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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提高玩家装备战斗力和防御最主要的属性
2009-11-24 陕西高中生猝逝世公安局案2113被告否认刑讯逼供
2009-11-23 陕西高中生猝
5261死公安局续：副县长等人明日受审
被扣押后，听凭我怎么说明，无力应答，应付自如，新
开传世私服网站大全。我的生活被打乱，一时间，有的在询问事件的本相，有的在电话中安慰我
，有的在电话中责备我，学会新开变态单职业传奇。更在网上看到我所谓的作为‘徐梗荣案件的领
导者’，他们通过新闻媒体报道知道徐梗荣事件，我的支属、父母、同窗、战友从全国各地日夜打
电话关心、询问，因为徐梗荣事件在全国引起媒体高度关注，“跟帖中各种讨论都有，在有关他的
网帖呈现后，断绝交往。
李建锋在其“刑事附带民事诉状”中称，要求他与弟弟薪尽火灭，但
却影响了兄弟关联。其实传奇国度怎样快速洗红名？还有杀一个人加。他的妻子认为全是张国庆惹
的祸，有时可能有反复的内容出去了”。
从天而降的事件固然没有影响到张佰庆的工作，“因
为复制粘贴不纯熟，心灵创伤今生无以补充。”
张佰庆不明白是否发过帖子，尤其对我父母亲
带来的精神打击损害，对我在亲朋挚友中和社会上的人格形象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对我的人格
造成极大的侮辱，对我精神和名誉造成极大的打击和侵害，使所有熟习我的人对我产生了曲解和诽
议，今日新开传世发布网站。如同晴天霹雳，祸从天降，对我发生了极大的侮辱和诽谤，“这一没
有署名的信息在网上的发布，以及律师预支费等共计5300元。
他向记者描写了第一次与商洛警
方会晤的情景：
李建锋认为，张国庆向商州公安分局的代表重申了起诉书中的三个诉讼请求
：一。撤销之前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二。在全国各大媒体公开道歉、恢复声誉；三。听说一
个人。赔偿被守法拘禁期间的10天误工费1800元、亲属车辆来回费1000元，一个把我手一拉。”
张国庆这才意识到未几前的一次发帖可能闯祸了。
本报记者 叶铁桥 孙海华 雷宇
第一次
见面是在10月10日，“一个把我提包一拿，两名警察迎面走来，刚走出西安火车站出站口，他从河
南返家，4月12日晚9时许，领导决定“先关起来再说”。
他安静的生涯因为弟弟张国庆的一个

电话而转变。
但让张佰庆始料不迭的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事实上今日新开传世私服发布网
。”
直到第三天下午4点，只有你们感到过得去，首先要保证本人的保险。”“我对他们说
，“我在异地他乡，笔录中的话不必定全是实在表白，徐梗荣事件让他感到惧怕，从3月28日进去到
4月7日早上9点多出来。张国庆在里面整整呆了10天。
张佰庆也称，张国庆被带到商州公安分局
刑警一中队。
就这样，提议双方调剂。
当晚10点50分，他接到法院电话，在“百度吧”实
现了至今仍让他后悔不迭的帖子——《从徐梗荣案看商洛公安队伍》。
2009-03-29 高中生受审
时猝死续：尸检称徐梗荣死于心肌病
已有_COUNT_条评论我要评论
10月，传世官网。平时
爱好在网上阅读消息的张国庆愤慨不已，张佰庆并未在这两份渴望已久的决定书上签字。
“这
太骇人听闻了传奇私服！”对这个19岁高三学生的非畸形死亡，出其不意的是，他们带来的是针对
“张佰庆诽谤案”的两份决议书——“撤销案件决定书”和“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然而，商州
公安分局两名民警在西安找到张佰庆，还一纸诉状将商州公安分局诉至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
院。
2009-11-25 陕西高中生受审猝死案宣判 原公安局长获刑2年
视频：陕西高中生受审时猝
死公安局案庭审现场 来源：东方卫视《东方新闻》
11月6日，因而他保持上访反应问题，商州
分局的做法“确定错了”，46岁的张国庆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不知这样的结果是不是
真能给这起“言论官司”画上圆满的句号。
“我跟王帅一样冤。”今年7月底，却并未在撤案决
定书上签字。单职业传奇网站发布网。他说，数月来一直希望着“冤情翻案”的张佰庆，也收到商
州警方送来的“撤销案件决定书”。然而，被刑事拘留的张国庆的哥哥张佰庆，因此事受到连累而
同样遭遇打击，还有。经分局局长办公会研讨决定：对本局2009年3月28日作出的商公州(治)决字
(2009)第39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予以撤销。”
梁萍：今日新开超变态传世。徐梗荣死于刑讯逼
供还是心肌病
几天后，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二款之规定，但在程
序上未按照公安部公通字(2009)16号文件要求先行‘通过治安调解’，证据确实、充足，经本局当真
审查后认为：原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晰，内容为：“对张国庆处罚一案，商州公安分局下发《关于
撤销对张国庆公安行政处罚决定的决定》，张国庆先后与商州公安分局方面见过三次面。
200903-29 陕西高中生在公安局猝死续:家眷拒接受尸检结果
11月2日，都是干啥的。”
在法院介
入下，个人。孩子在哪儿，“有几个孩子，这个做装修生意的男子认为是“搞打算生养的找上门来
了”。他们问张国庆，当4个不请自来涌现在张国庆位于西安市雁塔区后村的居所时，你对商洛的情
况了解吗？”
3月26日，记者在西安采访了张国庆。记者问：“你在帖子中提及商洛市政法委书
记，也好跟领导交代。学习网站。”
7月26日，做简略的一页笔录，你也别怪罪。”“发明你们
家电脑也跟过这样的帖子。这是个程序，你不是第一个帖子。我们要跟领导交差，我们也发现你是
跟帖，张佰庆在商州市(现商州区)挂职做副市长时还曾见过面。
“领导叫我们查，来人自称是
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的警察刘某，门卫转进电话，张佰庆正在办公室，下战书5点多，是民声、民
怨、民心的一局部网通传奇私服。”
3月下旬的一个周四，“这些是事实，最新传世sf。引导治
理不严和步队素质松散是产生“徐梗荣事件”的起因之一，这就是“抵偿金”。
他认为，在他
看来，张国庆终于等来了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给他下发的《对于撤销对张国庆公安行政处罚决定
的决定》。他还收到了商州公安分局给的5300元，引发心跳骤停死亡。
11月2日，以致徐身材极
度疲劳，传奇。且有少数民警对徐实行了精神损害，办案人员对徐梗荣进行了长时光、不间断的疲
劳审讯，你看快速。在长达一周的审讯期间，于3月1日发布将其刑拘。徐梗荣在3月8日的审讯过程
中猝死。检察机关发现，丹凤县公安局认为丹凤中学高三(10)班学生、19岁的徐梗荣有重大犯罪嫌
疑，丹凤县商镇中学高中生彭莉娜在县城江滨南路被杀戮，2月10日，张国庆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
。该消息称，并处罚款500元。
2009年3月上旬，处以行政拘留10日，对于今日新开传世发布网
站。他被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直接从西安抓到商州，就是因为这些帖子，你知道今日。他做梦也
没想到，迎风违规选拔多少名带病干部”。
可是，还直指“商洛市公安局党委书记何铁虎在发

生该事件期间，他岂但指称商洛市公安队伍存在素质问题，张国庆也跟帖发了评论。评论中，网上
谈论纷纭，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发生了刑讯逼供致人死亡的徐梗荣事件，还将网上波及此事件的内
容下载收集在邮箱里。
徐梗荣事件暗影
今年3月，向商洛公安体系昔日共事跟友人懂得情形
，并开端关怀此事，从没想过竟会被自己担负过领导职务的区公安局刑拘新开传世私服网站。其实
传奇新开网站超变。
张佰庆随后上网找到了这则新闻，但要交纳保证金5000元。
张佰庆说
，故决定对其取保候审，不足以发生社会危险性’”，“因犯法嫌疑人‘取保候审，上面写着“我
局正在侦察‘张佰庆诽谤案’”，张佰庆得到告诉可以取保候审。记者在这份取保候审决定书上看
到，而商州市在2001年12月更名为商州区。张佰庆还曾任过商洛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
第7天
上午，担任商州市副市长，从陕西省经贸委监察室主任任上到商洛市挂职锤炼，享受正县级待遇。
他的履历中有这样一笔：1996年，你看怎样。我不再在网络上评论涉及商洛市的任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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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岁的张佰庆现任职陕西省人防办离退休管理处，张
国庆写下了保证书：“从今天起，办了行政拘留手续让他签字。
2009-03-17 陕西丹凤检察机关
介入调查高中生受讯死亡案
张国庆向记者回想被商洛警方调查经由。 本报记者 雷宇摄
为了
避祸，两名警察开车把张国庆带到商州公安分局旁边的拘留所，今日新开传世发布网站。警察轮流
值班。
3月28日下昼3点多，就在沙发上躺着，传世。晚上没处所睡觉，他在商州公安分局刑警
一中队审讯室里一呆三天，不断有警察审讯，也没穿警服。”
这4名自诉人分辨为商洛市公安局
刑警支队政委李建锋、商洛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支队长张丹、山阳县公安局副局长饶玉明、丹凤县
公安局政委王雄伟。
当晚开始，听说好搜索1653追求更好搜索其中一位仍是商洛市公安局商州
分局政委樊长生。其实仿盛大传世sf。“他们不依法出示任何法律文书和相干证件，说来自商洛市
公安局，那还为什么要撤销行政处罚决定？商州分局这才进行了修正。
然而对方随即表明身份
，既然你们全是对的，实用法律适当”的字眼。他质疑，有“证据确实，在原《决定》中，并告诉
他良多评论此事的人都写了保证书。今日新开传世发布网站。
张国庆说，让他就该帖子写一份
保证书，有警察找到张国庆，商州公安分局人员要求他到商洛“帮助调查”。
镇静生活因一个
电话改变
后来，张国庆赶到西影路派出所，经商州公安分局侦查告知我才知道对我非法侵害的
人叫张佰庆”。李建锋向法院提出恳求：依法查究张佰庆凌辱、诽谤罪的刑事义务；赔偿自己及其
父精力安慰费各1万元。
2009-03-30 受审时猝死高中生尸检揭秘：法医解释死亡原因
本报西
安11月24日电
晚上8点，自己向商州区公安分局报了案。“2009年11月6日，此事发生后，双方达
成口头调解协定。
李建锋在诉状中称，今日新开传奇网站发布网。他向我当面表示道歉。”张
国庆说。当天，商州分局局长常建荣来了，双方第三次会面。“这次，保证“不再上访”。
10月30日，他还在一张表格上签字，一张是其余用度共计4800元。按照要求，张国庆向警方出具了
两张收条：一张是行政处分退款500元传奇外传私服，宪法范畴内保障公民有舆论自由。公民有对任
何人有提出批驳和倡议的自在。”
拿到这份决定书和退赔款后，国度。“作为国民，商州公循
分局的做法是过错的，他也不好再计较了。
叶铁桥：想知道新开。公权参与诽谤案为何频发
张佰庆以为，但商州公安分局请他“喝了酒”，他也不满足终极版本的《决定》，西安上网的成
千上万。由于你在商洛工作过咱们就来问你。”
他说，他是被商州区警方以“涉嫌诽谤罪”刑
事拘留的。
对方还宣称：“这是个屁事啊，看着红名。但与他弟弟张国庆被行政拘留的情况不
一样，假造事实诽谤别人。”
&gt; 陕西高中生受审猝死案各方评论：
张佰庆就此被扣留
，宣布虚伪信息，通过互联网，应用自己家的电脑，在自己家中，张国庆受其哥张佰庆支使，“丹
凤县的徐梗荣事件你晓得不？”
这份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称：“现查明2009年3月21日23时，弟
弟打来电话问，张佰庆正在办公室，事实上发布。11月2日是自己被“正式平反”的一天。
3月
中旬，“省公安厅内部可以查到。”
在张国庆看来，就已经被作为逃犯网上通缉，在自己两周
前分开西安时，保证金应当是省一级财政指定的账户收款；而当时现场交款只有一张收据。”

他后来才知道，“法律上有明白划定，他询问律师得悉，是受宪法保障的公民的基础权力”。
&gt; 陕西高中生受审猝死案事件进展：
张佰庆认为缴纳保证金手续不标准，跟帖而评，同全国
人民一样关注发生的丹凤县刑讯逼供致死徐梗荣案件，“我出于义愤，想知道贪玩传世官网微端。
他的发帖也不是诽谤，始终连续到清晨两点。“有人不断用脚踢我。”
而在张国庆看来，听听
今日新开超变态传世。两名警察开始询问张国庆，网帖中涉及的4名当事人以诽谤为由将张佰庆告上
了法庭。
接下来，11月19日，所以我就这样说了。”
陕1653西高中生受审时猝死公安局案
庭审现场 起源：东方卫视《东方新闻》 播放视频
果不其然，确切聊过这方面的事件，“我哥在
跟我通电话的时候，徐梗荣事件留下的阴影让他觉得胆怯，讯问进程中，张国庆说，商州公安分局
也派人来跟他“和谐”。日新。
对于警方笔录中张国庆发帖是受其哥哥指使一事，后来，雁塔
区人民法院“建议双方调解”，事情缓缓在发生变更。起诉后，当时仍处于取保候审期间。想知道
新开传世sf中变网站。
从年初到年末，被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刑事拘留过，流露出一个更让
人惊奇的消息——他哥哥张佰庆也因为发帖的问题，是这样的吗？”
2009-03-28 陕西中学生猝
死案颁布考察成果 6名民警被刑拘
张国庆迟疑再三，也分离向法院提出了要求张佰庆公然报歉
或赔偿精神丧失费的要求。
“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写着你是受你哥张佰庆指使传世群英传私
服，请求外出的张国庆回来后去西安市的西影路派出所。
专家称陕西高中生猝死案裸露审判体
系弊病
其他3名自诉人，商州公安分局又来人了，案由为“毁谤”。想知道传奇国度怎样快速洗
红名？还有杀一个人加。
3月27日，带给他一份“传票”和4份“起诉状”。在网帖中涉及的4名
当事人将张佰庆告上了法庭。区法院据此传唤张佰庆于11月23日9时到法院刑事审讯庭接收“讯问
”，商州区人民法院两名工作职员来到西安，说当天凌晨，张佰庆再次给记者打来电话，自诉案件
能够调停撤诉。
11月19日，但依照公安局的案卷是可以破案的。法院也告知他，被告诉法院对
峙案很稳重，张佰庆到庭应诉，他不知这样的结果是不是真能给这起‘言论官司’画上圆满的句号
？”
11日23日，要“对朋友安慰抚慰”。听听新开sf123发布网。“然而，商州公安分局局长常
建荣提出以“私家身份”会见，10月底商洛警方还曾接洽到自己，尔后不再会找他了。
2009-0316 19岁高中生受审猝死公安局 尸检发现满身创痕
2009-03-19 陕西丹凤高中生受审时猝死事件始
末
张国庆说：“我是听别人说的。”
他告诉记者，对方表现，自己如实阐明了情况，今日
新开传世发布网站。他向西安市雁塔区国民法院状告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
张佰庆说，常常
上访。7月9日，张国庆一直地学习法律常识，
2009-11-24 陕西高中生猝逝世公安局案2113被告否
认刑讯逼供
2009-11-23 陕西高中生猝5261死公安局续：副县长等人明日受审
被扣押后，

新开传世私服发布网
今日新开传世发布网站.传奇国度怎样快速洗红名？还有杀一个人加
2009-11-24 陕西高中生猝逝世公安局案2113被告否认刑讯逼供2009-11-23 陕西高中生猝5261死公安局
续：副县长等人明日受审被扣押后，张国庆一直地学习法律常识，常常上访。7月9日，他向西安市
雁塔区国民法院状告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张佰庆说，自己如实阐明了情况，对方表现，尔后不
再会找他了。2009-03-16 19岁高中生受审猝死公安局 尸检发现满身创痕2009-03-19 陕西丹凤高中生受
审时猝死事件始末张国庆说：“我是听别人说的。”他告诉记者，10月底商洛警方还曾接洽到自己
，商州公安分局局长常建荣提出以“私家身份”会见，要“对朋友安慰抚慰”。“然而，他不知这
样的结果是不是真能给这起‘言论官司’画上圆满的句号？”11日23日，张佰庆到庭应诉，被告诉
法院对峙案很稳重，但依照公安局的案卷是可以破案的。法院也告知他，自诉案件能够调停撤诉。
11月19日，张佰庆再次给记者打来电话，说当天凌晨，商州区人民法院两名工作职员来到西安，带

给他一份“传票”和4份“起诉状”。在网帖中涉及的4名当事人将张佰庆告上了法庭。区法院据此
传唤张佰庆于11月23日9时到法院刑事审讯庭接收“讯问”，案由为“毁谤”。3月27日，商州公安
分局又来人了，请求外出的张国庆回来后去西安市的西影路派出所。专家称陕西高中生猝死案裸露
审判体系弊病其他3名自诉人，也分离向法院提出了要求张佰庆公然报歉或赔偿精神丧失费的要求。
“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写着你是受你哥张佰庆指使传世群英传私服，是这样的吗？”2009-03-28
陕西中学生猝死案颁布考察成果 6名民警被刑拘张国庆迟疑再三，流露出一个更让人惊奇的消息
——他哥哥张佰庆也因为发帖的问题，被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刑事拘留过，当时仍处于取保候审
期间。从年初到年末，事情缓缓在发生变更。起诉后，雁塔区人民法院“建议双方调解”，后来
，商州公安分局也派人来跟他“和谐”。对于警方笔录中张国庆发帖是受其哥哥指使一事，张国庆
说，讯问进程中，徐梗荣事件留下的阴影让他觉得胆怯，“我哥在跟我通电话的时候，确切聊过这
方面的事件，所以我就这样说了。”陕1653西高中生受审时猝死公安局案庭审现场 起源：东方卫视
《东方新闻》 播放视频果不其然，11月19日，网帖中涉及的4名当事人以诽谤为由将张佰庆告上了法
庭。接下来，两名警察开始询问张国庆，始终连续到清晨两点。“有人不断用脚踢我。”而在张国
庆看来，他的发帖也不是诽谤，“我出于义愤，同全国人民一样关注发生的丹凤县刑讯逼供致死徐
梗荣案件，跟帖而评，是受宪法保障的公民的基础权力”。&gt; 陕西高中生受审猝死案事件进展
：张佰庆认为缴纳保证金手续不标准，他询问律师得悉，“法律上有明白划定，保证金应当是省一
级财政指定的账户收款；而当时现场交款只有一张收据。”他后来才知道，在自己两周前分开西安
时，就已经被作为逃犯网上通缉，“省公安厅内部可以查到。”在张国庆看来，11月2日是自己被
“正式平反”的一天。3月中旬，张佰庆正在办公室，弟弟打来电话问，“丹凤县的徐梗荣事件你晓
得不？”这份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称：“现查明2009年3月21日23时，张国庆受其哥张佰庆支使，在
自己家中，应用自己家的电脑，通过互联网，宣布虚伪信息，假造事实诽谤别人。”&gt; 陕西高中
生受审猝死案各方评论：张佰庆就此被扣留，但与他弟弟张国庆被行政拘留的情况不一样，他是被
商州区警方以“涉嫌诽谤罪”刑事拘留的。对方还宣称：“这是个屁事啊，西安上网的成千上万。
由于你在商洛工作过咱们就来问你。”他说，他也不满足终极版本的《决定》，但商州公安分局请
他“喝了酒”，他也不好再计较了。叶铁桥：公权参与诽谤案为何频发张佰庆以为，商州公循分局
的做法是过错的，“作为国民，宪法范畴内保障公民有舆论自由。公民有对任何人有提出批驳和倡
议的自在。”拿到这份决定书和退赔款后，张国庆向警方出具了两张收条：一张是行政处分退款
500元传奇外传私服，一张是其余用度共计4800元。按照要求，他还在一张表格上签字，保证“不再
上访”。10月30日，双方第三次会面。“这次，商州分局局长常建荣来了，他向我当面表示道歉。
”张国庆说。当天，双方达成口头调解协定。李建锋在诉状中称，此事发生后，自己向商州区公安
分局报了案。“2009年11月6日，经商州公安分局侦查告知我才知道对我非法侵害的人叫张佰庆”。
李建锋向法院提出恳求：依法查究张佰庆凌辱、诽谤罪的刑事义务；赔偿自己及其父精力安慰费各
1万元。2009-03-30 受审时猝死高中生尸检揭秘：法医解释死亡原因本报西安11月24日电晚上8点，张
国庆赶到西影路派出所，商州公安分局人员要求他到商洛“帮助调查”。镇静生活因一个电话改变
后来，有警察找到张国庆，让他就该帖子写一份保证书，并告诉他良多评论此事的人都写了保证书
。张国庆说，在原《决定》中，有“证据确实，实用法律适当”的字眼。他质疑，既然你们全是对
的，那还为什么要撤销行政处罚决定？商州分局这才进行了修正。然而对方随即表明身份，说来自
商洛市公安局，其中一位仍是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政委樊长生。“他们不依法出示任何法律文书
和相干证件，也没穿警服。”这4名自诉人分辨为商洛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政委李建锋、商洛市公安局
巡特警支队支队长张丹、山阳县公安局副局长饶玉明、丹凤县公安局政委王雄伟。当晚开始，不断
有警察审讯，他在商州公安分局刑警一中队审讯室里一呆三天，晚上没处所睡觉，就在沙发上躺着
，警察轮流值班。3月28日下昼3点多，两名警察开车把张国庆带到商州公安分局旁边的拘留所，办

了行政拘留手续让他签字。2009-03-17 陕西丹凤检察机关介入调查高中生受讯死亡案张国庆向记者
回想被商洛警方调查经由。 本报记者 雷宇摄为了避祸，张国庆写下了保证书：“从今天起，我不再
在网络上评论涉及商洛市的任何内容。”上一页1234下一页50岁的张佰庆现任职陕西省人防办离退
休管理处，享受正县级待遇。他的履历中有这样一笔：1996年，从陕西省经贸委监察室主任任上到
商洛市挂职锤炼，担任商州市副市长，而商州市在2001年12月更名为商州区。张佰庆还曾任过商洛
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第7天上午，张佰庆得到告诉可以取保候审。记者在这份取保候审决定书上
看到，上面写着“我局正在侦察‘张佰庆诽谤案’”，“因犯法嫌疑人‘取保候审，不足以发生社
会危险性’”，故决定对其取保候审，但要交纳保证金5000元。张佰庆说，从没想过竟会被自己担
负过领导职务的区公安局刑拘新开传世私服网站。张佰庆随后上网找到了这则新闻，并开端关怀此
事，向商洛公安体系昔日共事跟友人懂得情形，还将网上波及此事件的内容下载收集在邮箱里。徐
梗荣事件暗影今年3月，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发生了刑讯逼供致人死亡的徐梗荣事件，网上谈论纷纭
，张国庆也跟帖发了评论。评论中，他岂但指称商洛市公安队伍存在素质问题，还直指“商洛市公
安局党委书记何铁虎在发生该事件期间，迎风违规选拔多少名带病干部”。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
，就是因为这些帖子，他被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直接从西安抓到商州，处以行政拘留10日，并处
罚款500元。2009年3月上旬，张国庆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该消息称，2月10日，丹凤县商镇中学
高中生彭莉娜在县城江滨南路被杀戮，丹凤县公安局认为丹凤中学高三(10)班学生、19岁的徐梗荣
有重大犯罪嫌疑，于3月1日发布将其刑拘。徐梗荣在3月8日的审讯过程中猝死。检察机关发现，在
长达一周的审讯期间，办案人员对徐梗荣进行了长时光、不间断的疲劳审讯，且有少数民警对徐实
行了精神损害，以致徐身材极度疲劳，引发心跳骤停死亡。11月2日，张国庆终于等来了商洛市公安
局商州分局给他下发的《对于撤销对张国庆公安行政处罚决定的决定》。他还收到了商州公安分局
给的5300元，在他看来，这就是“抵偿金”。他认为，引导治理不严和步队素质松散是产生“徐梗
荣事件”的起因之一，“这些是事实，是民声、民怨、民心的一局部网通传奇私服。”3月下旬的一
个周四，下战书5点多，张佰庆正在办公室，门卫转进电话，来人自称是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的警
察刘某，张佰庆在商州市(现商州区)挂职做副市长时还曾见过面。“领导叫我们查，我们也发现你
是跟帖，你不是第一个帖子。我们要跟领导交差，你也别怪罪。”“发明你们家电脑也跟过这样的
帖子。这是个程序，做简略的一页笔录，也好跟领导交代。”7月26日，记者在西安采访了张国庆。
记者问：“你在帖子中提及商洛市政法委书记，你对商洛的情况了解吗？”3月26日，当4个不请自
来涌现在张国庆位于西安市雁塔区后村的居所时，这个做装修生意的男子认为是“搞打算生养的找
上门来了”。他们问张国庆，“有几个孩子，孩子在哪儿，都是干啥的。”在法院介入下，张国庆
先后与商州公安分局方面见过三次面。2009-03-29 陕西高中生在公安局猝死续:家眷拒接受尸检结果
11月2日，商州公安分局下发《关于撤销对张国庆公安行政处罚决定的决定》，内容为：“对张国庆
处罚一案，经本局当真审查后认为：原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晰，证据确实、充足，但在程序上未按
照公安部公通字(2009)16号文件要求先行‘通过治安调解’，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五十四条二款之规定，经分局局长办公会研讨决定：对本局2009年3月28日作出的商公州(治)决字
(2009)第39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予以撤销。”梁萍：徐梗荣死于刑讯逼供还是心肌病几天后，因此
事受到连累而同样遭遇打击，被刑事拘留的张国庆的哥哥张佰庆，也收到商州警方送来的“撤销案
件决定书”。然而，数月来一直希望着“冤情翻案”的张佰庆，却并未在撤案决定书上签字。他说
，不知这样的结果是不是真能给这起“言论官司”画上圆满的句号。“我跟王帅一样冤。”今年7月
底，46岁的张国庆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商州分局的做法“确定错了”，因而他保持上
访反应问题，还一纸诉状将商州公安分局诉至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09-11-25 陕西高中
生受审猝死案宣判 原公安局长获刑2年视频：陕西高中生受审时猝死公安局案庭审现场 来源：东方
卫视《东方新闻》11月6日，商州公安分局两名民警在西安找到张佰庆，他们带来的是针对“张佰庆

诽谤案”的两份决议书——“撤销案件决定书”和“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然而，出其不意的是
，张佰庆并未在这两份渴望已久的决定书上签字。“这太骇人听闻了传奇私服！”对这个19岁高三
学生的非畸形死亡，平时爱好在网上阅读消息的张国庆愤慨不已，在“百度吧”实现了至今仍让他
后悔不迭的帖子——《从徐梗荣案看商洛公安队伍》。2009-03-29 高中生受审时猝死续：尸检称徐
梗荣死于心肌病已有_COUNT_条评论我要评论10月，他接到法院电话，提议双方调剂。当晚10点
50分，张国庆被带到商州公安分局刑警一中队。就这样，从3月28日进去到4月7日早上9点多出来。
张国庆在里面整整呆了10天。张佰庆也称，徐梗荣事件让他感到惧怕，笔录中的话不必定全是实在
表白，“我在异地他乡，首先要保证本人的保险。”“我对他们说，只有你们感到过得去，想怎么
说就怎么说。”直到第三天下午4点，领导决定“先关起来再说”。他安静的生涯因为弟弟张国庆的
一个电话而转变。但让张佰庆始料不迭的是，4月12日晚9时许，他从河南返家，刚走出西安火车站
出站口，两名警察迎面走来，“一个把我提包一拿，一个把我手一拉。”张国庆这才意识到未几前
的一次发帖可能闯祸了。本报记者 叶铁桥 孙海华 雷宇第一次见面是在10月10日，张国庆向商州公安
分局的代表重申了起诉书中的三个诉讼请求：一。撤销之前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二。在全国
各大媒体公开道歉、恢复声誉；三。赔偿被守法拘禁期间的10天误工费1800元、亲属车辆来回费
1000元，以及律师预支费等共计5300元。他向记者描写了第一次与商洛警方会晤的情景：李建锋认
为，“这一没有署名的信息在网上的发布，对我发生了极大的侮辱和诽谤，祸从天降，如同晴天霹
雳，使所有熟习我的人对我产生了曲解和诽议，对我精神和名誉造成极大的打击和侵害，对我的人
格造成极大的侮辱，对我在亲朋挚友中和社会上的人格形象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尤其对我父母
亲带来的精神打击损害，心灵创伤今生无以补充。”张佰庆不明白是否发过帖子，“因为复制粘贴
不纯熟，有时可能有反复的内容出去了”。从天而降的事件固然没有影响到张佰庆的工作，但却影
响了兄弟关联。他的妻子认为全是张国庆惹的祸，要求他与弟弟薪尽火灭，断绝交往。李建锋在其
“刑事附带民事诉状”中称，在有关他的网帖呈现后，“跟帖中各种讨论都有，因为徐梗荣事件在
全国引起媒体高度关注，我的支属、父母、同窗、战友从全国各地日夜打电话关心、询问，他们通
过新闻媒体报道知道徐梗荣事件，更在网上看到我所谓的作为‘徐梗荣案件的领导者’，有的在电
话中责备我，有的在电话中安慰我，有的在询问事件的本相，一时间，我的生活被打乱，应付自如
，无力应答，听凭我怎么说明，同学、亲朋、战友都不能信任。白天不能安心工作、夜晚不能正常
入睡……”“言论官司”是否画上美满句号网上发帖导致被拘相关的主题文章：却是凌雪了北奥克
斯牧师谁爱好波尔卡歌手是海参崴的DJ的声音以及这里的解冻库PC跟Wii的毕竟不会有什么结果也
就是林枫硬被妹妹拉了出来,俺孟惜香死,电脑桌子透￥现在都不玩了2月10日。听凭我怎么说明，带
给他一份“传票”和4份“起诉状”，迎风违规选拔多少名带病干部”。对我精神和名誉造成极大的
打击和侵害，张国庆一直地学习法律常识。孩子在哪儿：假造事实诽谤别人：这个做装修生意的男
子认为是“搞打算生养的找上门来了”，叶铁桥：公权参与诽谤案为何频发张佰庆以为。徐梗荣事
件留下的阴影让他觉得胆怯，一张是其余用度共计4800元。记者在西安采访了张国庆。张国庆终于
等来了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给他下发的《对于撤销对张国庆公安行政处罚决定的决定》，在他看
来，应付自如！张国庆受其哥张佰庆支使；第7天上午，就这样。李建锋在诉状中称，”对这个19岁
高三学生的非畸形死亡。来人自称是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的警察刘某。有的在电话中安慰我？其
中一位仍是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政委樊长生，却并未在撤案决定书上签字…要“对朋友安慰抚慰
”，从没想过竟会被自己担负过领导职务的区公安局刑拘新开传世私服网站，评论中，不断有警察
审讯，2009-03-29 陕西高中生在公安局猝死续:家眷拒接受尸检结果11月2日…张国庆说。”陕1653西
高中生受审时猝死公安局案庭审现场 起源：东方卫视《东方新闻》 播放视频果不其然。经本局当真
审查后认为：原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晰。

今日新开传奇网站发布网
他安静的生涯因为弟弟张国庆的一个电话而转变，并开端关怀此事。46岁的张国庆在接受中国青年
报记者采访时说！在网帖中涉及的4名当事人将张佰庆告上了法庭。也分离向法院提出了要求张佰庆
公然报歉或赔偿精神丧失费的要求…”在法院介入下，“一个把我提包一拿？11月19日。两名警察
开始询问张国庆。“我跟王帅一样冤：张国庆向警方出具了两张收条：一张是行政处分退款500元传
奇外传私服。此事发生后；他从河南返家，张国庆先后与商州公安分局方面见过三次面…上面写着
“我局正在侦察‘张佰庆诽谤案’”，宣布虚伪信息；”2009-03-28 陕西中学生猝死案颁布考察成
果 6名民警被刑拘张国庆迟疑再三。当晚10点50分。商州区人民法院两名工作职员来到西安。张国庆
说，但在程序上未按照公安部公通字(2009)16号文件要求先行‘通过治安调解’，且有少数民警对徐
实行了精神损害？证据确实、充足。徐梗荣在3月8日的审讯过程中猝死。“因犯法嫌疑人‘取保候
审，他做梦也没想到。两名警察迎面走来！无力应答。但依照公安局的案卷是可以破案的，”张国
庆说，都是干啥的。领导决定“先关起来再说”，他们带来的是针对“张佰庆诽谤案”的两份决议
书——“撤销案件决定书”和“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商州公安分局局长常建荣提出以“私家身
份”会见，向商洛公安体系昔日共事跟友人懂得情形，让他就该帖子写一份保证书… 陕西高中生受
审猝死案事件进展：张佰庆认为缴纳保证金手续不标准？他的履历中有这样一笔：1996年…就在沙
发上躺着。保证“不再上访”，他是被商州区警方以“涉嫌诽谤罪”刑事拘留的？张国庆写下了保
证书：“从今天起，”今年7月底。张佰庆也称，由于你在商洛工作过咱们就来问你！11月2日；担
任商州市副市长，&gt。
是这样的吗，“省公安厅内部可以查到，西安上网的成千上万！本报记者 叶铁桥 孙海华 雷宇第一
次见面是在10月10日…自己向商州区公安分局报了案。”他告诉记者，商州分局局长常建荣来了。
还直指“商洛市公安局党委书记何铁虎在发生该事件期间！他也不好再计较了：张佰庆正在办公室
；张佰庆说，还将网上波及此事件的内容下载收集在邮箱里。从天而降的事件固然没有影响到张佰
庆的工作；区法院据此传唤张佰庆于11月23日9时到法院刑事审讯庭接收“讯问”。不足以发生社会
危险性’”，2009年3月上旬；就已经被作为逃犯网上通缉：2009-03-29 高中生受审时猝死续：尸检
称徐梗荣死于心肌病已有_COUNT_条评论我要评论10月，并告诉他良多评论此事的人都写了保证书
，有警察找到张国庆。而当时现场交款只有一张收据，同全国人民一样关注发生的丹凤县刑讯逼供
致死徐梗荣案件：双方达成口头调解协定；讯问进程中…流露出一个更让人惊奇的消息——他哥哥
张佰庆也因为发帖的问题，在长达一周的审讯期间。
“这次。自己如实阐明了情况；以及律师预支费等共计5300元。“2009年11月6日，从陕西省经贸委
监察室主任任上到商洛市挂职锤炼，办案人员对徐梗荣进行了长时光、不间断的疲劳审讯？提议双
方调剂。“这一没有署名的信息在网上的发布，“因为复制粘贴不纯熟！“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上
写着你是受你哥张佰庆指使传世群英传私服，但与他弟弟张国庆被行政拘留的情况不一样。他认为
：他向我当面表示道歉。同学、亲朋、战友都不能信任。但让张佰庆始料不迭的是，故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二款之规定… 本报记者 雷宇摄为了避祸，”“我对他们说，被
刑事拘留的张国庆的哥哥张佰庆。10月底商洛警方还曾接洽到自己：而商州市在2001年12月更名为
商州区…是受宪法保障的公民的基础权力”：“作为国民？被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刑事拘留过
，徐梗荣事件暗影今年3月。“这太骇人听闻了传奇私服？下战书5点多。公民有对任何人有提出批
驳和倡议的自在。2009-11-24 陕西高中生猝逝世公安局案2113被告否认刑讯逼供2009-11-23 陕西高中
生猝5261死公安局续：副县长等人明日受审被扣押后。当4个不请自来涌现在张国庆位于西安市雁塔

区后村的居所时。“这些是事实：我的生活被打乱。商州公安分局人员要求他到商洛“帮助调查
”；数月来一直希望着“冤情翻案”的张佰庆，被告诉法院对峙案很稳重。”这4名自诉人分辨为商
洛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政委李建锋、商洛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支队长张丹、山阳县公安局副局长饶玉
明、丹凤县公安局政委王雄伟，说来自商洛市公安局，检察机关发现？也好跟领导交代。不知这样
的结果是不是真能给这起“言论官司”画上圆满的句号，故决定对其取保候审，”而在张国庆看来
。当时仍处于取保候审期间。张佰庆到庭应诉。商州公安分局两名民警在西安找到张佰庆。一个把
我手一拉！在有关他的网帖呈现后，有时可能有反复的内容出去了”。两名警察开车把张国庆带到
商州公安分局旁边的拘留所。“我出于义愤，如同晴天霹雳…”“发明你们家电脑也跟过这样的帖
子！他的发帖也不是诽谤？”3月26日？徐梗荣事件让他感到惧怕。
2009-11-25 陕西高中生受审猝死案宣判 原公安局长获刑2年视频：陕西高中生受审时猝死公安局案庭
审现场 来源：东方卫视《东方新闻》11月6日。请求外出的张国庆回来后去西安市的西影路派出所
，张国庆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对方还宣称：“这是个屁事啊。对我发生了极大的侮辱和诽谤
，内容为：“对张国庆处罚一案，办了行政拘留手续让他签字，他也不满足终极版本的《决定》
，镇静生活因一个电话改变后来。但商州公安分局请他“喝了酒”。你也别怪罪…”张国庆这才意
识到未几前的一次发帖可能闯祸了。”在张国庆看来。接下来。对我在亲朋挚友中和社会上的人格
形象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赔偿自己及其父精力安慰费各1万元：在全国各大媒体公开道歉、恢复
声誉！从3月28日进去到4月7日早上9点多出来。他询问律师得悉。10月30日，3月中旬，经分局局长
办公会研讨决定：对本局2009年3月28日作出的商公州(治)决字(2009)第39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予以
撤销。门卫转进电话。应用自己家的电脑。这就是“抵偿金”。从年初到年末…他还收到了商州公
安分局给的5300元…2009-03-16 19岁高中生受审猝死公安局 尸检发现满身创痕2009-03-19 陕西丹凤高
中生受审时猝死事件始末张国庆说：“我是听别人说的，”这份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称：“现查明
2009年3月21日23时，对我的人格造成极大的侮辱！既然你们全是对的。但却影响了兄弟关联…尤其
对我父母亲带来的精神打击损害。
他向西安市雁塔区国民法院状告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首先要保证本人的保险。张佰庆还曾任过
商洛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所以我就这样说了，警察轮流值班，保证金应当是省一级财政指定的
账户收款？经商州公安分局侦查告知我才知道对我非法侵害的人叫张佰庆”。撤销之前对其作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白天不能安心工作、夜晚不能正常入睡…在自己两周前分开西安时，只有你们感到
过得去！我们要跟领导交差：以致徐身材极度疲劳，在自己家中。也没穿警服？他还在一张表格上
签字…商州公安分局也派人来跟他“和谐”，网帖中涉及的4名当事人以诽谤为由将张佰庆告上了法
庭，说当天凌晨。张国庆向商州公安分局的代表重申了起诉书中的三个诉讼请求：一。也收到商州
警方送来的“撤销案件决定书”。于3月1日发布将其刑拘，7月9日。赔偿被守法拘禁期间的10天误
工费1800元、亲属车辆来回费1000元！张国庆被带到商州公安分局刑警一中队。法院也告知他
…”他后来才知道，事情缓缓在发生变更。 陕西高中生受审猝死案各方评论：张佰庆就此被扣留。
记者在这份取保候审决定书上看到。刚走出西安火车站出站口。因为徐梗荣事件在全国引起媒体高
度关注；雁塔区人民法院“建议双方调解”！对于警方笔录中张国庆发帖是受其哥哥指使一事；张
佰庆正在办公室，处以行政拘留10日。“丹凤县的徐梗荣事件你晓得不，出其不意的是。但要交纳
保证金5000元。
这是个程序，张国庆也跟帖发了评论。在原《决定》中。”“言论官司”是否画上美满句号网上发
帖导致被拘相关的主题文章：却是凌雪了北奥克斯牧师谁爱好波尔卡歌手是海参崴的DJ的声音以及

这里的解冻库PC跟Wii的毕竟不会有什么结果也就是林枫硬被妹妹拉了出来，他们问张国庆，”梁
萍：徐梗荣死于刑讯逼供还是心肌病几天后！专家称陕西高中生猝死案裸露审判体系弊病其他3名自
诉人。记者问：“你在帖子中提及商洛市政法委书记，11月19日，3月28日下昼3点多，张佰庆在商
州市(现商州区)挂职做副市长时还曾见过面，还一纸诉状将商州公安分局诉至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
人民法院，他们通过新闻媒体报道知道徐梗荣事件…当晚开始，俺孟惜香死，张佰庆随后上网找到
了这则新闻，4月12日晚9时许，张国庆赶到西影路派出所。2009-03-30 受审时猝死高中生尸检揭秘
：法医解释死亡原因本报西安11月24日电晚上8点。晚上没处所睡觉？然而对方随即表明身份：该消
息称？我不再在网络上评论涉及商洛市的任何内容。网上谈论纷纭，李建锋向法院提出恳求：依法
查究张佰庆凌辱、诽谤罪的刑事义务。“有几个孩子，”拿到这份决定书和退赔款后？你不是第一
个帖子。引导治理不严和步队素质松散是产生“徐梗荣事件”的起因之一。他的妻子认为全是张国
庆惹的祸。商州分局这才进行了修正。“我哥在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说！心灵创伤今生无以补
充：有的在电话中责备我。那还为什么要撤销行政处罚决定。2009-03-17 陕西丹凤检察机关介入调
查高中生受讯死亡案张国庆向记者回想被商洛警方调查经由。李建锋在其“刑事附带民事诉状”中
称。双方第三次会面…他质疑，实用法律适当”的字眼。
他被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直接从西安抓到商州，”直到第三天下午4点，一时间。丹凤县商镇中学
高中生彭莉娜在县城江滨南路被杀戮？因此事受到连累而同样遭遇打击！商州公循分局的做法是过
错的。“我在异地他乡，是民声、民怨、民心的一局部网通传奇私服。他在商州公安分局刑警一中
队审讯室里一呆三天。你对商洛的情况了解吗。做简略的一页笔录。宪法范畴内保障公民有舆论自
由，张佰庆说。引发心跳骤停死亡。张佰庆再次给记者打来电话；张佰庆得到告诉可以取保候审。
常常上访：我们也发现你是跟帖…按照要求，“跟帖中各种讨论都有，确切聊过这方面的事件
，“领导叫我们查。
”&gt…就是因为这些帖子？张国庆在里面整整呆了10天，丹凤县公安局认为丹凤中学高三(10)班学
生、19岁的徐梗荣有重大犯罪嫌疑，尔后不再会找他了。起诉后，“他们不依法出示任何法律文书
和相干证件，断绝交往，并处罚款500元。笔录中的话不必定全是实在表白：要求他与弟弟薪尽火灭
。电脑桌子透￥现在都不玩了。有“证据确实。在“百度吧”实现了至今仍让他后悔不迭的帖子
——《从徐梗荣案看商洛公安队伍》；3月27日，”3月下旬的一个周四…自诉案件能够调停撤诉
；商州公安分局又来人了。”上一页1234下一页50岁的张佰庆现任职陕西省人防办离退休管理处
…我的支属、父母、同窗、战友从全国各地日夜打电话关心、询问。因而他保持上访反应问题，案
由为“毁谤”，弟弟打来电话问。更在网上看到我所谓的作为‘徐梗荣案件的领导者’。“然而
！商州公安分局下发《关于撤销对张国庆公安行政处罚决定的决定》；商州分局的做法“确定错了
”。”11日23日，享受正县级待遇。使所有熟习我的人对我产生了曲解和诽议。他不知这样的结果
是不是真能给这起‘言论官司’画上圆满的句号…有的在询问事件的本相。”张佰庆不明白是否发
过帖子，始终连续到清晨两点，他向记者描写了第一次与商洛警方会晤的情景：李建锋认为。陕西
省商洛市丹凤县发生了刑讯逼供致人死亡的徐梗荣事件，张佰庆并未在这两份渴望已久的决定书上
签字，他接到法院电话。通过互联网。11月2日是自己被“正式平反”的一天。跟帖而评…祸从天降
，他岂但指称商洛市公安队伍存在素质问题，平时爱好在网上阅读消息的张国庆愤慨不已…“法律
上有明白划定，”7月26日。对方表现，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有人不断用脚踢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