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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早年父亲离世! 哥哥

又刚去世! 杨秀和瘫痪在床的

母亲相依为命"

!

年前! 他背着

母亲!从云南省盈江县!一路辗

转来到东莞市打工"

今年
"

月
"#

日傍晚
$

时

许! 杨秀和几位朋友吃过饭后!

返回出租屋"看着躺在床上的母

亲!想到自己已经两个多月没找

到工作! 杨秀越发感觉生活无

望!便动起了杀死母亲再自杀的

念头"他拿起菜刀向母亲后颈部

砍了两刀!又用剃须刀在自己手

腕划了两下!因于心不忍!又停

下手! 并帮母亲清洗伤口和止

血"次日!杨秀向公安机关自首"

案件被移送东莞市第二市

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后! 办案检

察官在提审杨秀时! 发现他表

现怯弱!不愿说话!还总习惯低

头搓手" 检察官随即聘请了心

理咨询师介入! 对杨秀进行心

理疏导"

鉴于此案较为特殊! 该院

于
%

月
"

日上午! 对此案举行

公开审查听证会! 除了公安机

关代表 #证人#新闻媒体之外 !

还邀请了大学教授# 电台法制

栏目主持人# 心理咨询师等专

业人士参与!提供专家意见!并

对听证会进行全程微博直播"

%

月
!

日! 综合考虑案情!

鉴于杨秀犯罪中止#自首#未造

成严重后果等情节! 又把听证

会意见作为重要参考! 该院依

法对杨秀作出了相对不起诉决

定! 并为杨秀的母亲申请司法

救助金"

为避免杨秀重新犯罪 !在

该院牵头下! 案发当地的公安

派出所为杨秀安排了临时住

所! 当地一位热心老板表示愿

意接纳杨秀到他那里打工 !社

工组织也承诺为其母亲免费送

饭!让其安心工作"

目前!该院已为被害人办理

司法救助相关手续!正在和有关

部门协调加快审批进程"该院还

将对杨秀进行定期回访"

%本报记者朱香山 通讯

员刘适强 崔常锐$

法可以容情，但情不可逾法
“孝子杀母”案主诉检察官讲述不起诉决定背后的情法考量

"

本报见习记者 何 青

胡玉菡

用菜刀将常年瘫痪在床的

母亲砍伤!后用剃须刀自杀!所

幸母子二人仅受轻伤" 广东东

莞#孝子杀母$案曾引起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近日!东

莞市第二市区检察院宣布 !对

涉嫌故意杀人罪的杨秀
&

化名
'

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并依法

对其进行检察训诫"

%

月
"(

日

上午!&孝子杀母$ 案的主诉检

察官张旭岑做客正义网微访

谈!与网友们在线交流!阐述该

案中蕴含的法理和人情%

法可容情& 中止杀母

不起诉

访谈一开始!针对检察机关

作出的相对不起诉处理!有网友

提出了疑问和担心% 对此!张旭

岑表示!案件必须结合具体案情

涉及的法律和情理作出评判!不

能一概而论%&孝子杀母$案作为

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人伦惨剧!本

身的特殊性不可复制%

&我们愿意相信人性!本案

的处理建立在对法律和人性的

尊重之上! 不是让经济原因成

为犯罪的借口! 更不是鼓励和

放纵弑亲行为% $张旭岑同时强

调! 该案有别于其他恶性杀人

案! 不能因杨秀一时冲动而否

定其三年来对母亲的不离不

弃! 且杨秀有犯罪中止和自首

的法定从轻'减轻情节"

情不逾法& 孝子免罚

不免责

什么是相对不起诉( 是不

是就是将杨秀无罪释放( 针对

网友的提问! 张旭岑解释说!通

俗来讲!相对不起诉是免刑不免

罪!免罚不免责% &就本案来说!

它意味着杨秀构成故意杀人罪!

但基于本案的情节和情理!可以

免予刑事处罚%这并不是对杨秀

)无罪释放*或者)法外*开恩!而

是法律上严厉的否定评价!也是

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 $

据了解! 该案的相对不起

诉处理是该院经过大量走访核

实后提出的% &法律赋予我们相

对不起诉的自由裁量权! 意味

着检察机关应针对案件本身的

法理情作出独立判断! 否则相

对不起诉权就失去了存在意

义% $张旭岑表示%

本性善良& 重压之下

也会反常

对于涉案的&孝子$!不少网

友表示好奇% 张旭岑介绍说!杨

秀性格内向! 人际关系简单!在

长期的艰苦生活中情绪压抑%另

一方面!他本性善良!忠厚诚实%

&在母亲床前忏悔那一幕让旁观

的我十分感动%从杨秀为母亲喂

水'擦身'换尿片等行为可以看

出他的细心和体贴% $

据了解! 东莞市第二市区

检察院在查办该案的过程中 !

引入了心理咨询和评估环节 %

评估结果认为! 杨秀的犯罪行

为是心理压力'情绪压抑'情感

匮乏' 社会支持不足等多重压

力下的特殊应激反应! 非常态

反应!不构成其他社会危害%

未雨绸缪& 构建弱势

群体救助体系

正义网官微日前就 &孝子

杀母$案发起过一项投票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在参与投票的

"#))

位网友中! 超过
*

成的网

友认为&这不仅是个人悲剧!也

是社会保障残缺的悲剧$% 对于

如何杜绝这类悲剧的再次发

生!张旭岑认为!不仅要亡羊补

牢!更要未雨绸缪% 对于社会弱

势群体!需要给予更多关注!畅

通救助渠道! 让更多的社会力

量参与进来! 构建出多层次的

救助体系!在经济'生活和心理

上给予弱势群体关心和帮助%

&办理这起案件时!我也扪

心自问!假如自己是杨秀!能否

像他那般对瘫痪母亲不离不

弃( 法律之美不在于惩罚!而在

于挽救!对于这样一个人!为什

么不能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

会( $张旭岑表示%

网购毒针弓弩 捕杀土狗牟利
江苏如皋：3名黑心商贩被批捕

本报讯%记者徐德高 通讯

员王四齐$ 为了谋财! 从网上

购买毒针 '弓弩捕杀土狗 !并将

毒死的狗剥了皮后销售%近日
+

朱

飞'张军'沈明因涉嫌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被江苏省如皋

市检察院批准逮捕%

()"!

年
""

月的一天! 张军

听朋友谈起用毒针杀狗能挣不

少钱 ! 便找到朱飞共谋发财大

计!二人一拍即合%

""

月下旬!二

人在网上购买了弓弩和毒针!合

伙在如皋市的乡镇开始&猎杀行

动$! 短短
!

天时间便捕获了十

余条土狗!并将被毒死的狗剥了

皮后出售%

()"!

年
"(

月
(,

日!二人将

刚刚捕获的
*

条狗卖给了做狗

肉生意的沈明! 得款
-))

余元!

并表示可长期供应死狗!沈明欣

然同意 %在与沈明交易后 !二人

还没来得及分赃就被前来盘查

的警察抓获%警方在张军身上查

获了作案用的弓弩和
()

多根尚

未使用的毒针!在沈明家中扣押

了还未来得及售出的
*

条死土

狗 %今年
%

月
"

日 !如皋市公安

机关将朱飞 '张军 '沈明提请如

皋市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

经鉴定!被扣押的毒针与死

狗身上均检出 &氯化琥珀胆碱$

成分!超量注射该成分药物可致

人支气管痉挛或过敏性休克死

亡%狗被含有该成分的毒针射杀

后!残留物会存在于狗的血液和

肌体组织中 !被人食用后 !将会

损伤人体器官!甚至危及生命%

将救灾款装进自己口袋
安徽宁国一村支书因贪污被判刑

本报讯 %记者吴贻伙 通讯员王汤琴$ 财政拨付的水毁工程

款不放过! 社会捐助用于村里修建道路的公益款也不放过! 安徽省

宁国市仙霞镇龙门村原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向继华因犯贪污

罪! 日前被宁国市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七年零六个月%

据宁国市检察院指控!

()""

年
""

月
(,

日! 向继华以山洪暴

发导致龙门村的机耕道路受到严重破坏为由! 以龙门村委会的名义

向宁国市某公司发出商情函! 请求该公司捐款给龙门村修路%

()"(

年
"

月
"$

日! 该公司将
(!-

万元人民币转入向继华指定的个人账

户! 但向继华并未将此笔捐款交给龙门村委会入账! 而是将钱据为

己有! 用于自家建房开支%

()"(

年
#

月
")

日! 超强台风 &海葵$ 袭击了宁国市! 导致仙

霞镇等地严重受灾% 同年
,

月! 宁国市财政部门将 &海葵$ 受灾修

复工程资金拨付给该市有关部门! 其中分配给仙霞镇
")

万元% 向

继华以龙门村委会的名义将该村 &大佛地至猴子洞道路拓宽工程$

列为 &一事一议$ 工程增补项目报至仙霞镇政府! 并虚拟该村村民

陈某为工程承包人% 仙霞镇政府经研究决定! 分配给龙门村
%

万

元%

()"(

年
")

月! 仙霞镇财政所将 &海葵$ 受灾修复工程资金
%

万元转到陈某账户% 同年
""

月
$

日! 向继华持陈某存折' 身份证

从银行将
%

万元取出后! 又一次中饱私囊% 此外! 向继华还先后
!

次将用于该村修筑河堤和道路建设的社会捐助款计
*

万元收入囊

中%

一审法院对上述指控事实全部予以确认! 认为向继华在协助政

府从事救灾款物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管理时! 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 采用收入不入账的方式侵吞救灾款' 社会公益款合计人民币

"!.-

万元! 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 鉴于其系自首! 案发后又积极退

赃' 自愿认罪! 一审法院决定对其减轻处罚! 并作出上述判决%

为要回5万元搭上一条人命
南昌青云谱3人因非法追债被起诉

本报讯 %记者欧阳晶 通讯员蔡秀珍 余扬帆$ 为追回
-

万

余元的欠款! 雇用追债公司非法追债! 结果让债务人付出了生命的

&代价$%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检察院日前分别以非法拘禁罪对王

祥' 刘成提起公诉! 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对刘良提起公诉%

())#

年! 在南昌市开印刷厂的王祥认识了做包装盒生意的李

某! 一来二去! 两人成了生意上的伙伴! 从那时起! 李某就开始从

王祥的厂里进货! 先后拿走了
-

万余元的印刷品! 却一直没给钱%

王祥多次催讨未果! 到最后! 李某甚至连王祥的电话也不接了%

()"!

年
,

月
")

日! 王祥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 &专业追债$ 的

广告! 便按报纸上留下的电话号码! 和这家刊登广告的专业 &追债

公司$ 取得联系! 并签订了讨债合同! 约定由该公司负责追债! 事

成后王祥按追回钱款的
()/

支付 &服务费$%

,

月
!)

日下午! 该公司负责人刘成带着刘良和吴刚 +另案处

理,!同王祥一起去寻找李某!结果没找到%之后!王祥与刘成商议!由

刘成给李某打电话!谎称谈生意!将李某骗到一家酒店% 李某来到酒

店后!发现情况不对!觉得刘成不像是来和他谈生意的!便借口上厕

所从酒店后门溜走% 刘成见状!赶紧叫刘良与吴刚前去追赶% 两人追

到一菜场门口!拉住李某!将其扣留住!称自己是派出所民警!因为李

某欠钱不还!要带走他% 反复拉扯过程中!李某嘴唇发黑!倒地不起!

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李某是因与他人发生争执'拉扯'情

绪激动等多种因素!诱发冠心病导致死亡%

事发当天! 王祥被公安机关带走接受调查%

")

月
")

日! 刘成

到派出所自首! 并协助侦查机关将刘良抓获% 截至目前! 王祥已支

付了李某家属
-

万元安葬费%

案件扫描!

()"%

年! 尧都农商银行工作的核心是加快转型提质%

要实现这一目标! 就必须强化员工的思想教育! 引领全

体员工精诚团结! 齐心同力! 在思想上同频共振! 在行

动上同舟共济! 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和才智! 为转型

提质注入强大动力% 基于这一认识! 尧都农商银行在全

体员工中开展了 &强化五种意识$ 思想教育活动%

一是强化责任意识% 责任胜于能力! 实现转型提质

是每个员工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是形势发展的客观需

要! 是商行生存发展的需求! 也是每个员工个人前程和

家庭幸福的需求% 每名员工都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爱岗敬

业的主人翁精神去拼搏! 把心思用在工作上! 把精力用

在实干上! 增强工作动力! 激发工作活力%

二是强化拼搏意识% 当前转型提质形势严峻! 任务

艰巨% 全体员工必须坚定信心! 团结拼搏! 打造一支特

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攻关! 特别能奉献的商

行铁军% 唯有如此! 才能在当前严峻的形势下闯出一片

新天地%

三是强化创新意识% 同业竞争! 优胜劣汰! 广大客

户选择银行的空间越来越大% 如果没有创新意识! 没有

超值的特色服务! 没有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 就会失去

客户的信任与支持% 为此! 必须做到大胆创新! 对社区

服务站提质扩容%

四是强化团队意识% 提质转型是一场攻坚战! 必须

发挥好团队的协作精神% 特别是在营销贷款' 发展客户'

拓展储源方面! 必须树立全行一盘棋的意识! 一旦有人

掌握信息! 就要举全行之力! 多渠道攻关! 多形式营销!

想办法将事情办成! 共同努力把转型提质的工作做好%

五是强化安全合规意识 % 提质就是提高发展质量 !

提质必须靠安全合规做保障% 安全合规出了问题! 商行

就会受损失! 员工受损失! 家庭受损失! 同时也就没有

了质量可言% 因此! 必须把安全合规做为生命线和永恒

的主题! 强化学习培训! 筑牢思想方向- 强化制度执行!

筑牢制度防线- 强化监督检查! 筑牢监督防线%

转型提质重在落实! 对员工进行 &五种意识$ 教育

的同时! 尧都农商银行要求全体员工开动脑筋实干! 扑

下身子大干! 甩开膀子苦干% 从现在做起! 从点滴做起!

为转型提质做出新贡献! 收获新成果%

$赵 锐%

尧都农商银行

五种意识为转型提质注入动力

呼气检测后逃跑
福建武夷山一醉驾司机被起诉

本报讯 %刘雯 吴超$ 醉驾的入刑标准为 &血液酒精含量大

于
#)012"))03

$! 如果只作了呼气酒精检测' 没抽血能定罪吗( 近

日! 福建省武夷山市检察院就起诉了这样一起案件% 临检脱逃' 未

抽血的熊伟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该院依法提起公诉%

今年
"

月
!)

日! 熊伟驾驶两轮轻便摩托车! 沿武夷山市水东

街行驶! 与同向行驶的小型轿车发生剐碰! 造成两车损坏的交通事

故% 公安机关到达现场后! 对熊伟进行呼气酒精检测! 其呼气酒精

含量为
"-#012"))03

% 在武夷山市市立医院进行抽血时! 熊伟借机

逃离医院! 没有进行抽血%

该案后被移送武夷山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办案检察官认为! 虽

然没有熊伟的血液酒精含量数据! 但熊伟经呼气酒精检测所得的酒

精含量已达醉驾标准! 根据最新的

司法解释 ! 在抽取血样之前脱逃

的! 可以以呼气酒精含量检测结果

作为认定其醉驾的依据! 该院遂以

涉嫌危险驾驶罪对熊伟提起公诉%

图片来源
!

正义网

莫让春游止于事故 教育该做些什么
"

王心禾

%

月
")

日上午
+

海南澄迈县老

城经济开发区欣才学校组织学

生春游
+

一辆载满小学生的客车

发生侧翻
+

当场造成小学生
#

名死

亡
!(

名受伤"侧翻事故原因初步

查明
+

事故发生时
+

车队行驶的道

路不是能正常使用的道路
+

为正

在施工的道路
+

同时雨天路滑
+

司

机超速且操作不当"目前已对校

长# 司机在内的
*

人进行了刑事

拘留"当地教委说此次组织春游

该校未向教育局备案# 报批"涉

事校长潘敏表示 &很委屈'$

%

月

"-

日央视!新闻
"4"

"%"

这是有关
%)

个家庭的噩

耗!这是让很多正准备组织出游

的学校望而生畏的消息!而这也

是本可以避免的责任事故"类似

的事故 !已有多起 !我们希望这

是最后一次!但也担心有学校因

此会擅自采取&万不得已不组织

春游 '的叫停决定 !殊不知这样

会让孩子们原本很 &宅 '的成长

路上失去更多与大自然约会的

乐趣和回忆"网上不少人为校长

叫屈 !我并不认同 "能为学生组

织一次安全的春游!对学校来说

过分吗(

首先 !校长失职在先 "造成

死亡
#

人的特大交通事故!司机

罪责难逃!但校长的&委屈'表态

却让人顿觉可怕又可恨 "&我们

是民办学校! 叫我负责学校!但

我要听老板的! 老板说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我不知道我到底负

什么责任! 我不是组织者"')民

办教育促进法 *规定 !民办学校

校长是学校的主要行政负责人!

校长负责学校的教育教学和行

政管理工作! 行使一系列职权"

学校实行 &校长负责制 '而不是

&投资人负责制'!一校之长当为

学生在校期间的一切活动保驾

护航!当然包括确保学生校外活

动安全出门 #平安归来 "不以学

生为本而唯老板是从!实际是推

卸校长职责!难道不是失职吗(

其次!教委同样失职"当地教

委部门负责人对媒体说!&此次组

织春游该校未向教育局备案#报

批'"这确实让学校错失了一次警

惕和预防事故的机会" 我想问的

是! 为何要报备! 难道是一旦出

事!别说教委没提醒过你(自己不

报备! 别说教委提醒的机会自己

不把握( 里外教委都可以撇得一

干二净!这就是报备的功能吗(但

&未报备'就可以出发!实际意义

的监管失灵! 这难道不是教育监

管部门的失职吗( 让没有教育责

任感和使命感的人任校长! 教委

的尽责又体现在哪儿(

最后 ! 放下这次事故后的

&口水战 '!再度思考 !学校当否

为学生的安全教育和实践尽责(

&学生为本!安全第一'是很多学

校印在校园的大字!如何不仅仅

当作一句口号 !我想 !为每一个

学生讲解安全常识!教会他们基

本乘车纪律和自救技能!当是日

常学校教育的一部分+为学生选

择优质的大巴租赁公司和最安

全的春游线路!为司机的不规范

操作制定应急预案+跟车检查每

一个学生的安全带是否系对系

好!应是学校的基本职责"&每次

春游我都提心吊胆!等学生们都

平安回来!我才会彻底放心'!这

是一些校长的担心 "但是 !如果

学校因考虑安全隐患而决定取

消春游时!我们的学校教育还是

完整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