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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2015 年 7 月 9 日起，全國有不同地區的律師、律師助理、維權人士、家屬等，
突然被公安局拘捕、約談、限制出境等，受影響人士超過 300 人，至今仍有 16
人被拘留，被稱為「709 大抓捕事件」。本集節目採訪三位「709 事件」中被捕
律師的太太，講述她們在丈夫被抓捕後，家庭所起的變化、為丈夫奔波遇到的打
壓、對丈夫維權的改觀及盼望。

內容重點：







了解「709 事件」經過及進展
了解三位被抓維權律師的家庭生活所受的衝擊和變化
探討被抓維權律師的妻子為丈夫奔走而被打壓的經歷及感受
了解三位被抓維權律師妻子因丈夫的遭遇而對現狀的反思
分析當局處理「709 事件」的手段
探討「709 事件」反映中國法治的情況及造成的負面影響

持分者：
持分者

人物 / 組織

維權律師
及上訪民
眾家屬

原珊珊
(謝燕益律師
太太，35 歲)

經歷 / 看法






曾經當過護士，嫁給謝燕益律師後，成為家庭主
婦
2015 年 7 月，丈夫突然被公安帶走，人生起了翻
天覆地的變化
丈夫不知第三個孩子的出生，也沒有給她辦理出
生證，因為一直等丈夫回來給她起名字，現在叫
她「妹妹」或者「三寶」
，因為覺得她是我們家的
第三個寶貝
剛認識丈夫時，正是他起訴國家軍委主席江澤民
的時候，那時自己便問：可以起訴主席嗎？他說
1







依法就可以
不知道丈夫被誰帶走，然後天天也去很多部門找
他，沒有任何一個人承認帶走了他，或告知他被
哪個部門帶走和在甚麼地方，自己覺得他人間蒸
發了，每天只要一睡覺就做噩夢
（給謝燕益的寄語）謝燕益，你還好嗎？自從你被
抓以後，兩個兒子再也沒有踢過球。他們說，踢
球還是等爸爸回來，一起跟爸爸踢
問兩個兒子，爸爸要是很長時間沒回來，是否還
認識爸爸？他們說認識，老二會說可以聞他身上
的味道，並跑到爸爸的床上去聞床單，並質問為
何把爸爸的床單洗了，說不應該洗，因為把他的
味道洗了，以後便認不到他



（給謝燕益的寄語）謝燕益，有一個消息，不知道
你能不能夠接受，就是奶奶去世了，並且走得非
常突然，可是他們還是沒有讓你回來



2015 年 8 月，謝燕益媽媽突然去世，當時自己懷
孕了，穿着孝服、拿着直幡，向公安局要求見丈
夫，不過遭到拒絕，更被當局即時扣留了三天。
當時公安聲稱，只要自己不再鬧事，丈夫很快就
會獲釋
自己也相信官方、黨和政府，若他沒有問題，便
應該很快就回來，自己就是不要做一些事情去激
怒官方。但其實他們說的話、做的事，越來越不
可以想像，就覺得這樣的路是走不通的








2015 年 9 月 27 日（和王峭嶺及李文足等）到北京
市最高檢察院，把女兒放進桶裏，去找爸爸；意
思就是如果感到悲痛，就背個桶吧
晚上十時半還見到監控人員在我們家的樓道（走
廊）和車庫監控，估計是密雲市公安局的
2016 年 1 月，收到當局控告丈夫涉嫌「顛覆國家
政權罪」的逮捕通知書，就打算為丈夫聘請辯護
律師，豈料當局說早已為他安排好，後來加上一
連串的逼遷和監控，實在忍無可忍。如果謝燕益
犯了法，可以起訴他；但去找他的家屬、孩子，
騷擾我們的正常生活，不讓我們住，只要自己在
網上發一篇文章，國保就會上門，那就肯定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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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足
(王全璋律師
太太)

們有問題，所以會怕自己把謝燕益的消息放到網
上或媒體上，把真相放出去
我們每次出來第一件事都是先拍一些照片，防止
隨時可能被失蹤、被抓
由於我們的丈夫移送檢察院的期限到期，便到天
津問一下他們的情況和案件進展，是已經到公安
局，還是在檢察院繼續延期，或是提前起訴？
希望可以在天津檢察院或看守所官員口中，得知
丈夫的消息，不過每次都失望而回，被通知說謝
燕益、王全璋、李春富的案件又被延期了。我們
家屬聽到這個消息之後，真的心灰意冷
面對這麼樣的權力，我們只能堅強一點，因為我
們站在正義的一方，所以不怕受逼害



中國傳統是過節、聚會時，或春節時，會吃餃子。
包餃子是希望他們出來之後，然後我們一起聚在
家，還能夠包餃子，那就真的是團圓



（給謝燕益的寄語）謝燕益，你還好嗎？一年多沒
有你的消息，你做的這些事情是值得我和孩子驕
傲的，所以我們都支持你。我們還有快樂的大半
生時間，還有我們的孩子



（給王全璋的寄語）全璋，不見你 1 年 5 個月了，
我從以前的淑女，變成現在警方口中的潑婦，不
知道等你回來以後，這個你能不能適應。我們等









你回家
2015 年 9 月 27 日到北京市最高檢察院，我們（和
原珊珊及王峭嶺等）隨便拍了照片就被警察抓到
派出所；他們一直問︰你拿這個桶幹甚麼？
看丈夫可以不顧自己的安危，為別人去做這些事
情；他是自己的丈夫，現在失去自由了，遭到這
種逼害，自己出來為他奔走呼籲、維權，這是一
個妻子應該做的事
拒絕拍片勸丈夫認罪後，令三歲的兒子也受到牽
連。為孩子往幼兒園報名，途中卻被攔住，又或
有國保跟著
對孩子肯定有很大的虧欠，因為他在這麼小的年
紀，便承受了不應該承受的一些東西。我們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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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株連，孩子上不了幼兒園。這些兒子都知道。
覺得太無恥了，王全璋還未判罪，當局怎能這樣
對他的孩子？當時就想跟他同歸於盡
（給王全璋的寄語）全璋，不見你 1 年 5 個月了，
我跟孩子和父母都挺好的，不要擔心，其實大家
都很想念你
作為一個妻子，自己肯定擔心丈夫的安危。2013
年 3 月，丈夫在靖江為一位法輪功學員辯護時，
當庭被留下來拘留和失去消息，自己就開始在微
博上關注這件事、關注他那圈子的人，包括律師、
公民等，那時候才稍為深入的了解，原來我們生
活的環境是這樣黑暗，普通老百姓生活真的相當
艱難

王峭嶺
(李和平律師
太太)












跟丈夫在大學修讀法律時認識，畢業後便結婚，
成為家庭主婦
2015 年 9 月 27 日到北京市最高檢察院，被警察抓
到派出所。警察問：
「桶上寫着『和平愛你，等你，
支持你』
，是你的桶嗎？」自己說是，他說現在要
依法沒收，因為它是做案工具，自己當時就笑崩
了
我們那時候穿紅衣服，寫的字是紅色，因為公安
給我們逮捕通知書，是想用罪名把我們壓垮，令
我們害怕、恐懼、不敢出來，但我們當時就是要
用很鮮艷的顏色，表示不打算放棄
（給李和平的寄語）和平，你知道最近我們家屬們
在討論甚麼事情？我們在想，如果你現在獲得自
由，我們見到各自的丈夫時，第一句話說甚麼
丈夫是一個甚麼人？農村出來的。他出來之後，
可以有房、有車，過好日子，可以不去做那宗維
權案子；但他知道一個農民被冤屈，因為可能有
危險、被吊銷律師執照，及被扣上甚麼罪名，而
說管不了、讓他走了的話，他一輩子甭想睡覺，
因為良心是很難平安下來
原本一直都反對丈夫不斷透過法律行動，挑戰政
府干預宗教自由和致力立法廢除酷刑。
「709 事件」
之前，自己天天都抱怨，因為他走得太遠，令我
們一家不能過安靜的生活。用自己的眼光看他的
4







世界，就肯定會跟他吵架，但當「709 事件」發生
後，自己逐一經歷了他那世界的事，例如好好站
在路邊，就被抓進派出所
（給李和平的寄語）和平，我很怕，就是不能夠
表達對你的虧欠，因為在你做人權律師、辦了這
麼多的案件的時候，我對你有許多不理解和不認
可，但這一年來，我非常非常敬佩你。如果你出
來了，我被抓進去，也希望你能看到這段說話
由於身為律師的李和平弟弟李春富在公開聲援哥
哥後，直至現在仍被當局刑事拘留，故擔心繼續
為丈夫維權，自己最終也可能難逃被拘捕的命運
現在送衣服或送錢也被拒，律師也不見，通訊也
不給。為了想看看那些跟我丈夫一起被抓的人，
在春節前自己駕車一路往南開，又計劃春節後去
北面和山東之類

王全秀



來自天津市公安局的人勸自己要拍一段視頻，由



我丈夫認罪，並說「你看你母親身體那樣，讓他
認了罪，早點出來」
我們整個老家都被翻遍了，在找罪證。如果他真
的有罪，就把他判罪，我們也無話可說，但沒罪
而叫我們去勸罪，這是哪條法律規定的？

(王全璋律師
姐姐)

劉二敏
(上訪民眾瞿



岩民太太)

被捕維權
律師的孩
子

是可以

李和平父親



派出所到我們家裡幾趟，說李和平還不認罪，態
度不好

謝燕益兒子



都一年沒有看見爸爸，我們要送給他一個擁抱和
一個吻，表達愛和支持他

佳美

(六歲，李和平
女兒)

王全璋律師的



三歲兒子
維權律師

對於我們 709 家屬來說，這餃子一點意思都沒有，
因為人都不全，吃餃子有甚麼意義？招待客人倒

葛文秀
(律師)

我們要跟爸爸說一聲「你好」，每次我們都喊着
「709 家屬」，我們想要快點見到你
一年多以前，親眼看着爸爸被公安帶走
媽媽替自己去報名(入讀幼兒園)，有國保跟着，而
且去逛廣場，也有人跟着




被李和平父親問：李和平是不是一個好人，好人
怎麼會被政府抓起來
李和平沒有罪可認。他是有良知的人，要為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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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文生
(律師)



社會底層、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民講話，要為受
到冤枉的人去辯護，希望法律給這些人公平
這樣的人卻被安上一個罪名，關了進去，更不允
許家屬聘請律師辯護，這不是一個很顛倒的時代
嗎？
這次 709 大規模抓捕律師，也屬於史無前例的法
律倒退。這一次打壓讓全世界看到中國當局的一



種邪惡，是真正打着法治旗號反法治的一個極權
政權
自己為被捕律師太太提供法律援助，而最憤怒的
是當局剝奪當事人、家屬和辯護律師的會見權及
通信權，嚴重違反內地的《刑事訴訟法》
有甚麼樣的老百姓，就有甚麼樣的統治者；如果



中國人都不用大腦思考的話，這個社會如何去改
變？
「一人羈於囚，十人奔於途，百人憂於心」
，如果



一個人被抓的話，可能會有十個人為他奔走，及
百人憂心忡忡。如果當局想這樣抓人的話，抓十
個人，就可能有十萬人知道這件事，抓一百人就
有一百萬知道；如果它真的抓一萬人，可以想像
內地政府受得了這社會輿論壓力嗎？

其他資料：
709 大抓捕事件 






過去數年，內地的維權律師，越來越多以聯合行動，處理訴
訟案件，引起當局關注
2015 年 5 月發生「慶安事件」
，被視為「709 大抓捕」的導火
線。當時住在黑龍江的農民徐純合在慶安火車站起程到北京
上訪，被民警堵截，糾纏期間被開槍擊斃。事發後，徐純合
家人委託原珊珊的丈夫謝燕益及其餘 22 位律師控告民警故
意殺人，豈料部分律師先後被公安拘留，直到全國 733 位律
師發出聯署聲明，律師才全部獲釋
由 2015 年 7 月 9 日起，全國有不同地區的律師、律師助理、
維權人士、家屬等，突然被公安局拘捕、約談、限制出境或
限制人身自由。受影響人士超過 300 人，涉及 24 個省份，至
今仍有 16 人被拘留，海外輿論稱為「709 大抓捕事件」
被捕的律師大部分都曾經代理一些涉及地下教會、法輪功、
政治異見人士和拆遷維權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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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被捕律師的家屬最初都以為安靜地等待，丈夫很快會回
來；原珊珊、王峭嶺及李文足在大半年前開始，每星期都會
一同到天津要求當局交代丈夫的開庭日子，同時繼續爭取外
界關注
李和平的弟弟李春富也是律師，在公開聲援哥哥後，直至現
在仍被當局刑事拘留
2016 年內地官方媒體相繼播出被捕維權人士的認罪片段，部
分更在沒聘請辯護人之下開審判刑，不過包括王全璋在內，仍
有 6 名被捕律師至今未知道開庭日子
2016 年 11 月 21 日，江天勇律師在長沙探望「709 案」家屬
後失去聯絡
2016 年 12 月 5 日，李和平律師被正式起訴，罪名是「顛覆
國家政權罪」
，而謝燕益、王全璋及李春富仍被拘留，案件由
公安繼續偵查搜證

影片標籤 (CuePoints)：








0013
0149
0235
0353
0607
0731
0954

709 大抓捕事件的內容及三名被捕律師太太給丈夫的寄語
原珊珊講述謝燕益被捕後甚至不知道女兒的出生
慶安事件與 709 大抓捕的始末
原珊珊講述追尋謝燕益的下落不果及兒子對他的思念
原珊珊講述自己及家人被監控及騷擾的感受
原珊珊、王峭嶺及李文足找當局交代丈夫去向而遭打壓
王峭嶺講述丈夫的信念及 709 事件後自己對丈夫維權行動的重新








理解
1252
1443
1538
1801
1846
2020

家屬過節聚會，葛文秀向李和平父親解釋他兒子為民辯護，沒有罪
官方媒體相繼播出被捕人士認罪片段，王全秀拒絕拍攝
李文足與兒子生活被干擾，但因丈夫維權而了解環境的黑暗
原珊珊、王峭嶺及李文足到天津找丈夫消息，失望而回
余文生批評當局的大規模抓捕及處理
709 事件部份相關人士的最新情況

思考問題：
1.
2.
3.

根據節目內容，描述「709 大抓捕事件」的經過。
謝燕益被捕後，原珊珊的生活起了怎樣的變化？
原珊珊、王峭嶺和李文足在到天津找當局交代丈夫情況時有甚麼遭遇？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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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受到怎樣的打壓？
原珊珊、王峭嶺和李文足在各自的丈夫被抓後，對他們的維權行動有甚麼改
觀？她們現時有甚麼共同希望？
為什麼余文生認為「709 事件」是屬於史無前例的法律倒退？你在多大程度
上認同他這說法？解釋你的答案。
綜合節目內容，從「709 事件」受牽連的維權律師現況，分析中國的法治狀
況。

延伸閱讀：
1. 通識專題：709 事件
http://www.liberalstudies.hk/?date=2016-08-05
2. 一日一通識：維權
http://www.liberalstudies.hk/daily_concepts/index.php?word=2
3. 一日一通識：異見人士
http://www.liberalstudies.hk/daily_concepts/index.php?word=106
4. 通識專題：烏坎村事件
http://www.liberalstudies.hk/index.php?date=2016-06-21
5. 集師廣益：只想做普通公民的英雄
http://www.liberalstudies.hk/blog/ls_blog.php?mode=showThread&id=1801&m
other_id=1701
6. 集師廣益：從烏坎村事件認識「電視認罪」的功用
http://www.liberalstudies.hk/blog/ls_blog.php?mode=showThread&id=2899&mot
her_id=644

影片連結：
http://www.liberalstudies.hk/video/programme.php?vid=tcs16-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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