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是一名木匠，迷上偷配电房

做坏事容易上瘾
!

张颖 王新生

今年
!"

岁的李柱红! 是江苏省邳州市八路镇八路村人!

从小在老家学会了木匠手艺"

""

年前! 他随入赘的哥哥来到

河南省孟州市做木工活!人称#小木匠$%

随着人们生活水准的提高!打家具的少了!于是他就做起

了与木匠工种相通的家居装修"生意不好时!他出来闲逛!发

现自己租住处一个收废品的生意不错!特别是所收铜&铝价格

都很高!

#

斤铜从十几块到几十块!铝的价格虽说低点!可比

铁贵多了"这让'小木匠$动了心思"他搞装修!也略通电工常

识! 他发现农村田地的配电房里有铜有铝! 且配电房远离村

庄!无人看管"于是!他决定改行另辟'新天地$!大干一场"

"$##

年
!

月的一天深夜!他独自窜到该市西虢镇黄河滩

找到一个配电房!撬门别锁后进入!把带铜铝的开关&刀闸都

砸坏!拆下铜铝!并把配电房内的铜线铝线统统绞断拿走"第

二天到废品收购点出售!得赃款
#%$$

余元"这让'小木匠$兴

奋异常!虽说深夜干这类'工种$有点担惊受怕!却抵得上自己

装修几天的工钱"所以!只要生意一闲他就到偏远的配电房干

上一票"

到了
"$#%

年!李柱红居然把偷配电房当成主业!而且还

上了瘾!一星期不偷一回!不进账几百上千块的!他就感觉缺

点啥!茶饭不香的"不久!他开始扩展'领域$!瞄上了变压器!

偷得两台变压器卖铜得了近万元"

农村配电房和变压器频繁被盗! 公安和电力部门加强了

侦破和防范力度!有几次李柱红差点被抓住!他不但不害怕!

反而感到刺激!换个地方再偷"

"$#!

年
!

月
"

日中午!苦苦追

踪窃贼
&

个多月的孟州市公安局民警! 终于将正在家中午休

的李柱红抓获"民警在其住房内发现了盗窃的专用工具&衣物

和未来得及销赃的电器设备等物件"在搜查中!民警还发现李

柱红每次销赃后往家中打款的票据就有
%$

余张"

据李柱红交代! 近年来他先后在孟州市及周边县市作案

#%$

余起!总价值达
#$$

余万元"近日!李柱红因破坏电力设

备罪被孟州市检察院批准逮捕"正是(木匠做枷枷自己!自作

自受进囚笼%

想到丈夫已经被钱逼得完全疯狂了，如今两人的关系，哪里还有什么夫妻恩爱之情可言？再想到他
平时的种种表现，她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这日子没法再过下去了———

从恩爱夫妻到举起铁锤
!

本报记者 卢金增

通讯员 赵凤良

原本一对恩爱的'

'$

后$小夫

妻!却因家庭经济变故!导致妻子

趁丈夫熟睡之机残忍地杀死了

他% 是什么原因让和睦的夫妻变

成恶言相向的仇人) 让美满的家

庭变成冷酷无情的战场) 让柔弱

的女子变成手段残忍的罪犯)答

案('都是该死的高利贷*$ 说白

了!都是一个#钱$字惹的祸*

从情投意合到恩爱夫妻

今年
"'

岁的曹新萍是山东

省博兴县人!她长得天生丽质!身

材颀长!面容清秀!打小就是一个

人见人爱的好姑娘%

常言说!女大十八变%等曹新

萍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 她出落

得更加漂亮了(

#

米
('

的个头!走

起路来婀娜多姿! 走在大街上谁

见了都喜欢多看几眼! 有很高的

回头率%

随着时间的推移! 曹新萍逐

渐进入恋爱年龄!她与阳光帅气&

仅比自己小
#

岁的邻村同学刘旺

!化名" 相恋了% 此后! 两个青

春少年频繁地约会 ! 一块儿郊

游! 一起散步! 共同畅谈理想 !

相互交流学习心得++两人可谓

彼此倾心&情投意合!虽然偶尔也

会争执几句! 但也是充满着浪漫

与甜蜜! 那真是一段值得一生珍

藏的美好时光%

从学生时代! 到走出 '象牙

塔$进入社会!直至走进婚姻的殿

堂!两人的漫漫恋爱路走了
(

年%

"$$&

年
"

月
#%

日!伴随着阵

阵喧天的喜庆鞭炮声! 刘旺与曹

新萍在博兴县城一家酒店举行了

婚礼%'看人家这一对! 可真的是

郎才女貌! 这才叫天作之合啊*$

在人们的赞美声中! 他们开始了

幸福的新婚生活%

两人婚后的生活! 也是让人

羡慕(小两口夫唱妇随!常常是出

双入对& 形影不离%

"$#$

年
#

月

#'

日!伴随着新生婴儿第一声响

亮的啼哭! 两人的爱情结晶,,,

女儿小婧呱呱落地了! 女儿的诞

生让这个幸福和睦的年轻家庭更

增添了无穷的生机与快乐%

从普通平淡到富足阔绰

一个家庭的快乐与幸福 !不

仅仅需要家庭成员精神上的契合!

还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作支撑%

对他们这个 '

'$

后$ 的小家庭来

说!经济基础当然也相当重要%

刘旺在当地一家民营企业务

工! 妻子曹新萍则在商场当营业

员!两人不仅有固定的工资收入!

而且还有双方老人的不时接济 !

一家三口的小日子虽不能算得上

富足!但也是宽裕有余%

俗话说 '人心不足蛇吞象$%

'不满足$是当下许多国人的普遍

心态! 很多人被贪念与虚荣眯住

了双眼!刘旺就属于这种人%

看到身边好多哥们& 朋友搞

'高利贷$发了财!刘旺终于忍耐

不住了!一天!他向妻子和盘托出

了自己的想法('还是钱生钱富得

快! 我打算也搞融资贷款买卖%$

'咱们又不懂!做这个行当行吗)$

曹新萍质疑道%'没问题! 不少人

干这个!你看看大街上开宝马&开

大奔的年轻人! 几乎都是干这行

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

么多人都闯出了自己的路子!咱

们怕什么*$

不久! 刘旺就在博兴县城一

处繁华地段租了一间门面房!干

起了融资放贷的'生意$%按照别

人传授的经验! 刘旺以 '月息
"

分$融进资金!然后按'每月一至

两角$的利息再放出去%还别说!

钱还真的来得快( 刘旺从亲朋好

友那里弄来的钱! 经过他的手一

转! 就变成了定期打到他账户上

的高额利润%

'你看! 我借给张老板的
#$$

万!他一个月就白白给咱打上
#$

多万的利息*$看着银行账户如同

'印钞票$一般快速地进账!小两

口喜出望外! 觉得做这行真是英

明正确的选择%在随后的日子里!

两人结伴出入高级餐馆! 进出高

档商场! 花起钱来大方有派%很

快!他们就成了有车一族(利用赚

得的高额利息差! 刘旺添置了一

台'丰田牌$轿车%两人还在博兴

县城里一处有名的小区购买了一

套住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是借

出的那
#$$

万元出了问题! 就在

刘旺为收获张老板第一个月支付

的
#$

多万元利息笑靥未尽时!他

突然发现这人竟然'失联$了*电

话打不通!找人不见影%

这张老板到底怎么了* 刘旺

有些惊慌失措了!他一打听!邻居

老马说 ('张老板骗了好多人的

钱! 早不知道跑哪了*$ 刘旺如

同五雷轰顶%

一张多米诺骨牌的倒掉会导

致全盘的崩塌% 虽然刘旺拆东墙

补西墙不停地忙活! 但由于对他

这种'小买卖经营户$来说!

#$$

万

元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窟窿了 !

他的'资金链$一下子被拖垮了%

从债务危机到感情危机

屋漏偏逢连夜雨% 就在巨额

资金被卷跑& 没有人再来投资的

艰难时刻! 一些投资客户听闻消

息纷至沓来上门讨债&逼债%一时

之间! 前来要钱的人不仅塞满了

他的门面房!而且债主们经常'光

顾$刘旺家!他家也时常被讨债的

人踹得'咚咚$震天响%

昔日气派的 '大款 $&意气风

发的借贷人!如今成了'过街的老

鼠$一般!为躲避债主!刘旺经常

在夜深人静才悄悄溜回家! 他甚

至连灯都不敢开! 生怕亮光招来

那些心急如焚的债主上门%

每逢下班迈进家门! 之前感

觉貌美如花的妻子现在也让他心

烦('你她娘有什么用啊) 跟着我

享福的时候忘了) 现在也不去给

老子借点资金来! 临时应付一下

催促过急的人*$

'咱们家的亲戚朋友都已经

借遍了 ! 你让俺再去哪儿弄钱

啊)$妻子曹新萍无奈地反驳%

'你不想法去弄钱! 还犟嘴)$

刘旺拿起一把水果刀!压在妻子手

腕上!'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一边

说!一边用力划%鲜血从划开的皮

肤冒出来!曹新萍疼得求饶('我保

证明天就去弄钱*$ 听到妻子这么

说!刘旺才放手!扬长而去%

在曹新萍眼里! 现在的刘旺

对她已经没有了一点往日的疼爱

与呵护!而是变成一个抬手就打&

张口就骂的'疯子$!让她一见就

恐惧!就禁不住打寒战%

随着债主的步步紧逼! 刘旺

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一回到家就怒

目横眉('今天借到钱没有)怎么又

没弄回来)$曹新萍若是一回话!他

马上就是拳脚相加!一顿暴打%

周围邻居们对这小两口前后

截然不同的变化也感到十分惊

讶%'原本小两口恩爱和睦! 没见

他们红过脸! 现在却是三天一大

战! 两天一小闹! 不过安生的日

子%$楼下的孙大姐这样说%

当地派出所出具的 '接出警

登记表$证实!因刘旺与曹新萍打

架的报警& 出警就达
!

次之多 %

"$#%

年盛夏的一天下午! 由于刘

旺不停地逼迫自己外出借钱!曹

新萍感觉生活无望!偷偷喝了'杀

虫剂$ 试图一死了之! 因发现及

时!经医院抢救侥幸脱险%

"$#%

年
!

月! 曹新萍身为教

师的父亲念及女儿一家的难处 !

以'女婿投标建厂缺资金$为由!

出面做担保为刘旺借了同事
#$

万元!期限一个月%但一个月后刘

旺却没还钱! 对方把他的一辆轿

车开走作抵押! 并表示('只要你

归还那
#$

万块钱!马上就把车子

开回来%$

从痛苦挣扎到痛下决心

轿车被人开走让刘旺觉得妻

子一家人没有真心帮助自己!而

是让他更加难堪! 他对妻子的愤

恨又增加了几分%

"$#%

年
&

月
&

日晚上! 刘旺

刚刚迈进家门! 就声嘶力竭地对

妻子一番吼叫('两天之内! 要是

拿不回
#$

万块钱 ! 非杀了你不

行 *$ 曹新萍吓得哆哆嗦嗦地

说('俺想办法借%$

"$#%

年
&

月
##

日晚上!刘旺

一边疯狂地喊叫! 一边抓住她的

发辫恶狠狠地说('你借不着钱不

行* 今晚上你如果不给我弄回车

来!不光你死!连你爸妈也得死*$

深夜
##

点多!刘旺一把将她

推到客厅沙发上! 从冰箱里拿出

半块西瓜! 一边切一边说('看见

没有!你就和这西瓜一样!我不光

要把你剁碎了! 还得吃了你*$说

罢!'啪啪$地打起了她的耳光%

曹新萍大声喊 '救命 $!刘旺

掐着她脖子! 拿起一个沙发靠背

捂在了她的脸上% 见她短时窒息

了! 刘旺说('你还会装死啊
)

$说

罢! 又拿起菜刀架在她脖子上嚷

道('你明天不给我准备
#$

万元

钱!马上杀你*$然后抓住她的头

发!将她从客厅拖到卧室!又从卧

室拖到客厅!来来回回好几趟%

'现在最重要的是钱!我杀了

你!你爸妈就知道送钱了%$在床

上!刘旺边折磨曹新萍边说%可怜

巴巴的曹新萍则在不断的讨饶中

挣扎了约
#

个半小时%

凌晨
"

点左右! 打人累得气

喘吁吁的刘旺不知何时睡着了 %

曹新萍从昏昏沉沉的噩梦中猛然

醒来! 她的脚恰好碰到了为防范

讨债人而放在褥子下面的一把锤

子%她绝望地想!丈夫现在已经被

钱逼得完全疯狂了! 想想刘旺的

种种表现! 她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了%想想如今两人的关系!除了让

自己去弄钱! 哪里还有什么夫妻

恩爱之情可言啊) 这日子已经没

法再过下去了%

看着睡梦中的刘旺! 曹新萍

内心痛苦地挣扎着('如果还是借

不到钱怎么办啊) 总不能让他杀

了俺和爸妈吧 *$凌晨
!

点!处在

惊恐中的曹新萍从床上坐了起来!

顺手从褥子底下拿出了那把铁锤

子!两只手颤抖着!向着丈夫刘旺

头部猛地砸了下去%

杀人之后! 曹新萍犹如惊弓

之鸟!她打车回到了娘家!一五一

十地把杀死丈夫的事和盘端给父

母%当天上午!在父母陪同下!曹

新萍走进了当地公安机关自首%

"$#!

年
*

月
"%

日!山东省滨

州市中级法院审理认为! 曹新萍

因家庭矛盾! 趁丈夫熟睡之际将

其杀害!手段残忍!情节恶劣!依

法应予以严惩%但鉴于本案系家庭

内部成员之间的纠纷引发!且被害

人刘旺对案件的引发具有过错-同

时!被告人曹新萍系自首!可对其

从轻处罚%依据刑法&民法通则等

相关规定!法院依法以故意杀人罪

一审判处曹新萍有期徒刑十五年!

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各项损

失
"+#

万余元%

记者发稿时获悉! 此案一审

宣判后!曹新萍表示服从判决-而

被害人的近亲属却表示 '坚决不

服这个判决$!并以量刑过轻为由

提出上诉%

此案发生后! 在当地社会上

引发强烈反响%

'刘旺因陷进高利贷的泥潭

不能自拔后迁怒于妻子! 对妻子

百般虐待! 疯子一般制造家庭暴

力! 把妻子逼上了一条绝路%$他

们的一远房亲戚说%

而当地一位机关干部则告诉

记者说('曹新萍对家庭暴力由开

始的逆来顺受!到最终以暴制暴!

不惜走上极端酿成血案! 虽然事

发有因值得同情! 但也是彻头彻

尾的法盲%$

刘旺一家附近的邻居说('事

到如今!不要再火上浇油了%国法

虽然无情!但为了这个家庭!为了

年幼无知的孩子别再失去那份母

爱!只要法律允许!能轻判就轻判

几年吧%$

济南齐鲁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 资深律师宋清明对记者说 (

'本案被害人刘旺的行为无疑涉

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理应受

到法律的惩处% 作为当初那些盲

目投资的受害人! 有权通过诉讼

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挽回经

济损失%而事到如今!尽管刘旺遇

害! 但受害人还可以运用法律武

器向其财产继承人追讨损失%$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表示 !当

前!非法集资&非法借贷在各地民

间都有市场! 但这一行当游走在

法律的边缘!具有极高的风险!一

旦发生问题!轻则遭受经济损失!

重则会引发重大刑事犯罪案件 !

并产生连锁反应! 影响社会的和

谐稳定% 检察官呼吁广大群众能

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理性投

资&谨慎理财%

设下连环套，“神医”真能骗

神机妙算也难逃
!

陈 沂 林 漪

"$#!

年
%

月的一天!在福建莆田一家饭店!徐铭&史兵&

石 与阿梅&阿英&阿丽正在聚会%吃饭时!徐铭&阿梅等人聊

着生财之道!最后竟商量出合伙设连环套&冒充神医看病的诈

骗方式谋财%

"$#!

年
%

月
""

日!徐铭&阿梅六人从莆田驱车来罗源县

行骗%早上
&

时许!徐铭等人盯上了独自行走的中年妇女秀秀%

按照事先分工!由年龄较老的阿梅扮演'病人母亲$先出场上前

拦住秀秀!忧心如焚地称其是来罗源找'神医$替女儿治病%

乍遇这突如其来的莫名情况! 秀秀自然回答称不知道并

要离开% 但第二环的阿英就假扮路人立马凑上表示知道 '神

医$住处!并愿意帮助带路%没等秀秀回过神!假扮'病人母亲$

的阿梅却可怜兮兮地拉着秀秀! 私下求着说自己一个外地人

跟陌生人去找'神医$害怕!帮忙陪同前往就当做好事%秀秀见

两人都是五十开外的老妇人戒心就松懈了许多! 一时心软就

答应一同前往%

在路上!阿梅和阿英两人演起双簧不断与秀秀闲聊!很快

套出秀秀家庭情况等信息%而另一边!徐铭&史兵&石 三人则

一路陆续跟着旁听阿梅等套出的信息!并通过电话告知阿丽%

当'引路人$阿英带着秀秀等人来到一处小区!阿丽就扮

演'神医$孙女下楼迎了上来%一上来!阿丽就表明身份和阿梅

等人打招呼!并称'神医$早已算到三人会前来!因有事不适宜

出门特叫孙女出来迎接%随后大秀'神技$!娓娓道出各人情

况!特别是秀秀家庭情况一说一个准!唬得秀秀愣住了%

阿丽见秀秀上钩立转话锋!指出'神医$已算到秀秀的母

亲近期会有血光之灾!需要将家里值钱的珠宝和现金拿到'神

医$处作法辟邪%此时!秀秀已对'神医$深信不疑!因爱母心切

立即回家取出价值
"

万元左右的黄金首饰!并去银行取了
*+%

万元现金!连同身上的
#!$$

元!全数交给阿丽%阿丽一边收下

财物一边信誓旦旦地保证下午
!

时施完法就归还%

然而秀秀走后! 阿丽等六人就逃离罗源并瓜分了财物%

"$#!

年
*

月! 六人又继续窜至永

泰县诈骗并被抓获% 归案后! 徐

铭等人供认了六人以情人关系为

纽带合伙实施连环诈骗的犯罪事

实%

*

月
"&

日! 福建省罗源县检

察院以诈骗罪批捕了徐铭等六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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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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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了手机!罗洪贵十分可怜

地瞅着陈克勤!'他不进屋!要我

出去%$

'去吧! 下面有人监视%$说

这话时!陈克勤信心十足!首长

样拍拍其肩头! 又补充!'记住!

别忘了把秘录机打开%$

罗洪贵把头伸出院门! 见

一辆黑色奔驰车停在不远处路

边! 猎债天下公司的侯总坐在

驾驶室正朝他招手%他有点机械

地挪到车边! 侯国林从车上下

来! 拉开副驾驶车门%'老三!上

车%$侯国林道%'去哪)$'打猎%$

'打猎) 你不是说上我家来给我

接风的吗)$'时候还早! 去打点

野味!到时候随便找个餐馆弄一

桌! 我们兄弟好好喝一回酒!也

就算接风了%怎么!你好像没精

神!是不是出什么事啦)$'没&没

有没有! 我能出什么事%$'没有

就走吧!你平时不是最喜欢打猎

吗!上车上车%$

罗洪贵四下瞧瞧!身子软软

地坐进车内!立即发现后座还有

人! 他回头('咦,,,敖醉狗!怎

么是你)$敖成银递给他一支烟!

皮笑肉不笑地道('有侯哥收留!

我就没必要外出跑路了%$

汽车调了个头!朝前开去%

祝旺达驾驶着一辆白色面

包车朝前开!手机响了%

'

%$(

!情况怎样)$是沈纯朴

的声音%'车& 车子朝县城方向

开! 要++要出李福镇了%$'牌

号能看清吗)$'看& 看不太清%$

'别跟得太近!保持距离%$

这时!前方的黑色大奔马上

就要驶上一座石拱桥!却在桥头

突然急转弯!掉头疾驶!与白色

面包车相向而过%

'

%$*

!沈&沈队!.奔驰/突&

突然掉头 !从 &从 &从原路返回

了"$

'还能跟上吗)$

'不&不行了!再跟会被发&

发现的"$

'好吧! 你朝前开一截再返

回"$

夜!下着雨"

万司把奥迪车开进公安局

大门!张局长双脚落地!沈纯朴

撑着伞从办公楼迎出!两人走进

门厅"

局长问('怎么样!找到跟踪

车了吗)$'还没有"$'失踪快八

小时了!通知交警!让他们协助!

一定要查到失踪车"$'是"$

沈纯朴掏出手机拨号! 局

长说算了! 这电话还是我来打"

话刚说完! 手机就响了! 局长

接('刘所长00什么什么! 打

猎00枪走火00死者是谁)$

电话里传来李福镇派出所

刘所长的声音('罗洪贵%$

'地点)$

'李福村后山野鸡坡%$

'谁同他一道打猎) 枪怎么

走的火)$

'猎债天下公司经理侯国

林!侯到派出所报案称死者自己

从一土坎跌倒!枪失手走火%$

'把侯扣下%$

电闪雷鸣%

张局长把车停在仙灵阁大

厅外! 苗灵芝撑伞接他进去%绍

云问这么大雨要我过来!啥事电

话上不能说) 她答你问朱总!他

找你%

远处!朱仁才从茶吧沙发站

起身!声震大厅('老张!无事不

登三宝殿!今天找你是要人的%$

'要人00啥人)$朱仁才边迎上

前边道('猎债天下的那个小侯!

侯国林!被你的弟兄弄进李福镇

派出所那个啥00留置盘查!听

说还要拘留%$'哦! 他有故意杀

人嫌疑%老朱! 天远地远! 侯国

林咋跟你扯上了)$ '都是李福

镇人 ! 以前跟着我混过一段 !

有点旧交%$ 局长手在半空中摆

摆( '别的事好说! 这可是人

命关天的大事! 你这个佛弟子

不能因为 1有点旧交2 就乱发

慈悲! 啥人都保%$ '闯下杀身

之祸! 按世间法是该追究处理%

不过!$ 说到这! 朱仁才凑前一

步 ! 嘴几乎碰到局长耳朵 !

'据我所知! 这是打猎走火! 意

外事故%$ 局长把头移开! 伸手

擦擦对方哈在脸上的热气! 拖

着官腔道( '真是意外事故就

好了 % 这样吧 ! 先过问一下 !

若真如朱总所说系意外事故 !

不看僧面看佛面! 朱总的佛面

还是要给的 %$ 朱仁才双手抱

拳( '谢了* 我就知道老张是

爽快人% 其实! 我也是受人之

托做点行善积德之事% 噢! 对

了! 拍电视剧那笔款子我让出

纳分两次打入公安局账户! 收

到没有)$ '收到了! 剧组很快

就来! 很快就能开机拍摄%$ 拍

拍朱仁才肩! '老朱! 这事还

真要谢谢你慷慨布施呀%$ 朱仁

才假装生气! 说谢什么! 你我

兄弟这样说就见外了%

朱仁才出大厅! 上宝马车

离去% 苗灵芝上前问( '你打

算咋办)$ 局长看着渐行渐远的

车屁股道('看情况!如果有证据

证明罗洪贵系他杀!这个侯国林

是绝不能放的! 再有人说情!总

不能他出来我进去吧)$说完!斜

眼看小苗% 小苗点头道('当然!

果真如此!你不放人朱总也不会

怪罪的%$

连载"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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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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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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案人员正在提审曹新萍

案发地所在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