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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拍案

案后说法

长期从事犯罪心理研究的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教授李玫瑾认为! 可以从观念和情感上分析

王勇这类留学生的犯罪心理"

所谓观念! 就是 #什么事情不能做$ 的底

线 % 生活中犯些小错误的人 ! 常常会被管教 !

比如孩子跟别的同学打架! 被父母管教后! 就

不会再犯这个错误" 但王勇这类留学生从小就

是公认的好学生! 没有犯小错的机会! 相比而

言! 他们缺失了那段 &被管教$ 的经历% 他们

会想! 犯罪这件事情离自己这样的好学生是很

远的% 可是! 一旦出了问题! 往往也就是大事%

至于情感方面是因缺少快乐感! 这是现在

很多留学精英共有的问题% 人对外界的反映! 除了应变能力之外! 还有个

重要的思维定式% 很多年轻人从小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学习中! 与父母亲

友缺乏情感互动! 这种成长环境造成很小的认知范围! 一旦遇到生活中的

某些烦扰! 就会无法排解% 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路! 所以就以完结生

命来 &解脱$%

李玫瑾认为! 所谓的中国精英教育! 亦不应该是这类杀人者杀人的充

分理由% 很多的精英都不杀人% 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杀人者的心理认知%

如果他感觉快乐! 他在情感方面正常! 这种事情就不太会出现%

30岁的留美博士在回家相亲的十天里，遭遇种种刺激，最后竟产生轻生念头，并决心一并带走年迈的父母———

海归博士的悲剧
!

张慧 刘宁 王雅萌

回家后心理不平衡

博士王勇是去年腊月二十回到

家乡江苏扬州的! 他在美国独自生

活了七年" 这次回家是带着换个环

境的想法!长时间在美国生活"他连

自己的身份证号码# 老家座机号码

也记不清了!

自从四年前" 读博士期间的王

勇回过一次家后" 他的父母每到春

节都期待他回乡" 而去年随着王勇

学业结束"这份期待更加急切!

!"#$

年
##

月"王勇的母亲在电话中告诉

他" 亲戚们给他物色了个合适的女

孩"只等王勇回来相亲!

!%&'

年
&

月
!%

日$农历腊月二

十%"王勇乘坐的飞机抵达上海浦东

机场"迎接他的是张涛"王勇在大学

时的同学" 现在上海做化学药品销

售!晚上"张涛带女朋友一起请王勇

吃了顿饭!饭后"王勇独自回到宾馆

的客房内" 他联想到自己在美国的

单身生活"&突然觉得很孤单" 有一

种失落的感觉'!

第二天" 王勇带着两个旅行箱

奔向上海长途汽车站" 他的压抑感

更加强烈"&四年没回家" 我对国内

春运现象很不适应"觉得人多! '

当天晚上" 王勇被堂哥王杰一

行人接到镇上的一家酒店吃饭"四

年没见面" 亲戚间自然对王勇在美

国的生活比较好奇" 他们问王勇在

美国能挣多少"王勇说一年
$%

多万

元人民币! 接着话题又转到谈论婚

姻#房子#车子的事情! 在亲戚们互

相攀比的谈话中" 王勇越发觉得自

己没有什么留美博士的优越感!

事后"王杰回忆起来"亲戚关于

汽车# 工资的谈话无非是说明家乡

近年来发展得好"并不想刺激王勇!

王杰后悔几天后还带着王勇参观他

的新房!那时"他的妻子把在乡下盖

的小别墅照片给王勇看!

腊月廿一" 他的母亲王文英觉

得儿子不对劲"那天早上
(

点钟"王

文英起床后发现王勇坐在床上! 她

问儿子为何起这么早! 王勇说自己

睡不着觉"烦神! 问他烦什么"王勇

说&我不如人家"没让你和爸爸过上

好日子'"王勇讲话时不停地摇头!

第二天王勇去二堂姐家玩时同

样受到刺激"堂姐家装修堪称豪华!

下午回家路过金店" 王勇想给母亲

买条金项链" 但价格都在几万元以

上"完全超出他的承受能力!

经过连续两天的观察" 王文英

怀疑儿子得了抑郁症" 但她又不好

跟别人说" 她悄悄对丈夫王德来表

露自己的担忧"丈夫反而骂她!

在家里待三天后" 王勇想出去

找同学和校友玩玩" 腊月廿三到昆

山#上海"腊月廿四去了海门! 他见

的几位同学分别在银行#船舶厂#科

研企业工作"个个有车有房有对象!

外面转了一圈"腊月廿五中午"

王勇回到老家! &一个人在外面漂"

工作辛苦 " 还不如当时在国内发

展! '当晚"王勇到堂哥家聊天时说!

农村飞出的凤凰男

王勇的父亲王德来已过六旬 "

小学文化"身体瘦弱"以前做瓦工"

农闲时到建筑工地打零工补贴家

用!

!%%#

年王勇考上高中那年"王

德来经人介绍到槐泗橡胶厂打工"

一年后"因操作机器失当"双手部分

手指被压断"被鉴定为
'

级伤残!事

后拿到一次性的
##

万元赔偿金!这

笔钱后来主要用在王勇大学期间的

费用和日常家庭开支! 那次工伤事

故过后" 王德来一直在邻近的几个

村庄收鹅毛! &但钱还不够自己生活

费'"王文英说"每到端午#中秋#春

节前后" 丈夫都去附近村民家收零

星的鹅毛" 然后晒干卖出! 腊月廿

七" 是他最后一次冒着严寒外出收

鹅毛!

王勇的母亲王文英今年
)(

岁"

初中文化程度" 在槐泗镇个体服装

厂做缝纫工" 需要加班且承担大部

分家务"所以常常忙到深夜!他们家

主要的收入靠王文英" 一年的毛收

入不超过
$

万元!

尽管家境困难" 但儿子从小到

大从来没让他们担心过! 王勇高中

考上邗江中学就住校宿舍! 每逢放

月假回来" 王勇总是带着一布袋的

书" 而村里和他年龄相仿的人也很

难见他出来玩! 等到考上中国科技

大学" 他几乎成为村里争相传颂的

人物! &大来子手患了残疾"但幸亏

儿子很出息! '这是村民对这个家庭

的粗略印象!

对于一个拥有
'%%%

多人口"每

年仅仅出产个位数大学生的林桥村

来说" 王德来家出了个留洋博士简

直是鲤鱼跳龙门般的故事!

王勇家在林桥村的位置算是偏

西的边角屋" 距离前后左右的邻居

都在
!%

米以外! 它是上世纪
*"

年

代末期王德来夫妇辛苦攒钱建起来

的!建成后"家里一直没有余钱将其

装修!

王勇每一次去亲戚或者同学的

家时" 都会暗自将自己的家拿来比

较一番"而结果常让他自责!腊月廿

八下午" 王勇的母亲喊他去叔叔王

德奎家洗澡" 本意是想让王勇洗得

舒服点" 但王勇去看了叔叔家装潢

很好"心生愧疚"觉得对不起父母!

回到家后"他想到要自杀"但自

杀后父母怎么办"&不能让他们承受

第二次更大的伤害" 索性带父母一

块走吧( '他当时把这个疯狂的想法

写在平板电脑的记事本文档里!

堂哥王杰回忆" 王勇回家后情

绪上表现越来越敏感! &在我家视频

时"经常跟我重复同一个话题"说无

法融入国内生活"国内网络不好"物

价贵" 环境差" 跟不上身边人的节

奏"无法在国内找到工作! '

相亲失败压垮心理

腊月廿八" 是王勇见相亲女孩

的日子! 女孩是公道镇一名北大毕

业的女孩"那天下午"王勇给女孩发

去短信" 随后约到镇上一个卖甜点

的店里见面! &我们比较有话题"她

名字记不清了"姓袁"二十七八岁"

在深圳的腾讯公司工作! '王勇在看

守所回忆道" 他见面后感觉女孩比

自己优秀" 但怕追不上人家就干脆

主动放弃!

晚上"王勇的母亲也责备他!面

对母亲几日来的劝解#开导"他开始

意识到自己该要振作一下"&当时"

我把这个女孩当作救命稻草" 希望

从她身上找到一种归属感! '王勇就

主动给女孩发去短信! 但很遗憾的

是"这根稻草不是救命的"而是压垮

他心理的最后一棵!

王勇一共给女孩发出五条短

信"一直求女孩给个机会"等了一夜

没有回复!第二天早上"王勇又给女

孩发去一条短信&早上好啊'"依旧

没有得到回复!

悲观#失落#自卑各种心情都错

综交杂在一起"王勇又想到"当天是

农历腊月廿九" 亲戚到中午都要来

家里祭祖吃饭" 他担心被问到和公

道镇女孩相亲的进展"&我越想越钻

进了一个死胡同'!他两天前那个疯

狂的想法再次浮现脑子里)))把父

母一起带走!

他对自杀后的家庭状态也有一

番考虑"&如果我一个人自杀了"这

样对父母亲很残忍" 他们不希望白

发人送黑发人"把父母亲杀掉"然后

再自杀"一家三口都死掉"每个人都

轻松"谁都不会痛苦! '

王勇起床后在院子门口站了大

概
$

分钟"&我也不知道怎么了"觉

得有了想法之后"就一定要去做! '

他看堂屋大门正好一块挡风用的红

色砖头"拿起来走向厨房"到了父亲

后面"用砖头朝后脑猛拍一下"还没

等王德来反应过来" 捡起砧板上一

把菜刀" 往父亲王德来的颈部割了

一刀"鲜血顿时滴在地上!

接着"他拿起刀和半块砖头"穿

过堂屋" 想用同样的方法结束母亲

的性命! 母亲王文英看到王勇发疯

一样" 就大喊 &救命'!

邻居王宏亮和王德奎等人先后

赶来" 所幸的是王文英活下来" 而

王德来几天后死在医院里!

一直有周期性郁闷

!"&'

年
!

月
&'

日" 王勇被扬

州市邗江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案件

初期审查的检察官 锦良说" 公安

机关已委托扬州市五台山医院做过

精神病鉴定" 王勇被判定为无精神

病性症状的抑郁症" 限制刑事责任

能力" 会被从轻或减轻处罚!

!

月
&)

日 " 王文英出院后在

侄子王杰的陪同下向公安局信访办

递交了刑事谅解书" 在村委会里"

亲属和庄邻等
)"

多人联名签字按

手印!

)(

岁的吴承国是王德来家邻

居" 年轻时跟王德来一起干过活"

他认为王德来最大的矛盾就是不能

顺其自然! &有点爱吹牛说大话"

老说儿子在美国怎么有前途! 如果

王勇博士读完了" 父亲要儿子回国"

不在美国闯荡" 也许就不会出现这

种局面!'

吴承国说" 林桥村像他这样一

家四口全都工作的有很多" 每年净

收入七八万元以上" 家家户户开始

买小车" 盖小洋楼! 而反观" 王德

来家的电器依然是老旧的台式电视

机 " 夫妻俩一年毛收入不到
$

万

元" 唯一的希望是王勇在国外能有

出息!

亲戚们对王勇的印象是听话 #

内向! 王勇读大学时为减轻家庭负

担" 找了多份家教! 本科毕业后" 想

要出国深造的王勇得到好几个学校的

录取通知" 但他最后选择了提供全额

奖学金的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

年前" 读博士期间的王勇回

国时" 他的大堂哥王强就能感觉"

他有点不开心! 王强后来打听到"

王勇在美国所读的专业不是他理想

的专业 " 而且硕博连读本来是五

年" 但因为导师调离岗位" 使他多

读半年" 产生了一定的经济负担!

王勇刚去美国时候的心态是兴奋好

奇的" 但后来越来越感觉孤单" 他

尝试追求一个女孩" 却失败了" 曾

经郁闷了三个月" 他发现自己的心

情每过一段时间就会低落一次" 特

别是压力大的时候!

!"&$

年
$

月王勇进入英特尔公

司" 工作岗位是浸入式石印扫描仪

工程师! 王勇表示自己虽然能胜任

在英特尔的工作" 但依然感觉有压

力" 有的是来自于同事间交流的压

力! &我们几个人分一小组工作"

每个人都有负责的地方" 怕出错"

需要二十四小时待命!' 他几乎没

有娱乐的消遣" 周末一般在公寓自

己的房间里看看物理专业书籍" 或

者摆弄成堆的计算机芯片!

当他渐渐感觉自己周期性的郁

闷时" 也没有尝试跟朋友交流" 因

为在美国 &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尽

量表现出最好一面!'

北美华人论坛上一位网友认为

王勇的心理在留学生中较普遍" 他

建议 &回国切莫说自己是国外回来

的" 要不然的确是要被人鄙视的!

我回国已经被亲戚朋友慰问个遍

了" 都说留学花钱无收益" 问我境

况如何" 我说是啊" 现在在美国公

司毫无前途" 一塌糊涂"生不如死!

于是有好心人表示是不是需要他们

帮助打通关系找工作" 我说万分感

谢!但是这样雪中送炭的人少啊!'

!"&'

年
'

月
$

日" 扬州市检察

院以故意杀人罪将王勇向扬州市中级

法院提起公诉 $部分采访对象为化

名%!

“万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巴金晚年在 '随想录 ( 中写

道) #真理是不承认任何权力与权

威的**不存在风险的真话! 是没

有社会价值的+$ 真话 ! 尤其是一

些有价值的真话! 往往会触及一些

人的痛处, 影响到一些人的利益!

因而特别不招人待见! 甚至会给自

己带来麻烦+ 因此! 讲真话在当今

社会往往显得特别珍稀! 尤其是在

权力的 &怒喝$ 面前! 真话往往还

来不及脱口而出! 就已经吞入了肚

中+

真话吞咽多了! 吐出来的自然

就是软话,套话,空话,大话!结果发

现!讲违心话!做&老好人$!效果奇

好+于是乎!好人主义盛行+尤其在

官场!这一类人不在少数+

好人主义表现很多+ 一是不说

话+ 问题面前不表态! 即使发言也

先看领导说了什么! 然后说几句云

里雾里, 无关痛痒的话+ 二是说好

话 + 擅长于 &吹喇叭 $ ! 热衷于

&抬轿子$! 无原则地逢迎讨好+ 三

是好说话+ 不论是否符合原则! 都

是&行行行$,&好好好$!只点头, 不

摇头+ 四是不接话 + 只要不出事,

宁可不干事! 对工作敷衍应付! 四

平八稳当 &太平官$+

&老好人$ 看似轻松 ! 其实生

活得很累! 因为他们 &怕$ 的事情

太多+ 在工作生活中怕得罪人! 不

敢坚持原则+ 怕坚持原则会得罪上

级
+

被 &穿小鞋$! 影响仕途- 怕得

罪同级
+

被疏远孤立 , 伤了和气 -

怕得罪下级 ! 影响人缘 , 丢了选

票+ 他们总想着能过就过! 谁都不

得罪最好 ! 在检查指导工作中
+

对

于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总是避重就

轻
+

对不良现象也是睁只眼 , 闭只

眼! 明知不对! 还是奉行少说为佳

的处事原则 ! 明哲保身 ! 缺乏正

气 + 在他们看来 ! 即使自己受点

苦! 也别得罪人! 其实恰恰相反!

谁都不得罪! 往往办事没有原则立

场! 这样的人反而更容易失去自己

的地位+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纪检组组长

日前在媒体撰文再次指出当下我们

在一些干部中存在不敢批评, 不愿

批评! 不敢负责, 不愿负责的好人

主义倾向! 引发人们对此话题审视

热议+

提起好人! 人皆赞之+ 但如果

在好人后面加上主义二字! 味道和

性质就真的变了味儿 + &好人主

义 $ 思想 ! 就是一种典型的无纪

律, 无原则的行为和表现+ 其实质

是对别人, 对自己, 对工作的不负

责任! 是一种渎职行为+ &为官避

事平生耻+$ 敢于坚持原则, 勇于

负责, 不怕得罪人! 是为政之德的

基本要求 + 倘若总是怕丢 &官帽

子$! 怕得罪同事! 怕失去下级的

拥戴! 对上唯唯诺诺讨好! 对下微

笑点头糊弄! 为人处世只懂阿谀奉

承! 见风使舵! 长此以往! 必将失

去大伙儿的理解和支持+

祛除这种好人主义! 必须马上

拿起批评的武器+ 靠批评与自我批

评! 更靠细化组织制度不断修正+

制度如渠! 行为如水+ 渠正道则水

直流! 渠失范则水泛滥+ 拿掉好人

主义! 既要有思想觉悟! 又要靠制

度保障+ 关键是要让愿意批评, 敢

于批评者得到褒奖! 让压制批评甚

至打击报复者受到处理! 让不敢批

评 , 不愿批评的好好先生受到惩

戒! 只有不让坚持原则的干部吃亏

成为普遍现象! 坚持原则的人才会

越来越多+

&敢于当面反对, 使我下不来

台的人! 我会重用他+$ 朱基这

句经典的话广为流传+ 领导干部重

用敢于当面反对自己, 使自己下不

来台的人! 是一种大智慧! 这也是

治疗好人主义的良药+ 大家都讲真

话了 ! 领导干部才能在 &耳聪目

明$ 中反思和改进自身工作! 工作

改进提高了! 领导下回听到忠言也

不逆耳了! &老好人$ 和他的 &好

人主义$ 自然就消失了+

玩偶
!,

岁的方言
-

化名
.

与
!!

岁的女友

吴燕
-

化名
.

感情不错"但令方言郁闷的

是" 两人约会时吴燕总带着一只 &史努

比'玩偶"而且每次带的玩偶还不一样!

后来"方言发现吴燕的行为越来越离谱"

不仅常常对着&史努比'自言自语"吃饭

时还要给&史努比'点一份"但最后还是

方言负责吃完" 方言因此吃胖了
!%

多

斤*而且电影票吴燕也要买三人份的"还

让方言压着凳子"把&史努比'放在上面

看!

交往四年来"吴燕一直是&史努比第

一"方言第二'!吴燕说她由爷爷奶奶带

大"朋友少"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关爱少"

便养成了对玩偶的依赖!有一次"吴燕说

&史努比'想上厕所"就让方言带它去"方

言觉得吴燕无理取闹"就把&史努比'扔

在地上"不料吴燕当即甩了他一个巴掌"

两人不欢而散!过了几天"方言主动提出

和解"吴燕却让方言给&史努比'道歉"否

则就分手!方言决定分手"但想到自己四

年来物质和精神都付出很多" 想索赔
'

万元&青春损失费'!

摘自
!

月
"

日"武汉晨报#

玩偶和人区别在哪.玩偶没思想!玩

偶不吃饭!玩偶不睡觉%重要的是!你和

玩偶说什么! 它只有听的份儿! 默默无

语! 无喜无悲% 因此! 玩偶对你永远是

忠诚的 ! 它永远不会背叛 % 以前听人

说! 某某就像玩偶一样被操作% 这话听

着很刺耳% 一个大活人任人操纵! 那滋

味能好受吗. 方言这小伙子的日子不好

过! 不只是因为 &史努比第一! 方言第

二$! 而是因为吴姑娘把方言也当成了

玩偶% 我说的不对吗. 如果她要你做什

么就做什么! 你不做她就很生气! 那你

不是玩偶是什么.

那玩偶和偶像区别在哪呢. 玩偶是

供人玩的!偶像是供人拜的%玩偶可以拥

而入怀!偶像你却只能仰视%现在的年轻

人喜欢崇拜偶像! 一旦发现自己的偶像

出点&问题$!不是痛不欲生就是狂怒不

已%他们不愿承认自己的偶像也是人!也

要吃喝拉撒!也会卖乖出丑%说起来!为

什么要玩玩偶或拜偶像! 不是就要寻求

一份完美嘛%而在现实中!彻底的完美是

不存在的%

面对真正的人!是件痛苦的事%因为

人之间需要交流!会有争吵!会有误解!

会有许多许多的麻烦%没有麻烦!人何以

成人!人又怎么长大%说起来!吴姑娘就

是一个不愿长大的人!和玩偶交流久了!

和人交流起来就麻烦了% 在一个人喜欢

玩偶和偶像的时候!她是幼稚的!因为她

拒绝麻烦%难的是!想不麻烦却会惹上更

大的麻烦%

一个人活着都会付出物质和精神!

无论你遇不遇到小吴这样的姑娘%所以!

小伙子真不必纠结!更不必索赔%当你回

顾一生的时候! 当初的麻烦也许会成为

美丽的回忆%让人担心的倒是那姑娘!因

为&史努比$永远不会老!而时间不会倒

流!小姑娘不能永远都是小姑娘%

$本期坐堂% 张笑&

左图%王勇在美国时曾将自己在实验室的照片传给同学看

右图%王家出了个留洋博士!王勇成了村里争相传颂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