沂南县人民法院案卷所有控方证人证言均证实，当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身边始终紧随着执行跟

踪和包围任务的 3 名警察和 10 名以上乡镇工作人员及流氓地痞，看到第一辆汽看到第一辆汽看到第一辆汽看到第一辆汽

车被拦截后车被拦截后车被拦截后车被拦截后，，，，3 名警察放弃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的职责名警察放弃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的职责名警察放弃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的职责名警察放弃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的职责，，，，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提供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提供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提供放弃对被拦截的汽车提供

有效的法律救助的职责有效的法律救助的职责有效的法律救助的职责有效的法律救助的职责，，，，放弃将陈光诚强行带离现场的职责放弃将陈光诚强行带离现场的职责放弃将陈光诚强行带离现场的职责放弃将陈光诚强行带离现场的职责，，，，放弃对陈光诚采放弃对陈光诚采放弃对陈光诚采放弃对陈光诚采

取强制传唤的职责取强制传唤的职责取强制传唤的职责取强制传唤的职责，，，，并迅速地将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紧紧地包围在公路中间，直到 3 小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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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 21 点，才履行应当在 3 小时之前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 

本律师认为，无论如何，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都不应是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而应

是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警察或是在其背后指挥和掌控案情进退的黑手！！ 

沂南县公安机关的个别警察以及背后指挥和掌控案情进退的黑手主观上

有不履行法定职责和企图陷害报复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陈光诚的动机，并实施了拖延 3 个小时的不作

为行为及其他刑讯逼供等犯罪行为，客观上造成 290 辆汽车被堵长达三小时之

久，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 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

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五十四条“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

报复陷害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规定，应当对失职警察及幕后黑手予以严惩”。    

 

综上所述综上所述综上所述综上所述，，，， 

控方对陈光诚的罪名指控根本不能成立控方对陈光诚的罪名指控根本不能成立控方对陈光诚的罪名指控根本不能成立控方对陈光诚的罪名指控根本不能成立！！！！ 

本律师特此再次郑重要求法院本律师特此再次郑重要求法院本律师特此再次郑重要求法院本律师特此再次郑重要求法院““““彰显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彰显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彰显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彰显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依法维护国家依法维护国家依法维护国家依法维护国家

法律尊严法律尊严法律尊严法律尊严、、、、依法保护陈光诚的合法权益依法保护陈光诚的合法权益依法保护陈光诚的合法权益依法保护陈光诚的合法权益、、、、依法对本案作出公正判决依法对本案作出公正判决依法对本案作出公正判决依法对本案作出公正判决””””！！！！ 

 

并此并此并此并此，，，， 

 

１１１１、、、、本律师对审判长张玉祥法官在庭审本律师对审判长张玉祥法官在庭审本律师对审判长张玉祥法官在庭审本律师对审判长张玉祥法官在庭审过程中未能充分保障陈光诚的申过程中未能充分保障陈光诚的申过程中未能充分保障陈光诚的申过程中未能充分保障陈光诚的申

请回避权这一行为提出强烈抗议请回避权这一行为提出强烈抗议请回避权这一行为提出强烈抗议请回避权这一行为提出强烈抗议！！！！ 

在开庭前在开庭前在开庭前在开庭前，，，，审判长张玉祥法官询问陈光诚是否申请有关人员回避时审判长张玉祥法官询问陈光诚是否申请有关人员回避时审判长张玉祥法官询问陈光诚是否申请有关人员回避时审判长张玉祥法官询问陈光诚是否申请有关人员回避时，，，，陈陈陈陈

光诚明确表示这个问题他要求由他的辩护律师李劲松负责代为回答光诚明确表示这个问题他要求由他的辩护律师李劲松负责代为回答光诚明确表示这个问题他要求由他的辩护律师李劲松负责代为回答光诚明确表示这个问题他要求由他的辩护律师李劲松负责代为回答。。。。 

但对身为盲人的陈光诚的这一合情合理合法的要求但对身为盲人的陈光诚的这一合情合理合法的要求但对身为盲人的陈光诚的这一合情合理合法的要求但对身为盲人的陈光诚的这一合情合理合法的要求，，，，审判长无理给以拒审判长无理给以拒审判长无理给以拒审判长无理给以拒

绝并宣称只能由陈光诚本人回答且限定绝并宣称只能由陈光诚本人回答且限定绝并宣称只能由陈光诚本人回答且限定绝并宣称只能由陈光诚本人回答且限定““““陈光诚不回答即视为不申请回避陈光诚不回答即视为不申请回避陈光诚不回答即视为不申请回避陈光诚不回答即视为不申请回避””””。。。。 

这导致身为盲人的陈光诚在开庭后才听出来此次出庭的公诉人员里至少这导致身为盲人的陈光诚在开庭后才听出来此次出庭的公诉人员里至少这导致身为盲人的陈光诚在开庭后才听出来此次出庭的公诉人员里至少这导致身为盲人的陈光诚在开庭后才听出来此次出庭的公诉人员里至少

有两位就是上次一审时配合枉法法官及违法律师共同实施了一次迫害光诚的违有两位就是上次一审时配合枉法法官及违法律师共同实施了一次迫害光诚的违有两位就是上次一审时配合枉法法官及违法律师共同实施了一次迫害光诚的违有两位就是上次一审时配合枉法法官及违法律师共同实施了一次迫害光诚的违

法诉讼的检察员法诉讼的检察员法诉讼的检察员法诉讼的检察员。。。。 

而至陈光诚确认此事当庭要求申请这两位曾参与配合迫而至陈光诚确认此事当庭要求申请这两位曾参与配合迫而至陈光诚确认此事当庭要求申请这两位曾参与配合迫而至陈光诚确认此事当庭要求申请这两位曾参与配合迫害自已的违法诉害自已的违法诉害自已的违法诉害自已的违法诉

讼属于讼属于讼属于讼属于““““与自已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与自已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与自已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与自已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依法回避时依法回避时依法回避时依法回避时。。。。 

审判长张玉祥法官又宣称审判长张玉祥法官又宣称审判长张玉祥法官又宣称审判长张玉祥法官又宣称““““陈光诚刚才已经用不回答的方式确认不申请陈光诚刚才已经用不回答的方式确认不申请陈光诚刚才已经用不回答的方式确认不申请陈光诚刚才已经用不回答的方式确认不申请

回避回避回避回避，，，，如今陈光诚已无权再申请回避了如今陈光诚已无权再申请回避了如今陈光诚已无权再申请回避了如今陈光诚已无权再申请回避了””””。。。。 

    

２２２２、、、、本律师对审判长张玉祥法官在庭审过程中驳回本律师本律师对审判长张玉祥法官在庭审过程中驳回本律师本律师对审判长张玉祥法官在庭审过程中驳回本律师本律师对审判长张玉祥法官在庭审过程中驳回本律师““““要求法院通知要求法院通知要求法院通知要求法院通知

控方当庭所放的控方当庭所放的控方当庭所放的控方当庭所放的 311 录象资料的录像人这一个辩护人至庭审时才新发现的现场录象资料的录像人这一个辩护人至庭审时才新发现的现场录象资料的录像人这一个辩护人至庭审时才新发现的现场录象资料的录像人这一个辩护人至庭审时才新发现的现场

重要目击证人到庭陈述他在拍摄录象过程中所亲眼见到的相关事实真相并接受重要目击证人到庭陈述他在拍摄录象过程中所亲眼见到的相关事实真相并接受重要目击证人到庭陈述他在拍摄录象过程中所亲眼见到的相关事实真相并接受重要目击证人到庭陈述他在拍摄录象过程中所亲眼见到的相关事实真相并接受

质审质证质审质证质审质证质审质证””””的申请这一违法决定提出强烈抗议的申请这一违法决定提出强烈抗议的申请这一违法决定提出强烈抗议的申请这一违法决定提出强烈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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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３、、、、本律师对审判长张玉祥法官在庭审过程中驳回本律师要求法院本律师对审判长张玉祥法官在庭审过程中驳回本律师要求法院本律师对审判长张玉祥法官在庭审过程中驳回本律师要求法院本律师对审判长张玉祥法官在庭审过程中驳回本律师要求法院““““向控向控向控向控

方调取其当庭所放的经剪方调取其当庭所放的经剪方调取其当庭所放的经剪方调取其当庭所放的经剪接的视听复制的这份录像资料的全部原始录象带并将接的视听复制的这份录像资料的全部原始录象带并将接的视听复制的这份录像资料的全部原始录象带并将接的视听复制的这份录像资料的全部原始录象带并将

其提交法庭接受质证其提交法庭接受质证其提交法庭接受质证其提交法庭接受质证””””的申请这一违法决定提出强烈抗议的申请这一违法决定提出强烈抗议的申请这一违法决定提出强烈抗议的申请这一违法决定提出强烈抗议！！！！ 

 

４４４４、、、、本律师对审判长在庭审过程中无理驳回因本律师本律师对审判长在庭审过程中无理驳回因本律师本律师对审判长在庭审过程中无理驳回因本律师本律师对审判长在庭审过程中无理驳回因本律师““““要求将对陈光诚涉要求将对陈光诚涉要求将对陈光诚涉要求将对陈光诚涉

嫌故意销毁坏财物罪的审理延期至该案的关键证人陈光和被非法绑架案初步侦嫌故意销毁坏财物罪的审理延期至该案的关键证人陈光和被非法绑架案初步侦嫌故意销毁坏财物罪的审理延期至该案的关键证人陈光和被非法绑架案初步侦嫌故意销毁坏财物罪的审理延期至该案的关键证人陈光和被非法绑架案初步侦

查结果出来查结果出来查结果出来查结果出来””””的申请这一决定提出强烈抗议的申请这一决定提出强烈抗议的申请这一决定提出强烈抗议的申请这一决定提出强烈抗议！！！！ 

 

 

 

 

 

 

                               

                                    陈光诚的一审辩护人陈光诚的一审辩护人陈光诚的一审辩护人陈光诚的一审辩护人            李劲松律师李劲松律师李劲松律师李劲松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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