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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李素兰是有夫之妇! 还偷赵家东西!

说起网上对她的攻击" 李素兰很生
气# 她说"老赵经常被蔺文财骗出去"

"

个
多月几乎不进家"$ 走时给我留了

$%

元钱"

再要几元零钱都不给"你说我咋过% &

李素兰承认" 她确实卖了赵家的玉
米"

&%%%

斤"而不是有媒体报道的
'%%%

斤%

$ 卖玉米是贴补家用" 却被冤枉成盗
窃% &李素兰说"造成他们俩矛盾的罪魁祸
首就是蔺文财"她要将蔺告上法庭%

$ 老赵是真不想干' 公民代理(了"以
前都是蔺文财逼的% 老赵一个字不识"蔺
文财就是为了利用老赵给自己增添名气"

赚钱% &李素兰说"老赵回到老家后"就不
想跟着蔺文财出去奔波维权了%

关于她是有夫之妇之说" 李素兰说"

她曾经结过婚"但
())*

年就离了"村支书
可以作证%

$ 我再次声明" 我嫁给老赵图他是个
正直的人"不是图他的钱% &李素兰说"我
要牢牢抓住赵作海" 不让他再出去跑了"

他有高血压"需要调理身体%

老赵最近在忙啥! 要给药酒做代言
被以死威胁后!赵作海准备和女友领证过安静生活!彻底摆脱"公民代理人#身份

因自我感觉被利用"他还准备起诉带他到全国维权的蔺文财 对于未来"他也有了打算

赵作海是个农民"小学没毕业%蒙
冤入狱

((

年的经历"让他成了公众人
物"却不能教会他如何为他人维权%

在被女友以死相威胁后"赵作海
的全国维权之旅告一段落% 他说"要
和女友领结婚证过安静生活"彻底摆
脱$ 公民代理人&身份% 除了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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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地"他还想做点小生意"还准备做
个形象代言人%

对于带他到全国维权的民告官
网站站长蔺文财"赵作海说"蔺文财
不仅利用他的身份赚钱"还挑拨他们
两口子的关系% 他准备告这个站长%

但蔺文财已经先行起诉赵作海的
女友李素兰"理由是诋毁了他的名誉%

想消停下来的赵作海"看样子还
是停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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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他们看重我的名声吧%

今年
,%

月"很偶然"中牟县人小段主
动找的我% 他到俺家"把他娘被打死的事
说了一下% 这孩子是个孝子"为了他娘的
事已经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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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状%我想帮帮他"其实"我
没那能耐% 他们可能认为我和媒体关系
好"其实我就是认识几个记者%最终"还得
找你们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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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惭愧"去的地方不少"真
正帮上忙的不多%

我主要是和蔺文财合作"去了
"%

多个
城市% 说实话"我一个小学没毕业的农民
懂啥法律"不知道该咋说"都是他教的%

第一次进法庭"因为法庭不受理当事
人的诉讼请求"我只说了一句话)$ 走*&这
是唯一一次开庭# 我为很多人的遭遇揪
心"不过又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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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不知道啥叫公民代理"

只是想帮一些人申冤"因为我吃过这方面
的亏#

我不会用这身份来赚钱"也帮不上人
家啥忙#

另外 "我觉得我一直是在被蔺文财
利用 " 跑了这么长时间瘦了

"%

斤肉 "他
只管我吃住 " 他自己不知道落了多少
钱# 他还污蔑我媳妇' 女友( "说她是有夫
之妇"挑拨俺俩的关系"好让我死心塌地
跟着他#

我不干了"以后也不会再干# 我还要
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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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作海不再做公民代理的事件"也引
起了网友讨论#

有网友说"赵作海选择公民代理是受
了蔺文财等人的蛊惑" 有被利用的嫌疑#

他并不懂法律"所以"赵作海的退出是在
情理之中#

还有网友说" 赵作海正在一步步走下
+ 神坛&#事实上"这个+ 神坛&原本就是虚妄
的# 因为赵作海的覆盆之冤引发公众持续
关注"最终使赵作海成为名人#随着冤案昭
雪"赵作海必将淡出公众视野#让一个没文
化, 不懂法的老农民回到土地上过安稳的
生活"这才是法治社会的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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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联系了蔺文财"他正在内
蒙古出差% 他证实赵作海暂时退出了维权
之旅%$ 我不要他干了"他正在犯法* &

蔺文财说"赵作海回到老家"确认女
友李素兰是有夫之妇后"便下决心要与其
决裂"并向他保证"家事处理完后"立即动
身去帮人维权% 可就在离家前"他突然又
说不走了% 李素兰威胁说"老赵一走"她马
上就喝农药%

蔺文财说" 老赵之所以不再出门维
权"是被李素兰蒙骗了% 而老赵坚持与李
素兰在一起生活"犯了重婚罪% 为此"他主
动放弃了与赵作海搭档维权%

$ 我还是等着他% 他什么时候与李素
兰分手"维权就继续下去% &蔺文财说%

$ 有次老赵说" 我坐牢时别人可以抢
我老婆" 我出来为啥就不能抢别人老婆!

这话让我哭笑不得"觉得他还需要继续走
下去% 但他现在身边没一个明白人给他指
点未来% &蔺文财说"老赵需要他的帮助%

此外"蔺文财说"李素兰对媒体发布
他带赵作海找小姐等虚假消息"诋毁了他
的名誉%$ 我怎么会带他干这事呢!都是公
众人物% 我也不会绑架他% &蔺文财说"他
已经先行起诉李素兰了"这么做是想告诉
赵作海"他是真的在帮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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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申明"我是个农民% 我家
里还有将近

"%

亩地" 我会好好种地" 不然吃
啥"不能吃老本啊' 国家赔偿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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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儿子结婚了" 给他盖了两层

楼"花了我十几万% 另外两个儿子还小"不急着
结婚% 但我也会给他们盖房子% 盖房子的钱从
哪来! 所以"俺俩要好好努力"下一步准备做点
小生意"挣点钱%

我绝对会做合法的事"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都看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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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去了郑州"跟深圳一
家公司商议代言这家公司药酒产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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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结果% 只是一个初步
意向"具体细节"我想想再决定% 过几天
我还准备去趟沈阳"带上您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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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都不能出去转转吗! 暂时
保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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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结过婚"还生过孩子% 不
过她跟前夫感情并不好"这我都知道"我不
在乎这个% 以前也有派出所的找过我说)

$ 赵叔"重婚罪可要判刑的"你不怕吗! &

我说我怕啥% 我老婆跟我结过婚生过娃儿"

我一进去她就跟了别人" 现在也不愿意回来"我
也没咋着人家呀%李素兰想跟我"这是人身自由%

只要她那边事处理好"我俩就准备领证结婚% 她
前夫已经结婚了"只要民政局开个证明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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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过熟人了解到"今年
"%

月
"'

日"睢县人民法院在院内粘贴公告"通知
"%

月
..

日开庭审理% 我也不知道判决结果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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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了% 我开庭前向睢县人民法院邮
寄的申请书% 法院说"

$

名被告打我属于执法行
为"我已经获得了国家赔偿%有律师告诉我"这些
打人者的行为"不属于法律授权"应当以个人名
义承担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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