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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考场加装监控摄像头之后，代考、送纸条等传统作弊方法难以实现，邓敏强感觉骑
虎难下，又不愿退钱，焦急之中意外看到程轩的小广告，顿时心里抱有了几分希望———

副教授联手大学生舞弊
!

本报特约记者 黄作颖

通讯员 熊 亮 郭 晶

为谋取暴利! 一名高校副教

授联手
!

名在校大学生预谋通过

无线发送 " 接收设备 ! 将
"#$"

年高考试卷答案发送给
%

个花高

价购买答案的考生! 结果不但没

有拿到钱 ! 反而让自己身陷囹

圄#

"&$'

年
$"

月
$%

日! 经江西

省萍乡市安源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 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 !

被告人陈楠" 龚勇华犯非法获取

国家秘密罪! 被分别判处拘役六

个月" 五个月! 分别决定适用缓

刑九个月" 六个月$ 被告人邓敏

强 % 许杰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

罪! 免予刑事处罚& 另一被告人

程轩已于
"&$'

年
(

月
")

日经南

昌市湾里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

院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一审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涉案被告人邓敏强系江西省

某高校副教授! 被告人程轩% 陈

楠% 龚勇华% 许杰系江西省某高

校在校大学生&

高校惊现高考作弊小广告

"&$"

年
*

月下旬! 一张印有

'助力
"#+"

高考! 十年高考团队

帮莘莘学子圆大学梦( 的高考作

弊小广告! 四处张贴在江西某高

校教室外墙以及南昌市中山路附

近培训机构旁! 上面留有联系人

的电话#

这是在校大学生程轩等
!

人

共同策划实施的作弊计划#

"#+"

年
!

月! 程轩在
,,

上偶遇一网

名为'江西考网客服(!真名不详"

在逃#的网友!对方声称能够提供

"#+"

年高考江西试题选择题和答

案! 在开考后
'#

分钟至
+

小时

内提供给买方 ! 答案正确率达

(#-

以上! 并出售全套考试舞弊

器材#

一向经济拮据的程轩顿时来

了兴趣 ! 萌生以此挣大钱的念

头#

数日后! 程轩与网友 '江西

考网客服( 谈好! 以每科
$

万元

的价格 ! 预订购买了
"&$"

年江

西省高考科目试题答案! 以及作

弊用的无线电信号发射器#

发射器有了! 还需要接收装

置来接收答案信息# 于是! 程轩

私下里向同学龚勇华% 陈楠透露

了自己的 '发财计划(! 力邀两

人入伙# 很快! 三人达成一致意

见! 从网上购买了若干台作弊用

的无线电信息接收器# 随后! 程

轩在大学校园和培训机构附近 !

开始张贴大量小广告! 广撒网!

开始寻找 '潜在客户(#

收
'(

万元帮考生作弊

"&$"

年
*

月下旬的一天! 在

某大学任教的副教授邓敏强途经

该校广告栏! 无意中看到了程轩

张贴的小广告! 心里一喜! 连忙

与程轩取得联系#

早在
"&$$

年
)

月 ! 邓敏强

就以学校名义在浙江省瑞安市招

录邵某等
%

名学生在该校读 '双

证( 班 !即自考班$! 曾许诺安

排
%

人来江西参加第二年高考 !

以录取大学统招本% 专科就读 !

并收取了培训% 住宿% 高考报名

及作弊等共计
')

万元费用#

"&$"

年! 全国高考实行标准

化考场! 加装了监控摄像头! 代

考% 送答案纸条等传统作弊方法

难以奏效 ! 邓敏强感觉骑虎难

下! 又不愿退钱! 心中焦急! 这

下意外看到程轩的小广告! 顿时

心里抱有了几分希望#

一番打探后! 得知程轩团队

能帮助考生高考通过无线设备作

弊! 邓敏强通过其妻具体与程轩

联系! 意图为
%

名考生购买作弊

器材和
"&$"

年江西省高考数学%

英语 % 综合考试三门科目的答

案#

'邓老师告诉我们 ! 我们这

次高考要去江西考试! 他已经帮

我们报名了#( 参与高考作弊的

考生邵某告诉办案人员#

就这样! 为方便作弊! 邓敏

强找人疏通关系! 邵某等
*

名考

生被安排在萍乡市安源中学考

试! 其余
!

名考生被安排在南昌

市湾里中学#

"&$"

年
.

月初! 邓敏强通过

其妻以每支
"###

元的价格向程

轩购买了
%

支接收器! 然后召集

邵某等
%

名学生在南昌某大学的

一间空寝室内与程轩等人见面 #

程轩将
%

支笔状无线电接收器分

别交给他们! 并现场传授了接收

器的使用方法#

'接收器外观上看起来与普

通黑色圆珠笔差不多! 但上面有

两个隐藏的按钮! 考试时如果有

答案发过来! 按动按钮就会出现

答案#( 参与高考作弊的考生林

某告诉办案人员# 为确保接收器

的使用功效! 程轩现场向考生演

示 ! 首先用笔记本电脑发送答

案! 通过黑箱子装的传输设备转

化 ! 考生们手中所拿的 '圆珠

笔( 即刻收到了答案#

于是! 程轩作了分工! 安排

陈楠% 龚勇华去萍乡! 由陈楠负

责操作发射设备% 接收和发送答

案! 龚勇华负责与考生联系% 望

风及在作弊成功后向每个考生收

取买答案的钱
"/*

万元! 自己则

在南昌准备给湾里中学参加高考

的考生发送答案! 并向两人承诺

事成后给每人
"

万元报酬#

'

公里范围接到答案

"&$"

年
.

月
*

日! 程轩先行

来到萍乡市安源中学附近踩点 !

查看地形及寻找适合安装发射器

的地点# 因人手不够! 程轩还邀

约了萍乡籍大学生许杰帮忙联系

'工作地(! 并交代他当龚勇华%

陈楠发送答案时要在楼下望风 !

承诺事成后给予报酬! 许杰犹豫

片刻后答应下来! 很快在离安源

中学不到
$

公里的某宾馆开了房

间#

.

月
.

日下午 ! 龚勇华从
*

名考生手中将无线信号接收笔收

集后! 拿到安源中学门口进行调

试! 陈楠则在宾馆房间内发射信

号! 经调试确定全部接收笔均能

接收到信号后! 将接收笔交还给

考生#

当晚
$&

时 ! 萍乡市公安机

关接到江西省公安厅下达的统一

部署! 在宾馆内将龚勇华% 陈楠

抓获! 当场查获无线信号发射器

一台! 装有传输软件的电脑一台

等设备! 随后! 又在该市火车站

内将许杰抓获# 程轩% 邓敏强两

人也很快落网#

经公安机关鉴定! 被查获的

无线信号发射器具备发射功能 %

信号接收笔在距离小于或等于
'

公里范围内能够有效接收信息 !

且该套器材属于暗藏式窃听专用

器材#

"&$'

年
$$

月
)

日
0

经萍乡市

安源区检察院提出公诉! 安源区

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涉嫌非法获

取国家秘密的案件# 程轩被抓获

后
0

依法被南昌市湾里区检察院

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认为! 程轩等
!

名

在校大学生和副教授邓敏强串通

一气! 从网络上非法获取绝密级

的
"&+"

年高考试题答案!企图通

过购买高科技作弊设备 %包括发

射器和笔状接收器$ 传送答案谋

取暴利!情节严重!已构成非法获

取国家秘密罪#

庭审中! 被告人对自己的作

弊事实及经过供认不讳#

签名画个圈，想法不一般

小伙宁愿坐牢房
!

本报通讯员 周维民 于 波

现年
""

岁的王小六是辽宁省朝阳县人! 别看年纪不大!

"&+&

年因抢劫犯罪已服刑三年#出狱后无所事事!没有朋友!

连家里人也瞧不起他!父亲撵他走!说家中没有被子给他盖#

"&+'

年
%

月
+'

日!王小六在家偷偷地喝了
+*

瓶啤酒!醉

眼迷蒙中用打火机将被褥%地上的一堆塑料瓶及衣物点燃!然

后离去#幸亏周围邻居发现及时将火扑灭#

出门时王小六顺手拿了一把杀羊的尖刀! 走到一敬老院

大门口处! 正好看见高启权)))之前王小六把敬老院的一个

人打了!当时怀疑是高启权报警抓的他#王小六边骂边持刀追

赶高启权!追上后用刀威逼将其手机抢走#返回敬老院门口!

王小六又将高启权% 陈宝权平时乘坐的捷达车上的后备厢打

开!盗走陈宝权一部黑色直板触屏手机#

王小六立刻逃走!晚上也没敢回家!借着酒劲儿随便找了

个人迹罕至的地方露天睡了一宿#第二天早上!饥肠辘辘的他

回家找食物时被公安民警抓获归案# 经朝阳县涉案物品价格

鉴定中心鉴定! 王小六抢劫高启权的黑色飞利浦手机价值

"&('

元!盗窃陈宝权的黑色直板触屏手机价值
*&&

元#

'王小六(*检察官感觉这可能是外号!经核实确系真实户

口信息!而且起名的人还是他的父亲&让检察官更感到意外的

是!王小六不但乐呵呵地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还说这回又可

以回到监狱了!在监狱里他力气大!干活好!不受欺负!按时吃

饭!比在家可好多了&

是什么原因让一个
""

岁的小伙情愿第二次入狱!不愿意

回家呢*原来!王小六自幼失去母亲!父亲再婚后!他便成了家

里多余的人!在这样的时代里!王小六居然一天书也没念过!

以至于签名的时候! 在检察官指导下写完本人名字后还要特

意在'小(字上面画个圈!强调说+没有这个圈!就不是王小六

本人的签名&

"&+'

年
+"

月
"!

日!经辽宁省朝阳县检察院提起公诉!被

告人王小六因犯抢劫罪" 放火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六

年&这个平安夜在牢房里的王小六或许能睡得很安稳了!但这

个宁肯进监狱的问题小伙的明天又在哪儿呢*

才出狼穴，又入虎口

年少任性铸大错
!

本报记者 高传伟 通讯员 张连营

刘静!化名$!山东省威海市人!

"&++

年刚满
+*

岁&青春叛

逆期的刘静! 常因一点小事与父母发生冲突!

"&++

年
"

月的

一天!她离家出走来到济南&早春二月!春寒料峭&天渐渐暗下

来!身无分文的刘静开始后悔了!但想起父亲的责备!为了赌

气!她还是决定不回家&独自一人在大街上漫无目的溜达时!

她遇到韩正&

韩正!一个大她
+&

岁的混混!花言巧语取得了懵懂少女

的信任&刘静和他交上朋友!谈起了恋爱&韩正把她带到了娱

乐场所!让她感受灯红酒绿的生活!可这一切都需要钱!韩正

让她到朋友方全的宾馆从事卖淫活动&这一去!刘静再无回头

之路!不仅常被所谓的男朋友打骂!甚至被威胁挖眼卖肾&

"&+"

年方全"李媛夫妇要到河南项城开宾馆&他们以给

刘静找工作"找对象为由骗她!说可以带她离开&急于摆脱男

友的刘静被骗到项城一家宾馆继续卖淫& 才出狼穴! 又入虎

口&这下!刘静更掺了!稍有不从!就被方全夫妇打骂&一年后!

+)

岁的刘静出落成一个婷婷玉立的大姑娘!方全"李媛夫妇

竟然打起了让刘静骗婚的歪主意&

"&+"

年冬!方全夫妇让刘静冒充其女儿方惠!托人介绍

与项城某村的李某相亲&索要
)!"&&

元彩礼后!刘静与李某举

行了婚礼&三天后!刘静按照方全夫妇的安排!以李媛生病需

要照顾为由离开李某家&从此!花费了
)

万多元"只过了三天

新婚生活的李某!再也没见过'新媳妇(刘静&

钱来得如此容易!方全夫妇乐坏了!他们又开始物色下一

个对象&这对无良夫妇!在犯罪的路上越滑越远&

终于有一天!未满
+(

岁的刘静!害怕骗婚东窗事发!逃回了

老家&她把自己这几年的遭遇和骗婚的事告诉了家人!后悔年少

任性!铸成大错!一家人抱头痛哭&刘静在父亲陪同下投案自首&

"&+'

年
+"

月
+)

日! 经项城市检察院公诉! 法院作出

如下判决 + 被告人方全 " 李

媛犯诈骗罪 " 容留卖淫罪 !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

六个月 ! 并处罚金
"1'

万元 &

刘静已在此前两个月被河南

省项城市检察院以附条件不

起诉决定而获释&

罪 玉

长
篇
小
说

张
继
英
著

令人匪夷所思的现场"#被害人$ 余蓓蓓却不知所

踪%是情杀&劫财&或是一场猎艳游戏&古玩商和拍卖师

先后进入女刑警霍妍的侦查视野% 两个盗掘走私文物

团伙之间的拼杀"数人死于非命"所有贪婪的黑手皆伸

向神秘的千年古玉'(在抓住神秘黑手的同时" 女警

霍妍带你穿越物欲横流的心灵禁区" 走进和破解玄机

重重的古玉迷宫%

连载)二十六*

本栏目由文艺副刊部主办

编辑 贾 娜

丁萌在一旁不服气地说 +

'反正那个璇玑玉璧把汤新生"

余蓓蓓和闵彤他们都联系在一

起了&(

晚上霍妍回到家里!已是半

夜十一点了&柏松已经上床准备

睡觉了&

霍妍在卫生间认真洗过!才

轻轻钻进被窝&

柏松咕哝+'都这么晚了!你

就不能简单洗洗!害得我在被窝

里等你半天!都快睡着了&(

霍妍拍拍他的胳膊!说+'谁

让你等了*你先睡嘛&(

柏松搂住她说+'亲热亲热

嘛&总不能一天到晚都是办案!也

该有张有弛!别把我老婆累垮喽&(

'还是老公知道心疼人&(霍

妍感到一阵温暖&

'还在忙那个女孩的案子

吗*(柏松说着打了一个哈欠&

'啊!想你妹妹了*男人怎么

都这样*搂着一个还想着另一个&(

霍妍装作生气!故意转过身去&

'没有!没有!人家不过随便

问问你的案子&( 柏松扳着她的

肩!俯在她耳边说!'女人怎么都

这么小心眼儿*(

'谁小心眼儿了! 你平时从

来不过问案子的!怎么就对这女

孩这么关心*(

'那不是认识她嘛! 要不是

你跟我说起那女孩!我怎么会想

起她呀*你呀!准是心里有解不

开的疙瘩!拿我撒气&(柏松说着

抚摩她的身体!故意抓了一下她

腋下&

霍妍倏地感觉痒痒!翻转身

去挠柏松的痒痒!两人滚在一起&

'本来人家都要睡着了!让

你搞得没了睡意&(闹过之后!柏

松说!'快睡吧&(

这时霍妍还真的没了睡意!

说+'我这些天总在想一个问题&(

'这会儿什么都别想了!快

睡吧&(柏松'啪(的一声关了灯&

只听客厅里的挂钟响了一下&

'我在想那只小闹钟&(

'什么,,( 柏松已经困得

闭了眼&

'床头柜上的闹钟是个很大

的疑点! 时针指向八点五十八

分&(霍妍猛地从床上直起身!打

开灯!'我疏忽了一个问题&从一

般常识来看!八点五十八分是案

件发生的时刻&(

柏松一个激灵! 斜她一眼!

'是啊! 那些小说里不都是这样

写的吗*(

'那只是一般常识& 因为闹

钟没有在它应该在的床头柜上!

而是在床上躺倒着&(

'你想说明什么*( 柏松不

解&

霍妍认真地说+'事实上!时

针指向八点五十八分或许有多

种可能+第一!闹钟被作为工具

使用! 致使停在了八点五十八

分$第二!是有人故意设置的道

具! 把时针拨到了八点五十八

分$第三!这只闹钟早就停了&不

过!第三点有些牵强!若是早就

停了!应该放在床头柜上!而不

是在床上!或许上面还应该有尘

土!但是却没有&(

'还是我老婆聪明! 竟然想

到这么多可能&( 柏松拉住她的

手!'躺下说吧*你认为本案可能

是哪一种*(

霍妍仍靠在床头!说+'八点

五十八分!在这个季节显然还是

人来人往的时候&如果发生了凶

杀!那个老头是不可能扛着尸体

下楼而不被人发现的&我当时是

这样想的!所以认为没有发生凶

杀&(

'你现在改变看法了吗*(

'目前还没有改变这个论

点&现场的各种证据也支持这个

论点&但是,,(

'我知道你的-但是.!如果

案件节外生枝!出现异常!就有

必要考虑其他可能& 是这样吧*

我的老婆!当侦探可真累人&(柏

松把霍妍拉进被窝!又想到一个

问题!'怎么证明就是那个姓金

的女孩*你又没见到人&(

'不愧是侦探的老公哇!考

虑问题更全面了&(霍妍笑讽他!

'房东拿来了女孩的身份证复印

件!我看了照片&那个证人艾美

丽也非常肯定!还说跟我长得很

像& 唯一对不上号的是名字!她

身份证上的名字叫余蓓蓓 &可

是! 人家四川警方已经回函了!

证实余蓓蓓另有其人&(

'另有其人* 也就是说不是

重名重姓了*难道!姓金的女孩

在假冒余蓓蓓*那又是为什么*(

'是呀& 正因为她的姓名才

让我感到这是个问题&(

'真够复杂的&(

'重要的是目前这女孩去向

不明&(

'但愿女孩没事&(

'但愿吧&(

'抓住那老头了吗*(柏松在

被窝里搂住霍妍&

'会抓住的&(霍妍喃喃自语

说!'我现在更相信假余蓓蓓就是

阆中那个姓金的女孩&她怎么从

四川到西安来了* 又是怎么跟现

在的老板汤新生混在一起的呢*(

忽地听到柏松发出轻轻的

鼾声!霍妍便关了台灯!闭上双

眼!只觉得有一团黑糊糊的东西

冲入她的脑海! 那东西由远而

近!挟着黑暗旋转而来!到达她

的头上时! 忽然发出一团光!那

团东西在闪光中魔术般地旋转

着!渐渐变成了一只玉石手镯&

竟是西后地现场那只摔成

三瓣的玉石手镯&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

制或转载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离家出走，靠相亲骗钱
!

本报记者 卢志坚

通讯员 朱亚平 李晓艳

两年前与妻子离婚!自己一

个人带着年幼的孩子! 又没什么

像样的工作! 江苏省无锡市的许

东生活过得很不如意&一天!许东

与父母吵了一架后甩门而去&但

出门后却无处可去! 许东只好在

网吧消磨时光& 他在网上看到一

个教人骗钱的帖子! 大意就是说

通过虚构虚假的身份! 骗取他人

信任后! 以帮人找工作为名需要

打点疏通关系!骗取财物&窘迫的

许东! 顿时觉得这是个绝佳的敛

财机会&

然而! 怎样取得一个素不相

识的人的信任呢* 想到最近相亲

节目正火! 许东立刻在某网站注

册了一个账号!并认识了小玉!化

名$&许东向小玉称自己名叫刘小

东!是国税局纪检组的干部!是省

厅派驻无锡的人员! 并堂而皇之

地住到了小玉家中&

一次他到小玉单位! 意外得

知小玉的同事高枫!化名$的儿子

小高正在为找工作的事情发愁&

许东立刻主动向高枫提出自己可

以为小高谋得一份在国税局开车

的工作&就这样!小玉%高枫一步

步地进入许东的圈套当中& 许东

先后
!

次以要到国税局疏通关系

为由!向高枫索要烟酒费用!金额

达
(&&&

元&

在与小玉交往的过程中 !许

东因自己吃穿用都由小玉开销!免

不了要看小玉的脸色&许东就想着

可以'扩大战果(!有钱就不用受气

了&正巧小玉的表嫂小黄最近生活

不如意向小玉抱怨!这一切都被有

心的许东记在心里& 逮着一个机

会!许东又主动请缨!说要为小黄

介绍工作!把小黄介绍到国税局的

食堂烧饭& 小黄听了很是激动!对

许东也是千恩万谢的!哪里还顾得

上去核实情况呀 ! 爽快地就把

'&&&

元钱送到了许东的手里&又

得逞了! 许东心里暗自爽了一把!

又在琢磨着靠这条路生财非常靠

谱!还得乘胜追击&

这不! 他又用上了相亲骗钱

的老套路& 这回许东使用了时下

流行的微信! 用摇一摇的功能认

识了小娟!化名$& 不上班的日子

里! 许东是使尽了浑身解数将小

娟哄得团团转& 成功取得了小娟

的信任后!他又开始了老套路!以

自称的国税局纪检组干部的身

份!问小娟有没有会开车的朋友!

他可以介绍到国税局开车& 就这

样! 小娟把自己的一个开车的朋

友和自己的外甥介绍给了许东 !

让许东帮忙介绍工作& 许东又是

故弄玄虚地以送礼疏通关系为

名!从小娟处骗得了
*&&&

元&

多行不义必自毙& 许东自称

要为高枫%小黄介绍工作!但迟迟

没有结果!小玉他们就起了疑心!

偷偷地到国税局打听&打听下来!

蒙在鼓里的小玉他们恍然大悟 !

于是找到了许东对质& 许东见对

方人多势众!心里害怕!就把自己

以介绍工作为名骗取财物的事一

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就这样! 许东被小玉赶了出

来&身无分文的许东在路上闲逛!

实在无处可去& 在网吧凑合了几

天后! 许东准备把一辆旧自行车

卖掉换点钱用用& 到旧货市场卖

自行车的过程中! 闲聊时认识了

小张!得知小张是做工程生意的&

这时!他又想到了故伎重演!向小

张提出自己是自来水公司的驾驶

员! 可以帮小张介绍到自来水公

司开车的工作&

小张一听有这样的好事 !就

提出帮自己的侄子小周介绍到自

来水公司上班& 小周当天就跟着

许东到自来水公司去! 在去的过

程中! 许东又提出要向自来水公

司的领导送些香烟疏通关系!于

是小周又去借了
$&&&

元钱交给

许东&

两人骑车到了西门的自来水

公司门口! 许东让小周回去等消

息!自己进去处理找工作的事情&

许东进门时碰到之前的同事怕被

认出! 很紧张地折回来! 躲在门

口的柱子旁边! 这一切不寻常的

举动都被小周看在眼里& 于是小

周回去向小张核实许东的身份 !

但小张也说不出个究竟来! 小周

更是觉得事有蹊跷! 要等许东回

来时好好核实一番&

当天下午! 许东拿着伪造的

盖好章的招工报名表回到小张店

里时! 小周神色严厉地提出要与

许东一起到自来水公司看看情

况 ! 否则工作没落实之前要把

$&&&

元先退还给他& 许东见事情

瞒不住了 ! 就退还给小周
(&&

元! 还坦白了事实& 见状! 小周

将许东扭送到了派出所&

"&$'

年
$"

月
.

日! 经无锡市

崇安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许东被

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零六个月! 并处罚金
'&&&

元&

庭审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