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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赛虽精彩，涉赌不可为
!

本报通讯员 韩淑静

世界杯已开赛!广大球迷们

正处于集体狂欢的时段! 猜输赢

也成了球迷们茶余饭后最热衷的

事情"有人出于娱乐!互相打赌!

但也有人以此为业! 把赌球当成

了一门生意"

!

月
"!

日!浙江省奉

化市检察院起诉了一起赌球案 !

法院判决两人构成赌博罪! 均判

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并处罚金
!

万元"

组织赌局的周鸣和王小鹏

一个是厨师!一个是自由职业者!

同为
#$

后的他们是多年的好朋

友! 每逢世界杯等大型比赛的时

候! 两人常常一起去酒吧喝酒看

球!有时候!酒吧为了吸引球迷!

就会搞一些竞猜的活动! 奖品有

啤酒等"时间一长!两人觉得酒吧

的奖品太少!没什么吸引力"

%$"$

年世界杯期间!在朋友的介绍下!

周鸣开始接触网络赌球" 后来又

叫上王小鹏一起玩! 赌注有几百

元!也有几千元"有输有赢!一场

世界杯下来!两人各赢了
"

万元"

"#!"

年!欧锦赛开幕后!既爱

看球又爱赌球的王小鹏与周鸣发

现在一些网站可以充钱赌球!而

且生意还异常红火" 看到这一情

形! 周鸣想着自己对赌球已经比

较了解! 而身边的不少朋友似乎

都有兴趣参与赌球" 既然大家都

有兴趣! 何必舍近求远在网上进

行竞猜! 不如自己直接策划一个

赌局! 说不定还能成为发财致富

的一条好路子" 他和王小鹏一商

量!两人一拍即合"

从欧洲杯开始的第一天 !两

人就忙活开了"为此!周鸣还把厨

师的工作辞了"根据分工!周鸣负

责日常账目及帮赌球的人分析下

注情况!王小鹏负责出赌资"两人

召集了周围喜欢赌球的十来个朋

友共同参与" 其中有几个还是行

政单位的工作人员"

为了方便操作! 加上参与的

都是朋友! 所以参与赌球的人只

要一个电话便可进行下注" 周鸣

会负责在电话里跟参与人交谈晚

上参赛队伍的大体情况! 帮助分

析"譬如#捷克对希腊这场比赛!

下注
"$$$

元!规则是
#&#$%

!又叫

平
&

半 !倍率数
#$&"

!如果压捷克

赢!就可以全拿奖金!

"$$$

元乘以

#$&"

!最终乘出来的数字才是实际

赢的钱" 输的话就是输
"$$$

元"

如果两个球队踢平! 押捷克的得

输
%#'

!就是
'$$

元!押希腊的可

以赢
%#'

! 就是
'$$

元乘
#$&"

$%

赌球圈里有各种赌球的计算方

式!周鸣称&我们都是按照网站内

的格式照搬下来的$%

据两人交代!由于操作简便!

资金往来迅速便捷!而且他们&诚

实守信$!很快他们在这个小团体

内形成了一定的信任度% 从最初

的
"$

人!到案发有
"!

人%众人在

球赛开始前打电话给周鸣下注 !

球赛开始后不再接受赌注! 不用

立马交钱! 比赛结果出来后的第

二天按照各人的输赢情况收钱或

付钱% 有时甚至还十多人一起看

球!比赛前现场押注!真金白银!

比赛结束后!现场结账%

从欧洲杯开始! 两人组织了

约
!(

场赌局!其间因为资金问题

停过几次! 有人一场就下注几万

元!也有人一场输赢近万元%根据

两人记录的账单来看! 一场欧洲

杯下来! 两人收了近
!##

万元的

赌资%

周鸣与王小鹏在每次赌球前

也会进行一次赛情的整体分析 !

决定自己是否要参与今天这场赌

球活动%此外!两人还在赌资中抽

头渔利%

!

月
%(

日!欧洲杯进入尾

声!是德国对意大利!他们圈子的

#

人聚在一起赌球% 比赛是当天

凌晨
)

点左右举行! 由于太过喧

哗! 被邻居举报了% 民警一来!

#

人被抓个正着% 而周鸣和王小鹏

当时正好没在场%

%$"*

年
%

月!两

人被警方抓获%

两人交代!一场欧洲杯下来!

他们不仅没有赢钱! 反而还输了

"#

多万元%这球赌的!可真是赔了

夫人又折兵!不仅输了钱财!还搭

上了自由%世界杯已火热开赛!相

信也有人对竞猜活动很热衷%对

此!办案检察官要给大家提个醒!

球赛可以看得起劲! 但可千万别

触犯法律%竞猜也好!好奇参与也

罢!要注意把握分寸!知道自己是

为了消遣' 娱乐还是获取钱财营

利!一旦上升为一种赌博行为!那

就是刑事犯罪了"

李鑫带着瑶瑶回家，要她正式见见自己的母亲。其实瑶瑶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母亲是李鑫花钱从街上
雇来的。看到李鑫带自己见“未来的婆婆”，瑶瑶觉得李鑫对自己是真心的———

甜蜜的陷阱
!

本报通讯员 张萌萌

朱振华 王 涛

囊中羞涩" 贷款解围

李鑫今年
)*

岁 ! 医药学校

毕业后!

%$"$

年
#

月进入河南省

南阳市某医院上班" 多年努力工

作! 李鑫也没能发大财! 成家后

日子过得更加紧巴" 屋漏偏逢连

阴雨!

%$""

年! 李鑫的朋友雷某

通过李鑫担保向高某借款
'

万

元! 之后雷某一直没有还钱! 人

也找不到! 作为担保人的李鑫只

好被迫承担还钱的巨大压力"

然而 ! 仅仅依靠每月的工

资! 李鑫根本没有能力快速还清

借款" 雷某一次次的催促使李鑫

动起了歪脑筋! 决定从银行贷款

还钱! 缓解自己的经济压力"

%$"%

年
%

月! 李鑫联系自己

的朋友! 帮忙打听银行贷款的事

情" 在朋友郝某的介绍下! 李鑫

认识了某银行主任"

主任和郝某很熟! 同意帮李

鑫贷款! 并讲明了银行贷款的条

件"

设置骗局" 女孩上钩

李鑫想贷款还钱! 却不敢把

事情告诉妻子! 决定瞒着家人偷

偷运作 ! 但又不敢以自己的名

义" 李鑫想找个人以这个人的名

义贷款! 贷出的钱给自己使用 "

李鑫将自己周围熟悉不熟悉的人

想了个遍! 突然想到以前曾认识

的年轻女孩瑶瑶 !化名"! 那时

瑶瑶对他颇有好感"

李鑫想到何不利用瑶瑶为自

己贷款! 但如今他已成家! 瑶瑶

很可能会因此疏远拒绝他" 但李

鑫决定冒险一试 ! 经过冥思苦

想! 一个计谋产生了"

李鑫开始频繁联系瑶瑶! 告

诉瑶瑶自己对她心仪已久! 至今

未婚! 信誓旦旦向瑶瑶保证此生

非瑶瑶不娶" 在李鑫的甜言蜜语

中 !

%*

岁的女孩瑶瑶渐渐陶醉

了! 和李鑫认真谈起了 &恋爱$"

一个月后! 李鑫带着瑶瑶回

家! 要她正式见见自己的母亲 "

其实瑶瑶不知道! 这个所谓的母

亲是李鑫花钱从街上雇来的" 看

到李鑫带自己见 &未来的婆婆$!

瑶瑶觉得李鑫对自己是真心的 !

也就更加相信李鑫! 慢慢陷进了

李鑫精心编制的圈套"

拜见 &婆婆$ 几天后! 李鑫

决定趁着瑶瑶身陷情网! 实施自

己的计划" 他对瑶瑶说! 自己正

在投资一个房地产项目! 急需一

部分资金! 并表示这是为两人以

后的幸福生活积累财富" 他小心

翼翼地提出! 能不能以瑶瑶的名

义贷款! 瑶瑶被吓了一跳! 对贷

款相关情况毫不熟悉的瑶瑶虽然

担心情郎生气 ! 但还是不敢冒

险! 拒绝了他"

想尽办法" 贷款成功

遭到瑶瑶的拒绝! 李鑫有些

泄气! 精心布好的局哪能这么容

易放弃( 李鑫又想到一个办法!

他找到瑶瑶的好朋友何某! 让何

某帮忙劝说瑶瑶帮自己贷款! 还

许诺贷款到手后 ! 给何某
)$$$

元好处费% 何某答应了此事! 说

动瑶瑶帮李鑫贷款! 又帮李鑫找

了方某当其中一个担保人% 大功

快告成! 李鑫心花怒放%

%$"%

年
)

月底! 李鑫着手办

理贷款手续! 他向瑶瑶索要瑶瑶

的单位证明' 单身证明等资料 !

瑶瑶憧憬着和李鑫的幸福生活!

毫无戒心地一一照办%

因银行贷款需要两个担保

人 ! 李鑫又找到一个担保人蒋

某% 但银行要求两个担保人必须

是公务员! 方某是无业游民! 蒋

某虽然有固定工作! 但单位不愿

给他盖公章! 不能完成贷款申请

资料% 李鑫灵机一动! 决定去路

边私刻假公章% 他花了
%$$

元刻

了一枚蒋某单位的公章! 加盖在

蒋某的收入证明上! 又刻了一枚

南阳市某局的印章! 为方某编了

一个单位和工作身份%

一切准备就绪 !

%$"%

年
*

月! 李鑫把资料交给瑶瑶! 让瑶

瑶前去银行办理一年期贷款% 办

理时! 银行的工作人员看瑶瑶年

龄小! 专门对她讲了一些贷款的

风险和要担负的相关法律责任 %

而此时的瑶瑶已经完全被李鑫蒙

蔽! 反而安慰银行的工作人员放

心办理%

就这样 ! 瑶瑶把
%$

万元贷

了出来! 交给李鑫% 按照事先说

好的! 李鑫从这
%$

万元中拿出

'$$$

元给瑶瑶做好处费! 另外又

给了说动瑶瑶的好友何某
)$$$

元和另一个担保人方某
)$$$

元%

另一个李鑫自己找的担保人

蒋某之所以会帮他忙! 是因为李

鑫向蒋某承诺! 贷出来款后先给

蒋某
*

万元! 接济他买房不够的

费用% 李鑫倒说话算数! 贷出款

直接给了蒋某
*

万元% 余下来的

"*+,

万元! 他还了借雷某的
'

万

元! 又给了帮他联系贷款的朋友

郝某
!+)

万元 ! 自己只剩下
)+!

万元% 很快! 李鑫将
)+!

万元挥

霍一空%

钱是贷出来了! 然而银行每

月都会向瑶瑶催要利息% 每到这

时! 李鑫就说钱周转不开! 让瑶

瑶帮忙先把利息交上! 回头还给

瑶瑶% 他还对瑶瑶说! 准备迎娶

她% 瑶瑶想到两人已经到了谈婚

论嫁的地步! 没必要在钱财上分

那么清楚! 便听话地帮李鑫还了

多笔利息%

被追还贷" 女孩梦醒

转眼一年 !

%$")

年
)

月
%"

日!银行的工作人员联系瑶瑶!告

知她贷款马上到期! 让她抓紧时

间偿还贷款%但是这时!李鑫却突

然联系不上!瑶瑶慌了神!担心还

不上钱!银行追究她的法律责任%

在找了李鑫多天无果后! 瑶

瑶与贷款的两个担保人方某和蒋

某联系% 三人见面后! 瑶瑶向他

们打听李鑫的情况! 并对方某和

蒋某如实告知前期的贷款利息都

是自己帮忙偿还的! 现在银行催

要本金! 她没有能力还钱% 瑶瑶

希望两人帮忙找到李鑫! 并看在

是担保人的分上! 一起凑点钱还

给银行%

方某和蒋某听到瑶瑶的意图

面面相觑 ! 他们也联系不上李

鑫 ! 并且蒋某说自己买了房子

后! 手头已经没有钱了! 而方某

则说自己连正式工作都没有! 哪

有能力还数十万元的贷款% 瑶瑶

顿时傻了眼%

见了两人后! 瑶瑶赶快到银

行核实方某和蒋某的真实身份 !

这时银行才查清! 方某的身份是

假的! 他根本不在市某局上班%

很快! 李鑫的真实身份也水

落而出! 瑶瑶才知道李鑫不但已

经结婚! 而且还有一个小孩% 自

己去见的李鑫的妈妈只不过是一

个冒牌货! 她所贷的款只是供一

个骗子挥霍! 自己的感情不仅被

骗! 更陷入了一场经济纠纷% 此

时的瑶瑶欲哭无泪%

案发后! 李鑫在惶惶不可终

日的日子里东躲西藏! 最后思来

想去! 不得不投案自首%

%$")

年

'

月
"(

日! 李鑫因涉嫌贷款诈骗

犯罪! 被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新

华派出所刑事拘留%

%$")

年
!

月

"*

日! 南阳市宛城区检察院批准

逮捕李鑫% 经过多次讯问李鑫和

两次补充侦查后! 警方和检方终

于掌握了此案的真实情况和相关

证据%

%$"*

年
"

月
")

日! 李鑫

被宛城区检察院以涉嫌贷款诈骗

罪提起公诉%

%

月
%#

日! 河南省

南阳市宛城区法院开庭审理此

案%

*

月
"*

日! 法院以贷款诈骗

罪判处李鑫有期徒刑三年%

对门经营起纠纷，夜半报复烧鞋店

纵火人是同行
!

本报通讯员 胡传仁 张灵生

"'

岁的肖冲! 因为没有考上高中!

%$$*

年便开始外出打

工%他先后在杭州'上海等地当起理发学徒工%

'

年后!出师的

肖冲觉得该是自己有一番作为的时候了! 他几经考察来到河

南省潢川县! 与朋友合伙在县城开了一间美容美发店! 起名

&主流美容美发$%

凭借手艺!肖冲把小店经营得红红火火!周围的邻居对这

个小伙子欣赏有加% 可风华正茂的肖冲并不满足于做美容美

发!他心里另有抱负%

%$")

年
!

月!几番考虑!肖冲转行投入了

卖鞋的大军!将理发店改为卖鞋的店铺!店名依然是&主流$%

俗话说!商场如战场%店铺一开张!就引起了对面&脚板$

鞋店女店主郭某的不满%为了抢生意!两家开始了明争暗斗!

&价格战$'&促销战$是家常便饭!&口水仗$'&暗讥讽$也是常

有的事!门对门的这块区域俨然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

初出茅庐的肖冲并不是久经商场的郭某夫妇的对手!肖

冲暗下决心!要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

%$"*

年
'

月的一天!

郭某的丈夫刘某到武汉进货!恰好在进货市场看到了肖冲!刘

某对供货商说)&你我都是老乡!别便宜了外人!不要再把东西

卖给那个河南人%$

听到这话后!肖冲怒火中烧!他觉得刘某欺人太甚!开始

寻思如何报复刘某%

'

月
#

日!肖冲找到一个开三轮车的老汉

并给了他
"'

元钱!请他帮忙买回一瓶汽油%

当天! 肖冲像平常一样关了店门! 回家吃过晚饭早早睡

下%凌晨
%

点多!肖冲醒来后再也睡不着了!他在床上辗转反

侧!反复地想着对方欺负自己的事!越想越气!便穿好衣服回

到店铺门口!拿起已准备好的&可乐$瓶%

肖冲悄悄地来到&脚板$鞋店门前!把整瓶汽油泼在卷闸

门上!然后掏出火机点燃!&轰$的一声!火苗一下子蹿很高!肖

冲吓了一大跳!他赶忙把瓶子扔进火堆!头也不回地跑了%

大火迅速燃起! 浓烟夹杂着塑胶制品被烧糊的刺鼻气味

蹿到二楼!惊醒睡梦中的郭某%郭某奋不顾身从二楼跳下去!

重重地摔在地上!腿骨和盆骨摔成骨折%

次日!公安机关通过调取案发现场周围几家店铺的监控录

像!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肖冲%面对证据!肖冲承认了放火行为%

'

月
%%

日!河南省潢川县检察院以放火罪批准逮捕了肖冲%

网吧结识成团伙，盗销成链连作案

三个盗车少年
!

郝雪强 王红霞

今年
"#

岁的李刚是河北邯郸人!父母早年外出打工!李

刚从小缺少父母的管教!学习成绩差!上到初中二年级就不想

再继续念书!早早就辍学了%辍学在家的李刚无事可做!偷偷

进到网吧上网玩乐%不久他迷恋上了网络!整天沉迷于网络世

界不能自拔%无独有偶!与李刚同岁的赵兵!也是河北邯郸人!

他的境遇与李刚很相似!恰好两人经常在一家网吧上网!时间

一长二人就认识了%

%$"*

年
"

月!一直沉迷在网吧的李刚和赵兵!不知不觉

手中的钱已经所剩无几! 不能维持他们的上网费用% 一天晚

上!李刚和赵兵溜达到网吧附近一处高层住宅小区!他们看到

有好多住户把自己的电动车放在家门口!有的连锁也不上%看

到这一情景! 李刚和赵兵顿时萌生出盗窃电动车卖掉挣钱的

念头%由于李刚和赵兵对周围不熟悉!于是他们找到在一起上

网认识的同龄人候华! 让候华把偷来的电动车卖给修理电动

车门市!得钱后均分!候华见有利可图当即同意%

第二天晚上
"%

点多!李刚和赵兵悄悄溜进小区!偷到一

辆七成新的捷安特牌的电动车'一辆未上锁的宝岛牌电动车%

他们找到候华!当晚就把两辆电动车卖掉!所得赃款都用于他

们上网'吃喝%接下来几天内!李刚和赵兵用同样的办法在小

区内盗窃电动车
"%

辆!都通过候华卖掉!价值近
%

万元%

由于小区住户的电动车接二连三被盗! 失主纷纷向公安

机关报案! 公安机关随即调取了小区的监控录像! 从监控录

像中看到近几天来! 几乎每天晚上
"%

点之后有两个年轻小

伙子骑着电动车离开小区! 这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随即在小

区附近布控%

%$"*

年
*

月
%$

日! 当李刚和赵兵再次来到小区! 骑着

盗窃来的电动车准备离开小区时! 被守候在此的民警当场抓

获% 根据李刚和赵兵的交代!民

警顺藤摸瓜在网吧抓获了候华%

%$"*

年
'

月
%%

日!李刚'

赵兵 '候华被河北省邯郸市丛

台区检察院以盗窃罪依法批

准逮捕%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连载%二十九&

本栏目由文艺副刊部主办

见习编辑 李红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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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审讯室门开了!闵璞

卉手拿刑拘证进来!走到审讯桌

前!声音比较大)&沈队!罗姗姗

已招供! 这是刑拘手续! 请签

字%$&好*$沈纯朴在刑拘证上签

上同意二字!闵璞卉退出%

沈纯朴转动着手中签字笔

道)#罗洪贵! 刚才打岔一下!我

们继续%你说你不认识录像上的

人 ($#不认识 %$#你确信 ($#确

信%$#这人不是敖成银吗! 你宏

发信息部聘用的保安!你给他发

工资! 能不认识($#哦++是他

呀!没看清楚%$&那好!请再看段

录像!看'清'楚*$

这回是派出所挡获罗姗姗'

查出毒品的录像!罗洪贵眼睛睁

得大大的!目瞪口呆%

&这是谁的女儿呀 ( 认识

不($

&姗姗++怎么会++$

&哦,,,认识了! 是自己女

儿%$说到这!沈纯朴一拍桌子!

站起身厉声!&罗洪贵!罗姗姗贩

毒!人赃俱获!现本人已招供!你

还有什么话说($

&错了!姗姗不会贩毒的!肯

定错了!我保证%$罗洪贵也站了

起来%

&坐下*坐下*别激动!有话

好好说%$

&我是见你起身我才站起

的%$

&那好!我们都坐下!有理不

在言高嘛%$

两人同时坐下%沈纯朴盯着

对手! 慢慢戴上一双白手套!然

后从审讯桌后拿起一军用提包!

轻轻拉开!露出里面小袋包装的

冰毒!&这里面的东西!经鉴定含

甲基苯丙胺成分-这提包上留有

指纹! 经鉴定是你女儿留下的%

哼! 你说你保证! 你拿什么保

证($

&错了!警官肯定错了!我就

这么个女儿!为不让她步她妈妈

的后尘! 我根本就不让她沾毒!

更不会让她贩毒!我的姗姗怎么

会贩毒呢(错了!大错特错了%$

&可惜!法律讲事实讲证据!

不是哪个想狡辩就狡辩得了的%

罗洪贵! 这包里的毒品不少呀!

你应该知道后果是什么%$

&你这是威胁!错了!你们弄

错了!所以我不怕威胁%$

&口口声声错了错了! 那么

我问你!你有证据证明你女儿清

白吗($

不知不觉间!原本该审讯者

出示证据的责任一下转到被审

者身上!然而罗洪贵毕竟是&二

进宫$的人了!只稍稍想想!就封

口道)&你问我(没有没有%$

目的没达到!沈纯朴抄起双

手!身子靠在椅背上!斜着眼问)

&那你叫唤什么($

&我没叫唤! 我只是向你们

反映客观事实%$

审讯限入僵局%

沈纯朴坐直身子!从祝旺达

手中接过笔录看一会儿!又抬腕

看看表! 鸣金收兵道)&好吧!看

来今天你是不想给我们讲实话

了!没关系!下去好好想想!把前

因后果想清楚了!我们再谈%$

在审讯笔录上签名捺印后!

狱警带罗洪贵回监!走到审讯室

门口!正碰上闵璞卉和一女看守

押着罗姗姗从隔壁出来%

&姗姗,,,$罗洪贵冲上前!

立即被身后几只手拖回审讯室!

摁在审讯椅上%他又跳起!又被

摁下去%罗姗姗被带走了%

&你们++你们要把姗姗怎

样($

沈纯朴冷冷道)&放心!我们

只是让她进去吃几天.二二三/!

好静下心来交代问题"$

&不能这样!和毒贩关一起!

她会感染艾滋病的!她还是个学

生呀00不行!你们不能株连无

辜%$ 一个父亲对女儿的钟爱使

他失态了!一下扑跪在沈纯朴面

前!哭了起来%

&哭没用!起来起来*$沈纯

朴把罗洪贵搀扶到椅子上坐下!

俯身道!&我问你!你说你女儿无

辜! 那她提包里的毒品从何而

来!你能说清楚吗($

还是那个老问题!这回合给

人拿捏到&七寸$!罗洪贵改口了)

&能!我说得清楚!那是敖醉狗让

小许00就是精明汽修厂的许

宗发到宏发旅馆去取的毒品%$

&你怎么知道($

&我00$

&罗洪贵!事到如今!要想救

你女儿! 你只有走坦白从宽之

路!还犹豫什么($

&我00我坦白! 只求你们

不要冤枉姗姗! 把她放了吧!她

还是个学生!人生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啊!求求你们了00$

仙灵阁酒楼某棋牌室%

门刚开!从门里就&呼$地甩

出一大摞钞票! 撒得满地皆是%

走廊行人正惊疑!侯哥满脸通红

口吐脏话出来!后面跟着些麻友

七嘴八舌劝解%

&敢说老子牌风不正! 你们

说!老子什么时候赊账没还($侯

哥走两步骂两句%

&没有没有!军娃不是指你!

那是说我呢%走走走!别跟他一

般见识%$

&侯哥!别生气!手气背!改

日'改日再赢回来%$

傅

平
著

长
篇
小
说

绝境风光
下派检察官陈克勤到达金水县当夜" 发生一起公

安局长养女被毒犯绑架事件"于是"解救人质(化装侦

查(千里缉捕(金钱腐蚀(女色下套(断尾求生))一幕

幕缉毒与反缉毒(腐蚀与反腐蚀精彩场面接连出现'请

看下派干警将怎样坚守办案底线" 大灾后的公安局长

灵魂将怎样升华'

李鑫精心布局# 只为利用瑶瑶为自己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