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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維權人士  

2011.1-12（15項） 

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1 201102 唐荊陵 /廣州

律師 

被當局指控「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而被異地監視居住 5個多月，8月 2日

被當局送回湖北老家。 

美國之音

(2011/08/03) 

2 201102 陳光誠 /山東

維權律師 

2月 9日美國對華援助協會公開陳光誠

一段錄影帶，披露他去年 9月 9日刑滿

出獄後，夫妻兩人遭到的軟禁和迫害，

兩人在影片中說，當局每天分 3 班人

員、每班 22 人進行監控，女兒也不能

上學。並曝光陳光誠妻子袁偉靜的一封

親筆信函，透露他們於 2 月 18 日起受

到的迫害。 

中央通訊社

（2011/02/10）

、 

台灣蘋果日報

(2011/06/18) 

3 20110216 馮正虎 /大陸

維權人士 

2月 16日遭傳喚及抄家，大量光碟及訴

訟案件資料被抄走，本人表示這與他堅

持「我要立案」的維權行動有關。3 月

3 日又被警方帶去派出所，之後將其送

到上海郊外長興島一個偏遠的農莊，不

准他與外界有任何接觸，3月 21號回到

家中。馮正虎說，警方沒有提供強迫他

旅遊的任何理由或辦理任何手續，整個

過程不合法。 

自由亞洲之聲

(2011/02/18)、 

美國之音

(2011/03/24) 

4 20110224 毛恒鳳 /維權

人士 

因生第二胎遭受迫害而上訪多年，2010

年 2月被以「擾亂社會秩序」勞教 1年

半，關押在安徽女子勞教所，受盡折

磨，導致身患多種疾病，當局在 2011

年 2月釋放。其後 2 月 24日又被當局

以所謂「從事非法活動」為名，從家中

帶到上海監獄醫院。因身體健康每況愈

下，7月 28日被提前釋放回家。 

自由亞洲之聲

(2011/07/30) 

5 20110305 朱虞夫 /浙江

省民主黨成

員、資深異議

人士 

2011年初茉莉花運動期間，在網上發表

詩作「是時候了」，呼籲民眾上街，3

月 5 日被當地公安人員帶走並關押至

今，杭州市檢察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罪的罪名正式起訴，2月 10日被裁定煽

美國之音

（2012/01/19）

、新報 

(2012/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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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人名（團體）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立，判監 7年，

剝奪政治權利 3年。 

6 20110321 王荔蕻 /北京

維權人士 

王荔蕻 3 月 21 號被警方帶走，其親屬

沒有收到任何法律文書，經多方打聽，

家人才知她被羈押在朝陽區看守所。4

月 20 日被北京朝陽區檢察院正式批

捕，涉嫌罪名是「尋釁滋事」。 

自由亞洲之聲

(2011/04/22) 

7 201104 左曉環 /異議

人士 

左曉環的律師劉曉原，指責政府自從今

年 4月左曉環被拘禁之後，四川省綿陽

市法院多次延遲案件的審理；且在不經

過任何法律程序的情況下，將左曉環非

法拘禁。並表示，左曉環因為簽署了 08

憲章，被控顛覆國家罪名，但這只是案

件表面，實際上是因為幫助當地失去工

作的教師們起草，以及向政府遞交抗議

書。 

加拿大廣播

(2011/10/14) 

8 20110413 倪玉蘭 /北京

維權律師 

4月 13日被北京市警察以涉嫌「尋釁滋

事罪」刑事拘留。12月 29日在北京西

城區法院首次開庭審理，其辯護律師程

海表示，被告在庭審中否認所有指控。 

法國廣播

(2011/04/14)

、德國之聲

(2011/12/29) 

9 20110601 李勇 /民運人

士 

接到當地國保電話，被明確告知「六四」

敏感時期不要亂說亂動，並且被告知手

機與電腦可能會被屏蔽，當晚李勇的電

腦即被斷線。 

自由亞洲之聲

(2011/06/05) 

10 20110604 端啟憲、張維/

廣西南寧維權

人士 

據中國民間維權團體民生觀察工作室

披露，2人計劃於 6月 4日進行絕食活

動，紀念六四事件 22 週年，當日被國

保人員帶走，並關在仙葫派出所。 

自由亞洲之聲

(2011/06/05) 

11 20110610 黃琦 /維權人

士 

呼籲調查 2008 年中國汶川大地震導致

大量中小學校園倒塌，2008年 6月在成

都被逮捕，一年後被以洩露國家機密罪

判處 3年徒刑，今年 6 月 10日刑滿釋

放。 

加拿大廣播

(2011/06/11) 

12 20110725 陳光誠 /山東

維權律師 

7月 25日，雷電破壞陳光誠家附近的電

子屏蔽設施，陳光誠藉此機會，打通幾

位朋友的電話。三天後，雙堠鎮鎮長張

健帶人闖入，在其家裏展開地毯式搜

德國之聲

(2011/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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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並盤問及毆打陳光誠夫婦。 

13 20110913 郭飛雄 (本名

楊茂東 )/廣東

維權人士 

2007年 11月被廣州法院以「非法經營」

罪判處有期徒刑 5年及罰款 4萬元。，

2011年 9月 13日，郭飛雄從廣東梅州

監獄刑滿被釋放。（2009年 11月 21日

美國人權團體稱，郭飛雄的妻子張青與

兒女已經獲得美國批准政治庇護。） 

英國 BBC廣

播

(2009/11/23)

、德國之聲廣

播電臺網站

(2011/09/15) 

14 20110917 唐荊陵、劉士

輝、金光鴻、

李天天 /維權

律師 

在「茉莉花」行動後被當局監禁、短期

拘留或監視居住。唐荊陵被當局監視居

住 5個多月中，審訊人員分三批對他進

行晝夜不間斷的審訊，不讓他睡覺、休

息；劉士輝被拘留期間，當局對他進行

長達 5天的審訊，不讓睡覺，導致其完

全崩潰；金光鴻被關進精神病院，連續

幾天被毆打，並被強制注射不明藥物，

記憶力受到損害；李天天被當局軟禁 3

個月中被施以拳腳，多次處於崩潰的邊

緣。 

美國之音

(2011/09/18) 

15 20111216 高智晟 /人權

律師 

在緩刑期間多次嚴重違反規定，北京市

第一中級法院作出裁決，撤銷高智晟的

緩刑，收監執行原判刑罰，執行 3年監

禁，現被關押在新疆阿克蘇地區的沙雅

監獄。 

自由亞洲之聲

(2012/01/02)

、法國廣播

(2011/1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