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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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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静做梦都没想到，这个曾经细心温柔、善解人意的男人，竟逼得自己差点儿家庭破裂、走投无路———

手持视频的微信情人
!

潘芳芳 于广飞

感情危机"他来开导

!"#$

年! 正经历着七年之痒

的卢静"化名#和丈夫的感情一度

降到了冰点$丈夫失业!整日沉迷

网络!自己既要上班赚钱!又要照

顾一家老小$争吵!几乎成了这个

家庭的每日%必修课&$

这一日! 因为孩子上学接送

问题 ! 卢静与丈夫再次起了争

执$ 丈夫摔门而去! 不用想也知

道又去了网吧$ 卢静气得躲在卧

室里掉眼泪! 想想结婚这些年来

自己为这个家的付出! 心里愈发

委屈$

卢静用手机在微信上发了条

状态'七年之痒!满心疲惫$很快!

一个叫邵银的好友便在下边留言

安慰她!寥寥几句!却充满关切$

邵银今年
$!

岁 ! 江苏沭阳

人!是卢静十几天前通过%附近的

人&添加的好友$此人说话幽默风

趣!又很照顾别人感受!卢静和他

很聊得来$有了朋友的劝慰!卢静

心情逐渐好转!接着!邵银邀她出

去唱歌散心! 卢静觉得好友善解

人意$

两人很快在沭阳某
%&'

见

面!虽是第一次见面!可邵银一直

表现得彬彬有礼! 说话又与微信

聊天时无二! 很快卢静心中那种

陌生人的拘束感便消失了$

邵银自称是该
%&'

的二股

东兼人事经理! 轻车熟路地带着

卢静上了三楼一间
()*

包间$两人

在包间里说了会儿话! 又唱了一

个多小时的歌! 与丈夫争吵带来

的不快渐渐从心头抹去$

情迷意乱"进入陷阱

有了第一次见面! 便有第二

次$或是逛街!或是唱歌!每次与

丈夫吵架之后!邵银都随传随到!

开导并陪卢静出门散心$ 面对这

样一个长相俊朗( 为人处事周全

大方的男子!不知不觉间!卢静心

中起了一丝涟漪$

!+,-

年
$

月的一天! 邵银打

电话约卢静到公园赏梅$ 虽知如

此继续不对! 可那份似有若无的

暧昧却让她欲罢不能$ 邵银开车

到卢静单位接人! 不知情的同事

还羡慕道' 你老公专门开车来接

你下班!好幸福呀)卢静听了脸上

一片绯红!却并未解释$

两人开车来到本县颇为著名

的生态公园! 虽然天气还有些寒

冷! 可一对对情侣手牵着手徜徉

在梅林中!却比什么都温暖$俩人

下了车!到梅林转了一圈!再回车

上! 卢静的手已被邵银紧紧地牵

住了$

接下来! 两人又如恋人般在

车里相拥相依地聊了两个多小

时$卢静不知道的是!就在她满心

甜蜜地与情人说着情话时! 车角

落隐蔽处的手机却将整个过程全

录了下来$

一瓢冷水"甜蜜梦醒

约会之后没多久! 邵银忽然

打电话给卢静! 说自己最近手头

有点紧!偏偏这时车子出了故障!

让卢静借
,"""

块钱给他修车$

卢静一个月工资不过
!"""

块出头! 每个月维持家庭开销都

不足!哪有多余的钱外借*卢静有

些不好意思! 便借口正在上班不

便出去回绝了邵银$

哪知电话刚挂了不久! 邵银

便发来了短信' 我手里有我们约

会的视频!要是不来!后果自负$

看到短信!卢静一下子蒙了$

跟经理请了个假! 卢静急急

打车去了邵银说的见面地点$一

见面!卢静便质问邵银什么意思$

邵银慢悠悠地掏出手机! 将两人

几天前在车里拥抱亲吻的视频放

给卢静看$

邵银道!你不见我!我就把视

频打印出来! 贴到你家小区和你

单位门口!看看最后谁不好过$另

外!这视频我电脑里还有备份!别

妄想删了手机里的就了事$

邵银这话!不亚于一瓢冷水!

浇了卢静一个透心凉$ 这还是几

天前那个甜言蜜语( 善解人意的

情人么* 原来他接近自己竟如此

居心)

为了删掉视频!讨价还价后!

最终卢静 %借& 了
.++

块钱给邵

银$

再次敲诈"女子报警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这之后过了两三天! 邵银又打来

电话!说自己信用卡要到期了!让

卢静借几千块钱周转一下$ 卢静

直接拒绝!并很快挂了电话$

可这边刚挂手机! 那边就有

同事举着单位电话喊她! 说你老

公打电话找你$卢静一接电话!就

听出是邵银的声音$ 邵银在电话

那头道!我在你们单位外面!你看

是我进去! 还是我们找个地方慢

慢聊$

透过单位的玻璃窗! 卢静清

晰地看到了邵银的身影$ 怕在单

位影响不好! 卢静只得答应他下

班后茶吧见$

茶吧里! 卢静将钱包拿出来

翻给邵银看! 告诉他自己的确没

钱$邵银从她钱包抽出信用卡说!

我也不是真要你的钱! 就是先借

你信用卡里的钱周转一下! 一个

月后我再还给你$卢静回绝'之前

欠过钱!卡里没几个钱$

邵银又将手机拿出来! 指着

视频问! 你丈夫要知道你跟别的

男人这样! 你觉得你的家庭还能

维持多久*

卢静不甘! 上次给你钱时你

不是说视频删了么* 邵银拍着胸

脯保证! 只要这次借钱给我周转

一个月! 我一定当着你的面将视

频删掉$

卢静无奈! 只得将信用卡和

密码告诉了邵银$为了多取些钱!

邵银又吩咐卢静打电话给银行服

务中心!临时增加了取现额度$之

后 !两人寻了个小超市 !交了
/+

块钱手续费!刷出了
//++

块钱$

为表示自己确实只是周转账

目! 邵银将取出来的钱存到了一

张储蓄卡中! 卡和密码都给了卢

静!还保证道!毕竟我们的情谊在

这!我怎么会做得这么绝呢*

可次日卢静持卡到银行查询

时!银行直接提示她卡已挂失!而

邵银的电话这时却直接关了机$

卢静知道自己被骗了! 可联系不

上邵银!这事又不好明说!苦果只

能自咽$

事情还没就此结束 !

!+,-

年

-

月
!

日!断了联系后十几天!邵

银竟再次打电话给卢静! 这次索

要
,

万块钱! 理由还是信用卡周

转$卢静再也顾不得遮掩!直接报

了警$

!+,-

年
-

月
-

日! 邵银与卢

静再次电话联系!并声称若要%买

断&视频!最低价格
,0,

万元$

卢静答应见面$ 而这一次的

见面!除了卢静!等待邵银的还有

沭阳县公安局的民警$

!",-

年
-

月
-

日! 邵银因涉

嫌敲诈勒索罪被江苏省沭阳县公

安局刑事拘留$

邵银交代! 因之前做生意亏

本! 又听卢静讲自己家是做板厂

生意的!以为她很有钱!便起了录

制暧昧视频勒索钱财的想法$

!",-

年
.

月
!-

日!邵银被沭

阳县检察院以敲诈勒索罪提起公

诉$

/

月
!$

日!法院以敲诈勒索罪

判处邵银拘役五个月! 并处罚金

$"""

元$

邵银自以为手持视频有恃无恐!最终却逃不过法律制裁

连载#五十$

本栏目由文艺副刊部主办

见习编辑 李红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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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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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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封挂号信，骗你没商量
!

沈淑芬 李晓艳

录取通知书( 录取变更通知

书( 调函! 凭着这三封自制的挂

号信 ! %宋处长 & 可谓春风得

意! 左右逢源! 收着一笔笔 %打

点费&! 却不曾想最终难逃法网$

!",$

年
1

月! 坐在长途客车

上的陆明启忧心忡忡' 女儿结婚

也有几个年头了! 就是女婿始终

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 真

是个难事啊$ 想到这里! 陆明启

忍不住叹了口气$

%你也到无锡*& 邻座的一个

五十来岁的男的问了一句$ %是

啊! 你也是吗*& 就这样有一句

没一句的! 二人开始闲聊$ 陆明

启知道了这个男的叫宋伯乾! 是

交通局的一个处长$ 宋伯乾告诉

陆明启! 他在无锡认识人多! 说

不定可以帮陆启明的女婿找一份

工作$ 陆明启觉得遇上了贵人!

当即与宋伯乾交换了联系方式$

回到家中! 陆明启把在车上

的际遇和女婿潘其国说了一番 !

潘其国心下动容$ 于是! 陆明启

打电话联系了宋伯乾! 还把女婿

的联系方式给了他! 宋伯乾爽快

答应下来$

两天不到! 陆明启拜托的事

儿就有信了 $ 宋伯乾告诉陆明

启! 交通局执法大队招录有编制

的工作人员! 想去的话就把身份

信息交给他$ 陆明启赶紧让女婿

把身份信息准备好! 交给了宋伯

乾$

很快! 潘其国就接到了宋处

长的电话! 说是工作的事情差不

多了! 就是得拿钱打点交通局的

领导$ 潘其国和岳父陆明启商量

了下! 先后给宋伯乾送去了
1"""

元$

!",$

年
,"

月! 一封挂号信

给潘其国全家送来了福音$ 信内

是一封录取通知书' %潘其国同

志! 我局于
!",$

年
2

月向省厅(

市局申请招聘
!+

名聘用制职工!

经过筛选( 政审( 体检( 考试 !

经过市( 区组织同意! 你已被正

式录用++& 潘其国再看看信的

右下角! 赫然盖着交通局的大红

印章$ 老丈人陆明启更是拿着录

取通知书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

遍! 乐得合不拢嘴$

%贵人 & 宋处长来电话了 !

一来恭喜潘其国! 二来表示他如

果肯花点钱! 还可以调到好一点

的部门$ 经宋处长的点拨! 潘其

国心动了! 按照宋伯乾的要求 !

又送去
,

万块钱和一条烟! 让他

帮忙打点$

在潘其国安心地准备报到之

际! 第二封挂号信来了'%目前正

式通知你在
!+,$

年
,+

月
$,

日

上午到交通局报到上班! 你的科

员级别要待区组织部审批下来!

望潘其国同志给予理解$& 潘其

国恐事情有变 ! 就跟老丈人商

量$ 陆明启安慰他' 让你推迟到

$,

号去报到! 肯定是那个时候级

别就能批下来! 别太紧张$ 潘其

国想了想! 那就再等等吧$

报到当天! 潘其国准备出发

之际! 宋处长又来电话了$ 宋伯

乾告诉他工作的事情起了变化 !

可能还需要钱打点$ 紧接着! 潘

其国就接到了交通局李局长的电

话$ 李局长告诉他! 他工作的事

情有点麻烦! 陆局长那头还没有

搞定$ 潘其国焦急万分! 只能打

电话给宋伯乾! 询问对策$ 宋伯

乾让他再送点钱! 潘其国马上送

去
$+++

元 $ 潘其国哪里知道 !

这个所谓的李局长不过是宋伯乾

捏着鼻子假冒的$

,,

月! 第三封挂号信来了'

%经过市交通局决定' 临时将你

抽调到市公路管理处办公室工

作! 时间为壹年++& 这是已经

定下来的意思吧* 潘其国打电话

问宋处长什么时候上班! %你等

我通知吧&! 宋伯乾答复他$

只是潘其国左等右等! 就是

没有等来宋处长的电话$ 他打电

话过去问!%我母亲一直在住院!

最近没空给你问! 你再等等吧$&

潘其国坐不住了! 决定自己去局

里问问$

%我们这里压根就没有宋处

长这个人! 倒是以前有个保安叫

宋伯乾! 那人早不干了++& 潘

其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终

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发现! 原

来! 这个宋伯乾是个行骗老手 !

他曾在交通局做过保安! 对交通

局内设机构有一定了解! 于是他

便假冒着交通局处长的身份! 凭

着伪造的录取通知书( 录取更正

通知书和调函这三封信! 专门逮

着想要找工作的人骗钱$

!+,-

年

/

月
!+

日! 经江苏省无锡市崇安

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宋伯乾因犯

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零四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

元$

窃贼入室想行窃，临时起意欲强奸

保鲜膜助她“脱险”
!

韦贵莲

%辣妈& 张珊 ,化名# 有一个
3

个月大的宝宝$ 她把孩

子喂得白白胖胖的同时! 还追求自身的身材苗条$ 听朋友

说! 将保鲜膜裹在肚子上能有效减肥! 于是! 一段时间以

来! 她经常把保鲜膜当作减肥利器$ 没成想! 裹在腹部的保

鲜膜不但能帮她塑身! 还使她逃过一劫$

!+,-

年
-

月
,,

日中午! 张珊哄孩子入睡后! 自己也准

备午睡一会儿$ 躺在床上迷迷糊糊之际! 只听见门 %吱呀&

一声被推开! 丈夫上班去了! 是谁来了呢* 她睁开眼睛! 只

见一个 %面罩男& 闯入房间$ 张珊吓得 %啊& 地大叫了一

声$ 男子见状! 急忙上前捂住她的嘴巴$ 张珊拼命挣扎! 男

子把她摁在床上! 欲对其强奸$ 在拉开张珊裤子的一刹那!

%面罩男& 却发现她的腹部裹了多层的保鲜膜$ %你有病*&

男子低声问了张珊一句话$ %嗯! 嗯)& 张珊急忙点头应答$

%面罩男& 随即站起身来! 拿起桌上的一台笔记本电脑

就走$ 张珊上前阻拦! 被男子一拳打在脸上$ 经鉴定! 张珊

被打成轻微伤$

原来! 该男子叫田强智!

!+

岁$ 最近公司效益不怎么

好! 放假半月$ 田强智闲来无事! 对周围邻居开始 %研究&!

看能否搞点东西回来! 好弥补公司放假带来的经济损失$ 他

快速锁定一个目标$

-

月
,,

日中午时分! 田强智对目标进行观察! 见阳台

上没有晾晒衣物! 门窗也是关闭状态! 于是认为室内无人$

他来到目标门口! 轻轻一拉! 防盗门竟然没锁! 于是进

了张珊的家$ 进门后! 田强智发现客厅的物品不适合搬走!

于是又推开卧室门! 发生了上述一幕$

%我本来到她家打算偷点东西! 当时看到她长相不错!

于是想强奸她$ 但她的肚子上裹了多层的保鲜膜! 我以为她

有病! 怕传染到自己! 于是放弃了强奸$& 田强智供述$

3

月
1

日! 田强智因涉嫌抢劫( 强奸被移送上海市青浦

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官审查后认为! 田强智进入他人室

内实施盗窃! 被发现后当场使用暴力反抗! 已经构成抢劫

罪$ 因其转化行为发生在户内! 故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 法

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犯罪嫌疑人临时起意! 欲对被害

人实施强奸! 但由于认识错误! 放弃强奸! 为犯罪中止! 应

减轻处罚$

假称有大宗购物，盗窃支付宝账户

“木马”制成二维码
!

张志勇 郑贤海

刘平,化名#是安徽省宣城市一个化妆品淘宝网店卖家$

!+,$

年
2

月
!

日!一个买家联系上了刘平!表示要买很多款

化妆品$随后此买家发了一个二维码!说是需要购买的化妆品

清单放在二维码里面$

这是一宗大买卖!刘平激动不已$当他看到买家是位黄钻

买家!而且又是实名制的!就相信了这宗买卖$刘平用手机扫

描二维码后看到一个文件!点击这个文件时却一直打不开$

2

月
$

日凌晨
/

点多! 刘平打开电脑后发现支付宝提示

出现问题并被冻结$刘平惊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查看支付宝余

额!却发现支付宝里的
-

万元不翼而飞$

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中木马了* 我的手机绑定着支付

宝!钱被盗怎么手机没有收到短信提示呢*刘平赶紧报了案$

2

月
!-

日和
!.

日!江苏省东海县人杜亚运(河南省濮阳县人高

帅相继被公安机关抓获$

,+

月
!2

日!两人被宣城市宣州区检

察院批准逮捕$

,22+

年出生的杜亚运系江苏省东海县人!

!+,$

年
1

月末

的一天!杜亚运了解到%洗支付宝账户&可以赚钱!于是开始在

44

群里群发消息%我有手机拦截木马!招收下家&来寻找合

作人$

,22!

年出生的河南省濮阳县人高帅表示愿意合作$

随后!杜亚运和高帅联手!由高帅联系淘宝卖家!谎称大

宗购物!购物清单在他发送的二维码里$当木马病毒成功植入

卖家手机后!卖家手机收不到任何信息!他们就登录卖家的支

付宝账户实施盗窃$杜亚运和高帅盗窃刘平现金
-

万元!他们

通过网络购买网络游戏点卡 !

再将这些点卡卖给专门收购点

卡的人来获取现金$

3

月
,+

日! 安徽省宣城市

宣州区检察院以盗窃罪将杜亚

运(高帅提起公诉$

%温柔点! 别拿电脑撒气$&

朱仁才伸手拔下
5

盘! 递给张

绍云! 声音柔和下来!%想想吧!

我不会长久为难你! 只此一次$

实话告诉你!我正在转行!今后

我再不会涉足毒品这个行业了$

就是这一次!也是我手下杜跛子

背着我干的$你知道!贩毒就跟

吸毒一样!暴利让人上瘾$&

张绍云仍不吱声$朱仁才走

上前拍拍其肩道'%这人嘛!凡胎

肉体的!谁没有过误入歧途的时

候*大家都心怀慈悲之心!都相

互打开方便之门!事情过去也就

过去了!何必非要搞得鱼死网破

呢*& 张绍云长叹一口气'%好

吧!张某今天就给你开一次方便

之门!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朱仁才笑了! 从衣兜里掏出钥

匙!递给张绍云'%给!老张!借用

一句你们公安的口号语! 这个(

这个-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

的人.!阿弥陀佛)&

他走了!防盗门在绍云眼前

啪哒关上$ 张局长伸手反锁房

门! 一跳八丈高地抢到卧室门

口!%小苗开门$&门刚开一条缝!

张绍云一头闯进去!里面传出女

人的惊叫'%老张放开我!你要干

什么++&%干什么*老子不仅要

看好自己的门!还要管好自己的

人)&

%啪啪啪++& 局长挥舞着

皮带!朝反绑吊在门框上的苗灵

芝屁股狠狠抽打$ 灵芝咬紧牙

关!一声不吭!泪水顺着脸颊往

下流 $局长累了 !住手了 !开腔

了'%叛徒!为什么不讨饶*&

%打吧!打死我吧!我对不起

你$&

%你以为我不敢*&局长抬手

又是一皮带!%我把你当自己老

婆对待!就差没扯证了!你却把

我害惨了!害死了++你++你

老实交代///为什么要这样*&

%迫不得已$&

%怎么个迫不得已///朱仁

才绑架你了!威胁你了!还是勒

索你了!嗯*&

%没有$ 但我做生意的钱是

他给的$&

%给两个臭钱! 你就被收买

了*&

灵芝不答$局长上前抓起她

头发!盯住其脸问'%说!你们怎

么开始的*&

灵芝说'%开始!他只是让我

在汤锅里放点粟壳!说这样味道

更好$后来!在酒楼棋牌室!他让

我销售
%

粉++再后来就是其

他毒品++他说这一行不这样

赚不了钱++&

%狗胆包天 ! 你就不怕警

察*&

%他让我跟了你! 他说有你

这个公安局长罩着! 就不会出

事$&

%他说他说!&局长松了抓头

发的手! 朝灵芝大腿狠抽一皮

带!%为几个臭钱! 你就那么听

话! 就不惜出卖曾经关心你(帮

助过你的人*&

%打吧!老张!我没有办法!

呜呜++&

%不许哭!继续交代)&

%你要我交代什么*&

%杜跛子以前你们认识*&

灵芝点头$

%他为什么要逃到你那儿躲

藏*&

%开始他觉得我那儿安全!

得知你要来后!他想通过绑架我

敲诈你一笔钱!然后远走高飞$&

%贩毒分子差钱吗* 就是差

钱!他为什么不找朱仁才要*&

%他来我这儿是朱总安排

的! 那天你只要放了杜跛子!他

们就抓住了你徇私枉法的把柄!

以后就能控制你$&

%你就配合演双簧* 演苦肉

计*&%啪)& 局长又狠抽一皮带$

灵芝身子痛苦地扭扭!讨饶'%老

张!我错了!对不起)&局长恼羞

成怒地喊'%不许认错! 继续交

代)&

%你问吧!我一定坦白!争取

宽大$&

局长想想'%嗯++你郑姨

住院的钱!怎么回事*&

%朱总给的!以我名义送的$

其实在仙灵阁我只是名义上的

经理! 真正幕后老板是朱总!一

切都得听他的$&

%明白!全明白了$车祸++

车祸也是你们精心安排的*&灵

芝点头$

局长皮带一扔!双手抓住头

蹲在地上'%妈的!我张绍云英名

一世!没想到在阴沟里翻船$&

苗灵芝抬起头'%老张!我已

经坦白了!放了我吧*&%不放)我

毁了! 就这么放了你! 我不解

恨$&%我会补偿你的$&%怎么补

偿*&%我们把结婚证领了吧!我

答应过郑姨替你生个儿子!把你

们张家香火续上$&听了这话!局

长慢慢抬起头!眼盯着面前这个

投降自己的女俘虏! 双膝一弯!

双臂上举'%老天爷!英雄难过美

人关! 老英雄更难过美人关!你

就原谅我一回吧!就一回$&

苗灵芝开着汽车顺街道飞

快行驶! 手机响了! 坐副驾位

的局长接' %哟! 朝辉支队长

++哈哈哈! 我很好! 他也很

好! 我们没把他当上级领导机

关干部对待++好的好的!-环

蜀破冰. 攻坚行动++欢迎欢

迎!我们一定全力配合搞好这次

行动++好好!再见)&

)除宋伯乾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