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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王郁 整理/姚云生

一天清晨!电话响起"

#王检察官!陈祖荣的家属表示愿意

进行调解$赔偿"%电话那头传来派出所

王所长兴奋的声音"

这一刻!我知道!连日的努力没有白

费!案件的处理有了一线转机"

陈祖荣是位
!"

岁的老人!

#$%&

年
'

月
(

日! 他与
"!

岁的本家叔叔陈法大因

自留地的归属问题发生纠纷!最终引发冲

突!陈法大的右手指被陈祖荣咬成轻伤"

案情相对简单!后果也并不严重!双

方当事人一个年近古稀!一个耄耋之年!

又是沾亲带故的邻里关系"

奈何陈祖荣对伤人事实矢口否认!

他的家属也拒绝调解和赔偿! 公安机关

不得不对他进行拘留并提请批准逮捕"

隔着看守所的铁栅栏!我面对胡子花

白$ 情绪激动的陈祖荣劝说道&#老陈!法

律是公正的! 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希望你能够面对现实!被你咬伤的人还

是你的叔叔!你又何必这么倔强呢'%

做了一个下午的思想工作! 他终于

有所触动!站了起来!对我说&#检察官同

志!事情是我犯下的!我愿意接受调解并

赔偿(%

第二天!我和民警一起走访村委$信

访办等部门!并来到案发现场)陈祖荣的

老伴带我们察看那两块 *惹事% 的自留

地!一遍遍地重复着案发当时的情景!眼

神中透露着焦虑和等待)

我们又来到陈法大家中) 老人躺在

一张老式木床上!右手指上包扎着纱布!

正在痛苦地呻吟)他一下子抓住我的手!

声音微弱但很清晰地对我说&*检察官同

志!你要为我主持公道啊+%

此刻! 我脑海中不断闪现着这三位

老人饱经风霜的面孔) 我觉得有必要再

找陈祖荣的妻子谈一谈! 尽力促成双方

调解!不仅仅为了一个老人的赔偿款!也

为了另一个老人的轻缓处理! 更为了这

三位老人的家庭完整)

我踏进了陈祖荣家的大门! 向老太

太详细解释了来的目的, 陈祖荣涉嫌罪

名的具体涵义及轻微刑事案件处理的相

关规定)

但是! 她冷硬地说&*我老公没有咬

人!要真是他咬伤人了!随他去!他还有

脸回到这个家'%

*大妈!一日夫妻百日恩!他现在很

想家 ! 也很希望得到家人的帮助和关

怀%!我耐心劝说)她不再言语!神色渐渐

缓和下来)

此时!夜幕已经降临)走到屋外!我

深吸一口新鲜空气!心想&虽然她没有马

上同意调解!但事情一定会有转机)

果然!我等来了王所长的电话)

来到派出所!我与民警以及村委$信

访办的工作人员一起! 对陈祖荣家属与

陈法大进行调解)

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陈法大得

到了赔偿金!并对陈祖荣表示谅解!要求

司法机关从轻处理)

)

月
#*

日!我院对陈祖荣作出不予

批准逮捕的决定! 陈祖荣回到家中与老

伴团聚)

案子办结了!我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

静)这样一个轻微案件!处理的过程却是

一波三折) 是什么隔绝了叔侄的亲情'是

什么让老人们走到了水火不容的境地'

作为检察官! 也许我们可以直接作

出批准逮捕的决定! 但对于他们和他们

的家庭!问题却并没有解决!矛盾越来越

大!隔阂越来越深!对于社会!也增加了

不稳定因素)而我们只要多一份责任感!

多一份耐心!就能让社会少一份矛盾!多

一份和谐)

"作者单位!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检

察院#

巨款“飞去又飞回”
!

本报记者 沈 义

通讯员 彭 川

仓库里的
%'+!

万元现金一夜之

间*不翼而飞%!然而!就在发现现金不

见了之后的第
(

天! 钞票竟然一分不

少地*飞%回仓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

事'

#$%&

年
"

月
%&

日是农历的七月

初七!这天晚上!丈夫王欣携妻子孙莉

外出吃饭) 夫妻俩在重庆市沙坪坝区

做粮食生意!一直辛苦经营)外出吃饭

时天色已晚! 夫妻二人当天便没有把

%'+!

万元营业款存进银行! 而是把钱

放进了仓库)

钱被整齐地摆进一个黑色电脑包

里!电脑包侧着塞进两堆米袋之间!夫

妻俩又搬来一袋大米挡住露出的电脑

包边缘!最后用帆布盖在上面!他们认

为这样藏现金应该没问题)

让夫妻俩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

在第二天一早!他们翻遍了整个仓库!

却再也没有找到装钱的黑色电脑包)

*仓库是密闭的!以前从未出现过

偷盗事故!仓库钥匙只有我和老婆有!

平时进出仓库的只有那
%$

名搬运工

人)想到这里!当时我的心就很痛)因

为!这
%$

名工人和我亲如家人!关系

极好)%王欣说完这句话叹了一口气)

顾及到和工人们之间的感情!王

欣没有马上报警! 他把工人们召集起

来询问情况) 他平静地说&*我在仓库

里放了
%$

多万元现金!你们当中谁拿

了这笔钱就还回来! 只要拿出
%$

万

元!这事我就不追究了)%

集体询问之后! 王欣又找每个人

单独交谈)可是没有人承认拿走了钱!

询问无果!王欣无奈下选择了报警)

王欣向警方透露& 询问工人的当

天下午!张三与赵彬都来向他请假)

*本来不想答应他们的!但是张三

说他小孩不见了! 而赵彬早就跟我说

过要回老家收谷子!我只好同意)%

警察来调查情况时! 工人们说那

钱估计是张三拿的! 因为有人看见他

从仓库拿了一个黑袋子出来)

张三被民警带走调查! 他对此事

坚决不承认)民警没有发现其他线索!

便把张三放了回来)王欣心想&这个张

三平时就喜欢耍点小聪明! 不是他还

是谁'

"

月
#$

日清晨!王欣与孙莉像往

常一样打开仓库门!可今天!他们却被

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一沓沓钱在仓库

门口排成一条线)王欣赶紧拍照取证!

清点数额)

*

%'+!

万元一分不少+%

王欣马上通知警方& 巨款已经找

回!不用继续侦查了)

*我当时提出撤案!但是民警说偷

盗
%'+!

万元已经构成了刑事案件!不

能说撤案就撤案)%

"

月
#!

日下午!一名工人接了一

个电话后! 面露难色地对王欣说&*老

板!钱是我兄弟赵彬拿的!我们对不起

你)%

王欣的大脑像是被人狠狠撞击了

一下!他抢过这名工人的电话!对电话

那端的人说&*赵彬啊赵彬! 你咋这么

糊涂!怎么会是你啊+%

原来!

"

月
%'

日早晨! 赵彬像往

常一样到仓库搬米袋子装车) 他走到

仓库
&

号门搬货时! 突然发现米袋子

的缝隙里夹着一个黑色的包! 便把包

拉了出来)打开一看!他呆住了!里面

全是百元大钞)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

多现金!手都忍不住一个劲地发抖)

谈到自己拿钱的一幕!这个
)&

岁

的庄稼汉脸上皱纹堆积在一起! 沉默

了约
%

分钟!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烟!沙

哑着喉咙说&*我对不起老板! 一辈子

都对不起他)%

赵彬偷了钱回到老家后! 情绪依

然有些激动! 他一直没敢数那一堆钞

票)终于!在当天晚上!他把拿钱的事

告诉了妻儿! 妻子和儿子都劝赵彬尽

快归还)

"

月
#$

日凌晨
#

点!赵彬父子俩

摸着黑!打开装钱的袋子!将钱一沓沓

从仓库卷帘门下方的缝隙塞了进去)

民警继续侦查后! 根据线索怀疑

到赵彬)

#)

日晚! 赵彬一家人刚煮好

一锅面!警察就进了家门)

*爸爸看到警察! 先是捂住脸!然

后说-我错了.)爸爸被带走了!妈妈当

时就哭晕了过去!那锅面!我们谁也没

吃)%想起当天的情形!赵彬的儿子依

然记忆犹新)

可是!一切都无法挽回)

赵彬因为涉嫌盗窃罪!于
"

月
#(

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

月
%(

日!

沙坪坝区检察院依法对赵彬涉嫌盗窃

案提起公诉)

得知这个消息! 王欣却找到自己

公司的法律顾问柳律师! 对他说&*你

帮帮老赵打官司!他家里那么困难!肯

定请不起律师)我知道老赵是个好人!

他只是一时糊涂啊+%

咨询过律师后! 王欣出具了谅解

书交给检察官)

%%

月
'

日!赵彬涉嫌盗窃一案在

沙坪坝区法院开庭审理! 柳律师作为

赵彬的辩护律师出庭) 不计前嫌还四

处为赵彬奔波求情的王欣也来到庭审

现场)赵彬说起自己做的糊涂事!再次

痛哭流涕)

庭上!柳律师希望法院酌情考虑赵

彬主动还款,家里老母需要赡养,病妻

需要照料等特殊情况!对他适用缓刑)

法院当天没有宣判!宣布择日判决)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想想母亲
!

口述
*

姜 浩 整理
*

秦 群

夜深了# 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已

经进入梦乡$我却辗转难眠#听着窗

外呼呼的风声# 白天看守所提审的

一幕像放电影般在脑海呈现$

犯罪嫌疑人小刘 !未满
%"

周

岁"苦命的母亲#在这个大冬天是否

准备好了过冬的急需品% 明天我是

否要到他家去看看这可怜的母亲%

小刘涉嫌盗窃案是近期公安机

关移送来的一件普通的案子# 案情

并不复杂$

#$%#

年#小刘伙同小王多

次翻墙进入他人家中行窃# 盗窃数

额高达
!

万余元#

#$%&

年
"

月份小

刘主动归案#小王却逃之夭夭$

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审查批捕

时#办案民警说&小刘这孩子很奇怪

也很倔强# 在作案的监控录像中清

楚地看到作案人为小刘和另外一

人# 可小刘却在投案中只字未提同

案犯的事# 并辩称监控中那人与自

己不是一起的# 他想一个人扛下所

有罪行$办案民警告知他#自首的认

定条件是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

还应供述所知的同案犯罪行# 对这

一告知小刘置若罔闻$

小刘系未成年人# 考虑到保护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我在提审小

刘时# 提前与小刘的母亲进行了沟

通# 并要求小刘的母亲全程参与检

察官的提审# 争取能让小刘如实供

述全部的犯罪事实$

小刘的母亲接到电话通知后#从

三十里外的乡下一路骑车#第一时间

赶到检察院$ 小刘的母亲还不到
)$

岁#却已是满头白发'脊背弯曲#眼神

中流露出劳作后的疲惫$我握住小刘

母亲皲裂的手#看着她与年龄极不相

称的脸庞#我一阵阵心酸$

我赶紧招呼她坐下# 将热水递

到她手里$ 她流着眼泪讲述了自己

的情况和小刘的身世& 丈夫十几年

前就患有癫痫类精神疾病# 生活不

能自理#自己没有生育#为了使这个

家有点生机#她和丈夫抱养了小刘$

小刘这孩子平时还算乖巧# 知道家

里的情况#从来不乱花钱#可是自从

去年上了寄宿学校# 她与小刘的见

面变少了# 也没有注意到孩子的变

化$

在和小刘的母亲一同前往看守

所的路上#我听小刘的母亲说#今天

恰好是小刘的生日$闻听此言#我特

意到一家蛋糕店# 为他买了一个蛋

糕$

在看守所里# 小刘对于母亲的

出现显得很激动# 母亲第一句话就

是&(孩子#在里面好好听话#我和你

爸爸挺好的#不用挂念我们#今天是

你的生日# 这位检察官还给你买了

蛋糕#你快点吃吧$)

小刘看到母亲憔悴的样子#手捧

着蛋糕#忍不住泪如雨下#一个劲地

向我们说&(我错了#我错了#我该向

你们实话实说#我交代所有的情况$)

随后小刘向我们主动供述了他

与小王共同犯罪的事实# 并主动交

代了两起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盗窃

事实# 同时向我们提供了小王躲藏

的线索$

提审很快就要结束了# 我对小

刘说&(还有什么话要对母亲说%)

他说 & (我能攥一下母亲的手

吗%)

小刘和他母亲的手紧紧地握在

一起# 想着母亲为自己倾注了所有

的心血# 他已经记不清母亲上次买

新衣服是什么时候了# 整个家庭的

重担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 自己已

经长大#没有给母亲丝丝安慰#反而

在她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我真的对不起母亲# 对不起把

我养大的这个家*我会好好地改造自

己#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小刘的母

亲不停地用长满老茧的双手拭去小

刘的泪水#频频嘱咐小刘好好改造$

公安机关根据小刘提供的线

索#顺利将小王抓捕归案$

连日的寒潮不断涌来#齐鲁大地

气温也已经降到零下五度#这个寒冷

的冬天# 小刘的母亲将怎样度过%我

决定明天还是要到家里去看看她*

"作者单位!山东省齐河县检察院$

外省货车无端被扣，两名司机有家难回，检察院及时纠违———

蒙冤司机走出看守所
!

胡传仁 余 杰 毛 强

#$%&

年
*

月
#*

日!安徽省太和县

农民张玉龙, 张晓丹兄弟二人在亲属

张淑芬的陪同下!抬着一面书写着*秉

公执法% 的匾额专程赶到河南省息县

检察院) 他们紧紧地握着该院两名检

察官的手! 激动地说道&*要不是你们

秉公执法! 我们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

回家!谢谢你们+%

此事的原委还要从兄弟俩的大货

车被扣留后说起)

夜幕下 人车被扣

#$%&

年
"

月
&%

日晚上
"

时许!安

徽省太和县司机张玉龙, 张晓丹兄弟

二人驾驶货车在河南省息县一个沙场

装满沙子后! 就如往常一样驶上了回

家的道路)让人想不到的是!他们行驶

至该县公路运输管理所 !以下简称运

管所"路段时!货车被该所两名工作人

员拦截!并以*车辆涉嫌改装%为由!指

示他们把货车停放在一个停车场内)

望着运管所工作人员离去的身

影! 司机张玉龙, 张晓丹二人束手无

策!焦虑万分)

无奈之下!他们就商量驾车离开)

不料! 货车一发动就被停车场的看护

人宋某发现! 并遭到了宋某的极力阻

拦)为了摆脱阻拦!张晓丹使劲将宋某

推搡到一边!又对其进行殴打)趁此机

会!张玉龙驾驶货车冲出了停车场)见

此情景! 宋某急忙打电话把这个情况

告诉了运管所的工作人员)

闻讯后! 该运管所的工作人员立

即驾车在公路上寻找这辆 *大胆的货

车%)

很快! 他们在该县公安局龙湖派

出所门前发现了张玉龙, 张晓丹二人

的货车)于是!他们一边将这两名司机

送到派出所内! 一边安排人员把货车

重新开回停车场! 并报警声称这两名

司机强行开走货车!还将看护人打伤)

第二天! 该县龙湖派出所经过调

查!认为司机张玉龙,张晓丹二人不服

从运管所停车场工作人员的管理!强

行将扣押的货车开出停车场! 他们的

行为已经涉嫌构成妨害公务罪! 故依

法将其二人刑事拘留) 至于此二人殴

打宋某的行为! 需待宋某的伤情鉴定

结果出来后再处理)

申诉后 细心走访

由于张玉龙,张晓丹二人没有按时

回家!他们的家人到处打听消息)几天

后!家人终于得知了他们被刑事拘留的

事情)为了弄明白有关法律问题!亲属

张淑芬等人只好委托律师寻求帮助)

*

月
%$

日!根据这名律师的建议!

张淑芬等人向息县检察院递交了申诉

材料!反映*运管所违规拦截货车!致使

两名司机被派出所错误拘留的事情%!

并要求*检察机关纠正公安机关的错误

行为)%

收到申诉后! 息县检察院经过分

析!认为张玉龙,张晓丹二人涉嫌犯罪

案件看似简单! 可背后却存在诸多复

杂的因素)

案件涉及到运管所, 派出所两个

执法单位! 检察机关对于他们正当履

行职责应当予以支持/ 两名犯罪嫌疑

人是安徽人! 这起申诉案件若处理不

当就可能转化为信访案件! 且影响了

本县发展的外部形象)

基于上述考虑! 该院决定指派侦

监科办案人员提前介入案件! 指导公

安机关调查取证! 同时对申诉材料的

反映情况进行调查)

办案人员赶赴派出所! 一方面听

取公安民警的意见! 并建议该所收集

完善案件的相关证据/ 另一方面调阅

案件卷宗! 从证据上分析和把握案件

的性质!找出疑点!拟定提纲)同时!他

们走访停车场附近的群众及停车场看

护人宋某!了解案发时候的实际情况)

在走访中! 办案人员发现运管所

工作人员在扣押货车时! 没有出具行

政处罚决定书!也未履行相关手续!只

是开具了一份停车场的收费单据!这

个停车场是运管所租用的! 看护人宋

某也是一名临时雇用的工作人员)

在调查期间! 办案人员又得知宋

某的伤情鉴定是轻微伤)据此!他们及

时和申诉人张淑芬沟通联系! 详细地

介绍有关法律常识! 并劝说其应当代

替两名司机! 主动与宋某进行民事和

解!赔偿宋某医疗费用及其他损失)

申诉人张淑芬接受了这个提议)她

不仅和宋某达成了民事和解协议!而且

积极赔偿了治疗费用!宋某也表示不再

追究张玉龙,张晓丹二人的责任)

接着!办案人员按照法律程序!审

查了两名犯罪嫌疑人的供词) 据他们

供述!货车装载的沙子并不超重!车辆

是出厂原装的也没有被私自改装!自

己也不知道运管所为什么扣留车辆!

至于被刑事拘留更是难以接受) 对于

这一说法! 办案人员也从停车场及运

管所得到了证实)

纠不当 人车返还

综合调查情况! 办案人员认为运

管所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 随意将张

玉龙, 张晓丹二人的运输车辆扣押且

停放在一个无任何经营资格的私人停

车场内!其行为存在明显过错!两名司

机在将货车强行开出停车场时! 现场

并无行政执法人员! 看护人宋某阻拦

货车的行为不属于行政执法的范畴!

故两名司机的行为不符合妨害公务罪

的构成要件)息县公安局对张玉龙,张

晓丹二人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且将其刑

事拘留的决定存在明显不当! 应予以

纠正)

*

月
%&

日! 息县检察院依法向公

安机关发出了 0要求说明立案理由通

知书1!建议将张玉龙,张晓丹二人涉

嫌犯罪案件作为行政案件处理! 并通

知其撤销案件)同时!办案人员也将调

查情况及该院依法作出的决定向申诉

人张淑芬进行了反馈)

*

月
%'

日! 该县公安机关采纳检

察机关的建议!撤销对张玉龙,张晓丹

二人的立案决定)当天!两名货车司机

走出了看守所)

这起申诉案件到了这里似乎得到

了圆满的解决)可是!那辆货车仍然无

法开出停车场!因为司机张玉龙,张晓

丹二人没有向运管所缴纳 *停车费%)

无奈之下! 张淑芬等人再次向息县检

察院办案人员请求帮助)

接到这一请求后! 办案人员先后

多次与运管所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并

指出他们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擅

自扣留张玉龙,张晓丹二人的货车!这

一行为显然是错误的!因此!运管所应

该放行货车!更不应该收取停车费)

最终! 张玉龙, 张晓丹二人在息

县检察院多方协商下! 驾驶货车返回

家中)

逃亡了十七年
!

张 仕 陀深宗 张行琴

十七年前的一时冲动! 他亲手制

造了同胞兄弟阴阳两别的人间悲剧 !

十七年间的负疚不安! 他隐姓埋名打

工挣钱寄给母亲用于抚养哥哥的三个

子女! 十七年后的今天! 他如释重负!

接受法律对他的惩罚! 内心却得到了

救赎)

悲剧发生在
%**!

年! 当时! 家住

广西容县黎村镇的小伙李立开! 为了

增加家庭收入! 背负行囊! 远赴南宁

打工)

到了年底! 李立开从南宁回到了

家里) 有一天! 一位邻居煞有介事地

对他说& *你大哥大嫂不仅打你老婆!

还把你老婆推到水沟里去了)%

乍听此说 ! 血气方刚的李立开 !

顿时怒火中烧! 认为自己的老婆遭人

如此欺负! 一定要好好地教训一下大

哥大嫂)

对于道听途说! 李立开本应冷静,

理智地弄清楚事情真相! 但是! 他既

没有向老婆了解情况! 也没有向其他

邻居打听虚实! 满脑子都是伺机报复

的想法! 一心寻思着如何找到合适的

机会来付诸行动)

%%

月
(

日中午! 李立开在村头看

见大哥收割稻谷回来! 便气势汹汹地

上前质问对方 ! 双方随即发生争吵 )

当时! 李立开见大哥手上拿着一条扁

担! 害怕一旦打起架来! 自己赤手空

拳难以抵挡 ! 便顺手抄起一根木棒 !

来了个先下手为强! 猛然挥棒朝大哥

打了过去)

岂料! 就这一下子! 李立开恰巧

击中要害! 打到了他大哥的头部) 后

来! 李立开的大哥经送医院抢救无效

死亡)

将大哥打倒在地后! 李立开猛然

清醒过来 ! 意识到自己闯下了大祸 !

当晚他便抛下妻儿老小! 开始了他长

达十几年的逃亡生涯)

李立开将大哥打伤致死后! 他和

大哥的家庭马上陷入了悲惨凄凉的境

地 ! 父母老泪纵横 ! 大嫂痛不欲生 !

特别是大哥还有三个尚未成年的小孩

需要抚养) 他的大嫂无力承担生活压

力! 选择远走他乡! 三个孩子只好跟

随爷爷奶奶生活)

李立开出逃后! 日子也并不好过!

他隐姓埋名以打工为生! 提心吊胆地

过着有家不敢回, 六亲不敢见的日子)

在逃亡的日子里! 他始终深感愧

对家人! 特别是当他得知大嫂丢下三

个孩子远走他乡时! 他真是无地自容!

自责不已)

为此! 李立开尽最大努力把打工

赚的钱存起来! 然后偷偷寄回家里给

母亲! 作为这三个没了爹娘的孩子日

常生活和上学读书的费用! 这逃亡的

生活一过就是十七年)

长期过着颠沛流离, 居无定所的

外逃生活! 李立开也曾经有过投案自

首的念头 ! 可是他怕自己一旦坐牢 !

就无法继续打工挣钱来抚养三个可怜

的孩子 ! 所以 ! 他几经思量和权衡 !

始终没有投案自首)

但是! 法律是严肃的! 无论是谁

触犯了法律都要受到惩罚! 最终! 公

安机关通过网上追逃! 成功将李立开

抓获) 归案后! 李立开如实供述了将

大哥打伤致死的经过)

容县检察院审查认为! 李立开故

意伤害他人身体! 致一人死亡! 其行

为触犯了法律 ! 构成了故意伤害罪 )

但是! 他的犯罪行为发生在
%**(

年
*

月
&$

日以前 ! 即现行的刑法施行以

前! 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刑法溯及力原

则! 对其应按
%*(*

年刑法的有关规定

进行定罪量刑) 同时! 案发后李立开

长期寄钱回来用作被害人的三个子女

生活, 读书的费用! 不仅得到被害人

家属的谅解! 而且得到村委会为其出

具的证明! 可酌情从轻处罚)

最终!法官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

意见!依法判处李立开有期徒刑七年)

检察干警走访停车场附近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