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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让酒后肇事的儿子逃避处罚!

被告人张强不仅为其顶包! 而且进行

一连串操作! 但最终却使得自己也触

犯了法律红线"

今年
!

月! 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

案被移送到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检察

院审查起诉"卷宗显示#今年
"

月
#$

日晚上
#%

时许!张强驾驶小型轿车与

被害人刘刚驾驶的农用三轮摩托车相

撞!致刘刚死亡!摩托车上的乘客王勇

受轻伤"公安机关认定!张强承担该起

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张强与

被害人家属达成了赔偿和解协议"

细心的检察官在反复审查案卷材

料后发现! 证人王勇的两份证言前后

不相一致" 王勇在事发当晚接受询问

时! 称事故发生后从肇事车辆驾驶座

上下来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但在事故发生几天后的谈话中! 王勇

却称自己当时看错了! 从肇事车辆上

下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

人!也就是犯罪嫌疑人张强"由于事故

发生路段处于偏僻的乡镇公路! 案发

现场没有监控设备!且案发时间较晚!

也没有其他目击证人"因此!王勇的两

次证言到底哪一次为真! 检察官一时

之间也没法准确鉴别"

检察官在看守所提审张强时!张

强供述称事故发生时自己头部被撞伤

流血! 而检察官却并未发现其头部有

明显伤痕! 但是现场勘查笔录中的照

片显示! 肇事车辆方向盘及驾驶座上

均有散落的点滴血迹存在"

带着疑问!检察官再次找到王勇"

王勇对事故发生经过的陈述始终一

致! 但是对究竟是谁从肇事车辆上下

来的情况却支支吾吾!闪烁其词"王勇

的表现加重了检察官心中的疑惑#难

道张强并不是该案的犯罪嫌疑人!而

是在替别人顶包$

为了查清事实真相! 检察官决定

会同公安机关承办人员对肇事车辆进

行重新勘查! 并提取车内血迹进行鉴

定"在肇事车辆停放地!检察官发现该

车的挡风玻璃已经破裂! 驾驶座及方

向盘上有已经干涸的点滴血迹存在"

随后! 公安机关技术人员从车内采集

&

份血迹! 连同已提取的张强的血液

样本一同移送宿迁市公安局物证鉴定

中心进行鉴定"

随后! 检察官没有坐等鉴定结果!

而是在交警部门的配合下调取道路监

控录像!对肇事车辆案发前的行驶轨迹

进行梳理" 经过近
!

个小时的逆向梳

理!检察官终于在距事故发生前约半小

时的一个十字路口的监控录像中发现

了肇事车辆"监控录像显示!此时驾驶

肇事车辆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仅根据这一证据当然无法证明该

年轻人就是肇事司机! 但却印证了王

勇事故发生当天的证言"

不久!鉴定结果传来#从车内提取

的血迹样本中检出两份不同的人类血

迹!经比对
'

该两份血迹的检测数据与

张强的血液检测数据不相符合"

检察官再次找到王勇! 一边向其

出示监控录像截图! 一边告知其作伪

证所要承受的严重后果"最终!王勇说

出了案发当晚的实情"

事发当晚!王勇乘坐刘刚驾驶的农

用三轮摩托车被一辆轿车从后面撞上!

王勇被甩出!而刘刚却被直接压在轿车

车底"随后!王勇看到从轿车驾驶座上

下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先跑到王

勇身边问其伤得怎么样!王勇从其身上

闻到一股酒味" 看到王勇没多大事!年

轻人又跑到车前!想将刘刚从车下拉出

来!没有成功!便开始打电话"二十多分

钟后! 一对中年男女开车赶到现场!稍

后一辆救护车也赶到现场"几人将刘刚

从车下救出后! 救护车就将刘刚和王

勇一起送到医院抢救"检查后!王勇因

无大碍便转入普通病房留院观察!刘

刚却因伤势较重继续抢救"

随后!交警在医院找到王勇"王勇

告诉交警! 从肇事车辆驾驶座上下来

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就在交警询问王勇后不久! 事故

发生后赶到现场的中年男子找到王

勇"该男子名叫张强!是肇事司机张效

东的父亲"张强告诉王勇!儿子年龄还

小! 如果因这事被判刑的话这辈子就

完了!如果警察再找王勇谈话!就让王

勇告诉警察当时开车的是自己! 并允

诺给王勇
(

万元的%好处费&"王勇见

有利可图!一番思量后就答应了张强"

为防%意外&!王勇还趁张强不注意!偷

偷将此次谈话用手机录了音"

了解到该情况后!检察官立即和公

安机关承办人员联系!对王勇重新进行

谈话!并依法提取其手机中的录音"

带着王勇的证言' 录音和车内血

迹鉴定结果!检察官再次提审张强"面

对确凿的证据! 张强如实供述了自己

收买王勇!替儿子张效东顶包的经过"

&

月
(

日! 张强被法院以包庇罪

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其子张

效东也被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紧急约见
!

李志强 徐蓉

今年
)

月
#)

日上午!江苏省扬州市

检察院驻所检察官正进行着日常巡视!

发现在押犯赵春情绪焦虑" 赵春提出了

约见!说有急事反映"

检察官立即安排了会见"赵春反映#

%

)%#"

年
*

月
"

日! 我因涉嫌贩卖毒品

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同时被扣押了

*

张银行卡!其中两张建行卡内有
#%

万

余元" 而现在我了解到银行卡上的钱没

有了!父母也没收到钱"&

赵春又接着说道 #%

)%#"

年
*

月底

我委托的律师会见时! 曾出示过两张建

行卡!并问过密码!希望检察官能够帮助

查找到钱的去向"&

检察官对这一情况十分重视! 立即

找到赵春委托的律师" 律师讲道
+

%

)%#"

年
*

月
)$

日!我确实带着助理去看守所

会见了赵春!出示建行卡!并应赵春父亲

的要求问了密码" 回来后将密码告诉赵

父外!没有告诉过其他任何人"&

检察官又迅速找到赵春父亲" 赵春

的父亲却说直到
)%#"

年
##

月份公安机

关才发还被扣押的银行卡! 拿到卡后他

查询卡内的余额! 发现卡上的钱已经被

取!取款时间是
)%#"

年的
*

月
)$

日'

),

日两天"因此赵父认为!在公安机关扣押

银行卡期间!银行卡上的钱被人取走了"

赵春父亲的判断无疑让情况变得更

加复杂"公安机关究竟何时将卡发还$是

否真的存在公安机关扣押期间! 有人取

走了建行卡上的钱$

这时! 赵春父亲无意中提到的一个

情况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赵父讲
)%#"

年
##

月公安机关发还
*

张银行卡时!他

是在赵春朋友陈风雷的陪同下领回的"

领卡当天! 他们曾从其中一张交通银行

卡上取过钱"

检察官调取了这张交行卡的取款记

录" 取款记录显示是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在该市文昌阁网点自动取款

机上取款
#

万元"

检察官又找到陈风雷了解情况"陈风

雷曾经和赵春合伙做过生意! 关系比较

好"陈风雷说确实是他陪同赵春父亲到公

安机关领回
*

张银行卡!也确实在领卡当

天!陪赵父从交行卡上取款
#

万元"具体

时间记不清了!但当时天气不算冷"

调查至此!事实真相浮出水面!相关

的证人证言和取款记录能够证明# 公安

机关是在
)%#"

年
*

月
)(

日将银行卡发

还给赵春父亲!所谓的
)%#"

年
##

月!是

赵父对发还时间出现了记忆误差"

但律师向赵春了解银行卡密码是怎

么一回事$ 两张建行卡上的钱究竟又去

了哪里$

陈风雷承认!

)%#"

年
*

月
)(

日!从

交行卡取款
#

万元后! 赵春父亲将银行

卡全交给陈风雷保管" 赵春父亲得知建

行卡上有钱! 便委托律师去看守所问到

了密码" 后来陈风雷从赵春父亲处得知

密码!于
)%#"

年
*

月
)$

日'

),

日两天!

将建行卡上的
#%

万多元人民币全部取

了出来"

不知何故! 陈风雷一直拖延着未将

银行卡及卡上的钱交还赵父"直到
)%#!

年
#

月!在律师的催问下!陈风雷才将银

行卡交还赵春父亲"

"

月
!

日!在检察官

与陈风雷谈话前!陈风雷才将
#%

万多元

人民币交还赵父"

今年
!

月的一天! 检察官到看守所

向赵春说明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赵

春对检察官表示了由衷的谢意# 由于自

己在看守所里!许多情况不明(父亲不识

字!许多事情由陈风雷代理!在没有保管

卡也没有拿到钱的情况下! 他们对钱的

去向产生了许多疑虑! 一度认为是在公

安机关扣押期间! 有人取了建行卡上的

钱!现在查明了事实!让他们消除了心头

疑惑"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州市检察院#

妈妈在赌场打工
!

王晓晓 闵丽娜

工作近十年!我一直在刑检部门

工作!接触过形形色色的犯罪嫌疑人!

发觉其中一部分本性并不坏! 他们或

者一时冲动!或者因为对法律的无知!

或者由于人情的淡漠"我想!弄清楚刑

事案件背后的故事! 为故事里的人做

一点儿事! 也许就能为他们灰暗的生

命底色中增加一缕阳光"

前不久! 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

捕一起开设赌场案件" 犯罪嫌疑人

王芳组织李丽等十余人在河南省平

顶山市开设地下赌场! 利用游戏机

进行赌博"由于时间紧#任务重 !接

手案件当天! 我放下手中的其他工

作!连夜加班加点!以最快的速度对

案卷材料进行审阅!然后安排提讯"

当身材纤弱# 脸色蜡黄的李丽出现

在讯问室时!我不由得细细打量她"

李丽虽刚满
!(

岁!可看上去却

如同花甲老人" 初春的天气乍暖还

寒! 李丽脚上穿着一双洗得泛白的

布鞋!像拖鞋一样"我禁不住问道 $

%鞋子不穿好!脚不冷吗&'李丽下意

识地把脚往后挪了挪! 苍白的脸上

挤出一丝笑容!低声地回答说不冷"

可我清楚地看到她打了一个冷

战"我走到她的座椅跟前!俯下身想

要帮她把鞋子穿好" 她一边说着不

用不用! 一边赶忙把两只脚狠命地

挪向椅子里边"

%你戴着手铐不方便穿鞋!冻感

冒就不好了"' 我微笑着对她说"看

到我的坚持! 李丽慢慢把脚伸到我

跟前!我想用力把鞋子帮她穿上!可

是鞋子并不合脚!而且好像小很多!

怎么也穿不上去" 我无奈地对李丽

笑笑!她却泣不成声"

原来李丽的丈夫早年去世 !多

年来和唯一的儿子相依为命" 去年

儿子考上了省城里的重点大学 !本

以为生活应该有了希望!有了盼头"

不想!一次偶然的身体检查!竟发现

自己已是乳腺癌晚期" 本就一贫如

洗的家庭供应儿子读书已经十分艰

难! 哪里有多余的费用来为自己治

病啊(思想几经挣扎!她作出了一个

伟大母亲的决定$放弃治疗!向儿子

隐瞒病情! 在剩余的时间里多打几

份工!为儿子挣够四年的学费"

她四处打零工! 但挣钱很慢#很

少"当她从朋友那里听说到赌场打工

可以拿到较高的工资时!毫不犹豫地

参加了应聘"当看到前来赌钱的人因

沉迷于赌博而输得两眼通红!正直善

良的她不止一次地动过辞职的念头"

但是想到自己的身体无法承受重体

力劳作! 儿子求学又处处需要费用!

她只好劝说自己坚持下去"

直到案发! 这个看似柔弱却坚

强无比的母亲也没有将自己的病情

告诉任何人! 因为怕儿子万一知道

了承受不了"

李丽说她今天穿的鞋子是前年

过生日时儿子送的! 当天就是儿子

亲手帮她穿在脚上的! 现在由于生

病!脚浮肿得厉害!穿不上了"

%王检察官!您能为我这个犯人

穿鞋!我怕自己受不起啊('

%不 !我弯腰不是为你 !而是为

了伟大的母爱"' 我盯着她的眼睛!

郑重地说"

我立即将这些情况向领导作了

汇报!又要求公安机关提取了李丽最

初的就诊病历! 确认她的病情属实)

考虑到李丽在赌场里仅负责两台%钓

鱼机'的上分工作!参与时间短!结合

案情及认罪态度!最终认定其犯罪情

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不认

为是犯罪!不予批准逮捕"

随后!我们又在能力范围之内!

帮她联系医院! 进行了捐款救助等

爱心活动"

李丽被释放的那天上午! 她的

儿子前来接她" 我特意买了一双加

大码的鞋子交给了她的儿子" 看着

长得树一样挺拔的年轻人! 我憧憬

着! 当儿子再一次给母亲亲手穿上

鞋子那一刻!母爱一定会再次起航"

"作者单位!河南省禹州市检察

院$

网购成瘾，她把黑手伸向了药房———

200万元药品去哪儿了
!

本报记者 卢金增

通讯员 薛 兰

陈美是一位刚逾而立之年的 %白

衣天使&!却沉迷于网购衣物!将自家

#"%

多平方米的房子堆得满满当当 !

甚至连洗手间也只有站下两只脚的空

隙"为了满足自己疯狂网购的私欲!陈

美将黑手伸向了供职医院药房的药

品"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她将药房里

的药品多次盗出!而后高价出售!从中

谋取私利!最终使自己身陷囹圄"

价值
*++

余万的药品不翼而飞

)%#"

年
!

月的一天下午!早已过

下班时间! 但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检

察院的会议室却灯火通明" 因为刚刚

接到莱城区人民医院报案! 称查账时

发现住院部药房药品亏空达
)%%

余万

元! 住院部药房主任陈美有重大作案

嫌疑!请求检察机关进行调查"面对如

此大额的药品流失!案情似军情!该院

检察长焦念强立即召集反贪部门骨干

人员进行研究讨论"

陈美!年仅
")

岁!一个貌似柔弱

娇俏的女子! 如何能在短短的一年之

内!将
)%%

余万元的药品售出$是一人

所为还是伙同他人共同作案$ 她是如

何瞒天过海的$ 这其中有太多疑问都

有待侦查人员一一查明"

经检察长批准! 侦查人员对陈美

办公地点及住处实施搜查! 现场所见

让办案人员瞠目结舌" 一名参与搜查

的检察官说#%办了
)%

多年的案子了!

还是这个案子让人大开眼界" 陈美网

购的衣服各式各样'五颜六色!家里只

要是能放东西的空间都被塞得满满当

当!款式'种类之多还前所未见呢"电

脑上的淘宝购物记录密密麻麻! 让人

觉得不可思议! 这仅靠两个人的工资

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妈妈买的衣服堆得家里到处都

是! 厕所里都被衣服堆得只有两只脚

的空隙!感觉好压抑"&连陈美的女儿

都这样说"

%自从陈美当上住院部药房负责

人后!几乎天天买衣服!大多数是从网

上购买!一天不停换衣服!而且都没有

重样的" 平时上班就拿个大背包或者

拉个拉杆箱!原以为都是换洗衣服呢!

哪料想她这是倒腾药品呢"&陈美的同

事不无感慨地说"

一切信息都指向陈美有重大作案

嫌疑!侦查人员决定正面接触陈美"

网购成瘾竟无法自拔

案发前! 医院内部查账持续两个

月之久! 做贼心虚的陈美找了当地知

名律师进行咨询!盘算应对策略!心理

准备可谓非常充分" 因此! 陈美到案

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非常抗拒!对自己

的犯罪事实支支吾吾!仅供述偷了
)%

余万元药品! 对药品流向及赃款处理

也是敷衍塞责'诸多辩解!把责任推向

他人"在会见律师后!陈美更是推翻全

部供述!要么沉默不语!装疯卖傻扮可

爱!要么撒泼耍赖!甚至一度撕毁讯问

笔录! 以为只要拒不供述就可以瞒天

过海"案件审讯陷入了僵局"

面对此种情形! 侦查人员耐心地

从其他途径寻找突破口" 通过前期查

询陈美银行账户信息! 侦查人员发现

陈美自担任住院药房主任后! 账户上

经常有大额现金存入! 存款日期非常

有规律! 每月均有三到四次大额现金

存入"与之相对应的!该账户的网购消

费累积达
"&

万余元!淘宝交易单及银

行刷卡单几乎天天更新" 陈美及整个

家庭并无其他收入来源! 这显然与家

庭收入情况明显不符! 疯狂消费的背

后肯定与案件有关" 陈美经常拉着行

李箱上下班!与常理也明显不符"

于是! 侦查人员向陈美适时出具

了银行信息查询结果! 一步步瓦解其

抗拒心理"

陈美自知瞒不下去了! 才开始交

代#%这两年我喜欢上了网购! 我们两

口子的工资大部分都被我用来网购"

我喜欢网购已经到了无法自拔的地

步!喜欢某个款式的衣服!经常就把这

个款式所有颜色的都买下来"&

据陈美供述! 起初靠夫妻二人的

工资还可以支撑! 后来随着网购的频

率'额度不断加大!两人的工资捉襟见

肘'难以为继!只好另辟蹊径"自恃保

管贵重药品!只要做好账面处理!就不

会被人发现!就这样!被网购鬼迷心窍

的她! 将黑手伸向了自己保管的贵重

药品! 偷偷地将贵重药品盗出后高价

出售给网络上的高价收药者! 谋取私

利!供自己网购挥霍"自以为做得是天

衣无缝!岂料还是被发现了)

拔出萝卜带出泥

为了立功! 陈美检举了另一名涉

案人员吕晓晴" 侦查人员很快查实#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 !该

医院住院部药房职工吕晓晴趁值夜班

期间!多次将药房的药品窃取!而后非

法出售给社会上的药贩子! 共售得赃

款
#,-##

万元! 从中谋取私利供自己

挥霍"

然而! 侦查人员通过对案情的分

析'研判!认为应该还有人员涉案!有

必要继续深挖下去"

侦查人员通过查询陈美的通话信

息!发现案发前的这段时间!陈美与同

单位的外科主任李宏联系异常频繁!

且李宏经常到住院部药房换药" 侦查

人员在查询李宏银行交易信息后!发

现了更大的疑点!该医院有一张
"!

万

余元的大额支票直接背书给了李宏"

医院怎么会将这么大额的支票直

接背书给李宏!这其中有什么猫腻$

侦查人员继续追查该资金转入来

源! 发现系莱芜市农村信用社以该单

位查体费用的名义转账给莱城区医

院! 李宏编造了查体费已由其垫付的

谎言! 骗取财务科人员将该支票又直

接背书给其个人" 李宏将该笔款项转

给他人使用! 从中谋取私利
,%%%

余

元"很明显!李宏已涉嫌挪用公款罪"

借助话单分析系统! 侦查人员发

现陈美'李宏'吕晓晴三人有一个共同

的联系电话!经与银行信息认真比对!

发现电话联系时间与银行转账' 存取

款时间基本是一前一后的" 办案人员

怀疑这个电话联系人有可能就是网络

上的高价收药者" 侦查人员立即利用

网络! 搜索莱芜周边地区的高价收药

信息!很快发现了这个人的联系方式!

遂立即联系公安机关! 利用技侦手段

将该高价收药者张延抓获归案"

办案过程中! 侦查人员还发现了

该医院外一科主任王余民也经常到药

房换药!且据了解外一科经常发奖金!

有收受医药回扣的嫌疑" 为避免打草

惊蛇! 侦查人员以查办陈美受贿案为

由调取了莱城区医院供货商名单及药

品名称'数量等信息!选取其中一家骨

科材料供应商为突破口! 很快查清了

王余民伙同郭列俊收受医药代表'骨

科材料经销商
##%

余万元回扣! 用于

科室工作人员奖金发放'日常支出!已

涉嫌单位受贿罪"

今年
"

月
)

日! 莱城区法院审理

认为! 被告人陈美利用在莱城区人民

医院住院部药房部担任负责人的职务

便利!窃取药房部的药品非法销售!售

得赃款
!"

万余元!鉴于其积极退缴全

部赃款且有立功情节! 以贪污罪判处

陈美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 其他几

名被告人也都受到了应有的处罚"陈

美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

月
,

日! 莱芜市中级法院终审

裁定!维持一审判决"

时值盛夏! 陈美年迈的父母正在

当地集市摆摊!售卖陈美网购的衣服'

饰品等" 不知正在服刑的陈美得知此

事后会作何感想**

8年心结终化解
!

本报记者 吕 峰

通讯员 王姝峰 王金中 崔湘江

河南省开封县的张大海怎么也想

不到!堆在道路上的石子堆!竟然会夺

去了妻子和女儿两条人命! 到法院打

官司也遭到败诉"

,

年来! 不能为妻女

讨回公道的痛一直压在他的心里!始

终无法释怀"最终!在河南省开封县检

察院的帮助下!张大海终于解开了这
,

年的心结"

张大海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

妻子贤惠!

"

岁的女儿聪明乖巧" 然而

这一切都因一场意外而改变"

)%%&

年
"

月
#

日是农历二月二!

民间有在这一天理发的习俗" 张大海

便骑摩托车带着妻女去集镇"

摩托车行驶到邻村西头时! 路面

东侧突然出现了一大堆石子" 张大海

极力想躲开石子堆!但一切都太晚了"

一家三口重重地摔在公路上 "张

大海的妻子'女儿经抢救无效死亡!自

己也多处受伤!但总算是把命保住了"

张大海决定为妻女讨个说法 "

)%%&

年
##

月
#&

日! 一纸诉状将在公

路上堆放石子的焦某' 对公路负有管

理职责的地方公路管理所及镇政府一

并告到开封县法院! 要求赔偿各项损

失
#%

万元"

庭审中! 焦某辩称张大海没有撞

到石子堆上! 出事地点离石子堆有十

多米远" 公路管理所辩称出事路段由

乡级政府养护'管理"镇政府辩称该路

段应由公路管理所管理"

法院庭审后认为! 摩托车的行驶

速度及倒地地点距石子堆的距离与摩

托车撞在石子堆上的特征不符! 现有

证据不足以证明摩托车确系撞在石子

堆上引发伤亡事故"

)%%$

年
!

月
)

日!

判决驳回张大海的诉讼请求"

面对判决!张大海心力交瘁!一下

子卧床不起! 败诉的官司就像妻女的

冤魂一样缠绕着张大海! 使其长期不

能释怀"

在朋友的劝说下!

)%##

年
,

月
"%

日!张大海来到了开封县检察院!向检

察官诉说心里的痛苦和不平#%如果没

有公路上的那堆石子! 我也不会家破

人亡"法院判我输!我实在想不通!请

检察院帮我讨回公道)&

检察官详细审查了原审诉讼卷

宗!调取了交警大队出具的+张大海交

通事故痕迹成因分析报告,! 结论是

%石子堆压痕与摩托车油洒痕迹运动

方向'轨迹一致!符合一次碰撞运动形

成机理&"检察官认为!现有证据足以

证明事故系因摩托车撞在石子堆上而

造成"

)%##

年
#%

月
*

日! 开封县检察

院依法提请开封市检察院向中级法院

提出抗诉" 中级法院指令开封县法院

进行再审"

检察官从法理和人情的角度 !与

法院'当事人进行沟通交流!积极协助

法院做当事人的和解工作"

)%#"

年
#)

月!该案成功调解!三被告共同赔偿张

大海
)-,

万元"

今年
(

月
)%

日!张大海拿到了全

部赔偿款!专程来到开封县检察院"他

紧握着检察官的手! 哽咽着说#%是你

们认真负责的态度!帮我讨回了公道!

我终于可以坦然面对死去的妻女了"&

检察干警在讨论案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