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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已离职，工资还在领

有人代劳签到
!

朱晔 黄敏

员工早已离职!每月工资却一分没少拿"贪婪的车间副经

理王红雷利用职务之便! 替离职员工打卡考勤! 并伪造考勤

表!假冒员工签名!冒领离职员工工资
!

万余元"

王红雷!山东人!初中文化!

!""#

年来到江苏常州一家大

型企业打工!从最底层一路摸爬滚打混到了中层!担任某车间

副经理!统管车间的生产与管理工作!包括员工的考勤"

!"$%

年
$

月!王红雷所在的车间新来了一个员工小刘!但

只干了
!&

多天!小刘就因个人原因离职了"因为走得急!没来

得及办离职手续! 小刘把工资卡和考勤卡都交给了车间副经

理同时又是老乡的王红雷!请他代为办理离职手续"

手握小刘两张卡!王红雷想到了钻企业的空子#企业根据

员工的考勤记录核发工资!而考勤机就放在车间里!整个车间

的考勤又是自己全权负责的!如果自己每天给小刘打卡!造成

小刘还在工作的假象!不就可以代小刘领工资了吗$

就这样!王红雷每天坚持给小刘打考勤卡!朝九晚五!一

天都没耽误"他还拉拢了小刘所在班组的班长高某!自己不在

厂里的时候!就请他代劳"

整个车间有百来号人!除了王红雷和高某!谁也没有发现

已经离职的小刘又重新出现在了考勤名单里" 由于该企业有

!&&&

多人!人事部也没有发现!每天朝九晚五签到的小刘!早

就回老家了"

!&$%

年
'

月起!小刘的工资继续每月如期下发!王红雷拿

着小刘的银行卡定期取走!并花销一空"他还请班长高某吃过

两顿饭!以示感谢"年底!人事部接到匿名举报!称王红雷在车

间%养&了一个人!遂案发"

经侦查!

!&$%

年
'

月至
$$

月间! 王红雷利用担任车间副经

理的职务之便!冒领离职员工工资!侵占单位财产共计
!

万余

元"案发后!悔不当初的王红雷

已将赃款全数退回" 经江苏省

常州市钟楼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

(

月
%

日!钟楼区法院一审以

职务侵占罪判处王红雷有期徒

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连载"四十三#

本栏目由文艺副刊部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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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中队
全书以柳城女子交警中队的一群女警的成长为主

线$描写她们在一年四季中不同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故

事从始至终让这群年轻的女警都处在极度的紧张状态

之中$但她们执着坚定$敢于担当$以自己的娇弱之躯

对抗残暴$她们热爱生活$爱岗敬业$敢爱敢恨%她们或

少年老成善于思考$或外表娇弱内心刚强$或风风火火

泼辣干练$ 或温婉可人感情丰富&&但她们又都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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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网

看来!这是景莉和她的女子

中队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肃问

题'

分发完食品!该怎么让这条

瘫痪的长龙舞动起来!最前面几

台大货车为什么开不动$这些问

题瞬间闪过头脑!景莉边发食物

边想把这个思路继续下去!却让

小伙子的话打断了"

%景队长!后面!你们那个最

漂亮的队员也堵在后面了'&

什么$俞丽茹'景莉心头一

紧!急忙寻找!终于在一台大货

车后发现了陈易鸣的那台黑大

奔"

%陈易鸣! 大冷的天你拉着

丽茹瞎折腾什么$& 景莉大声叫

喊着!十来天不见!她还真有些

想丽茹了"大奔点着火!发动机

匀称地低声吟唱着!景莉透过前

风挡仔细瞅了一会儿!发现只有

丽茹一人趴在方向盘上!似乎睡

着了"景莉用力捶了两下车门"

丽茹睡眼惺忪地抬起头!揉

揉眼睛! 不情愿地打开了车门"

见了浑身是雪!棉帽上结满霜的

景莉竟没认出来 ! 笑一下说 #

%嗨!哥们儿!你们终于来了!不

是我说你们!你们高速交警这速

度可不高啊!比我们可差远了'&

景莉强忍住笑!递上食品袋

压低嗓门说#%听说!这里有个漂

亮的孕妇需要重点救援!就是你

吧'&丽茹疑惑地接过食品袋!仔

细瞅一眼景莉终于认出来!一头

扑到景莉怀里说!%妈呀' 莉姐!

你们怎么来了!我还认为是高速

支队的人呢'&

丽茹高兴地搂着景莉蹦跳

了一会儿!又和早已乐翻的晓婷

诗梦等人拥抱!说你们几个死丫

头和莉姐一齐耍我'哎!一琳姐

和文静呢$她们没来$

%她俩上后面去了! 开警车

过去的!你可能没看见"&

%我刚才睡着了'快()&丽

茹说着!一阵寒风卷着雪花呛得

她赶紧闭上嘴!缓了一下!%快上

车!外面太冷了!这鬼天气'&

%你上车吧!好好歇着!我们

把食品给群众发下去'& 景莉替

丽茹打开车门!推她上车"丽茹

却就势脱下貂绒大衣甩到车里!

喊诗梦去车上给找来多功能服

和棉帽穿戴上!又从包里翻出一

双手套"说要是我一开始有这套

行头也许今天就不会堵了"

景莉问怎么回事$

丽茹面露不屑的神色!%嗨!

别提了!那简直就是一头怪鸟'&

丽茹竟也用了怪鸟这个词!景莉

就想起那个梗着脖的司机"%本

来两个人剐碰上了!两辆车损失

又不大!协商一下就得了!可两

个司机吵了半天也达不成协议"

我过去好一顿工作!后来一个司

机总算让步了!那个怪鸟说什么

也要报案! 非得让高速交警来!

高速交警问清情况后让他们自

行解决! 说这点小事派不了警

力" 最后他们总算协商好了!可

前面那一溜柴油大货车!油路全

都冻死趴了窝!才把这么多车堵

在这儿了"&

景莉说我这一路上百思不

解!这地方怎么能堵车$看来这

真不是天灾!完全是人祸"晓婷!

那怪鸟司机的证收了没$

%收了! 可我怕人家说咱们

执法主体))&晓婷担心着"

景莉说什么时候了!还顾这

些!再说他哪知道咱们是不是高

速交警$反正咱是交警!事后转

给高速大队让他们处理"

%对!就得狠狠地收拾!多可

气'&丽茹脚下一滑!隐些摔倒!

景莉急忙扶住!说陈易鸣心也真

够大! 让你一个人东跑西颠的"

丽茹说他去上海谈生意去了'这

几天雪下得闹心! 怪想你们的!

我就想回来看看!谁知道遇上这

么档子事!哎!莉姐!你们是怎么

接到警情的!我这手机一直打不

出去"

景莉说是厅指挥中心转来

的任务!这条路上的交警上午就

让厅长调到西面省际交界处去

了!那里拥堵得相当严重!厅长

正在坐镇指挥呢'

她们边逐台车依次向前发

放着食品!边亲密地谈论"呼啸

的风雪中有时要费很大劲才能

喊出声来!一会儿便累得丽茹气

喘吁吁" 晓婷说丽茹你别说话

了!歇歇吧'等回去咱再好好唠"

%回去!今晚还能回去吗$能

想法让这长蛇阵动起来就不错

了"&丽茹摘下手套!用手背抹抹

额头的汗!把棉帽往上推了推"

景莉一直紧张注意着丽茹

的一举一动!生怕一下滑倒摔坏

了"方才脱大衣时!她看丽茹苗

条的身材有些略微发福"%你那

个当妈妈的培训班结束了吗$&

%结束了!昨天结束的!是准妈妈

培训班'&

%你可小心脚下啊! 小宝宝

好像长得挺快!都有点显怀了'&

%没有吧! 我怎么没感觉出来'&

丽茹不好意思地笑笑!用手抚摸

一下腹部!轻柔得好像里面的孩

子真能感觉到她的轻柔"

此时!手持台里传来了一琳

的喊声#%莉姐!莉姐'你能听见

吗$能听见吗$&

%收到!请讲'&

%前面大客车上有一个婴

儿!需要奶粉'&

李师傅见三人神色慌张，连目的地都说不清，便多了个心眼，待他们说要去常州后，便远离
高速公路，驾车往国道驶去。国道上的治安查报站，民警按惯例将出城出租车拦下检查———

逃跑路上，劫匪遇到冷静司机
!

荆波 黄维萍

共谋抢劫 )大计*

!$

岁的江苏盐城小伙刘玉青

只有初中文化" 游手好闲的他心

比天高! 总想着能有一天发笔大

财! 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

年上半年! 他来到在江阴工作的

姐姐家! 天天上网打发时间" 偶

然的机会! 他加入一个
))

群!

发现里面的人都在谈论如何实施

抢劫* 盗窃* 绑架等犯罪行为的

话题! 还有好多人在群里发类似

%要发财的找我私聊& 之类的消

息" 看到这些! 刘玉青仿佛一下

子顿悟了! 要发财! 最快的办法

就是找个有钱人 %绑一票&! 可

自己只有一个人! 到哪去绑* 绑

谁$ 思来想去! 脑筋活络的刘玉

青开始忙活起来"

他先在几个群里学着别人发

了几条 %要赚钱的找我私聊& 之

类的信息! 然后坐等有相同 %志

向& 的人与他联系" 时间不长 !

就有几个人与刘玉青私聊起来 !

可别人一听他只有
!$

岁 ! 便失

去了合作兴趣" 终于! 远在四川

岳池的
!*

岁小伙杨明飞与刘玉

青建立了联系! 并答应到无锡来

与刘玉青一起开创 %事业&" 他

们口中所谓的 %事业&! 就是绑

架然后勒索的勾当"

刘玉青想到! 现在只有两个

人! 做事情不太方便! 于是想到

了自己的发小凌守荣" 凌守荣也

是盐城人! 今年
!%

岁 ! 接到刘

玉青的电话后! 正因与女朋友吵

翻心情烦躁的他便来到无锡! 想

与刘玉青等人一起 %搞钱&"

三人中虽然刘玉青年纪最

小! 可他脑袋转得最快! 鬼点子

一个接一个! 俨然成了这个小团

伙的 %军师&" 他提出了实施绑

架的一揽子计划# 最好找个有钱

的女的绑票 ! 风险小 + 要找辆

车! 方便实施作案+ 要在没有探

头的地方实施绑架! 防止被警察

抓到+ 拿到钱后要在没人的郊外

放人! 等等" 计划定好了! 可还

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 三

人中没有人会开车"

于是! 刘玉青又到群里找到

了远在河南信阳的李波" 李波只

有初中文化 ! 整天也是无所事

事! 看到群里有人邀请他一起发

财! 马上就买车票赶到了无锡 "

经过一番谋划! 四人一起来到苏

州准备一起 %发财&"

接连 )出师不利*

'

月
+#

日!

'

人来到刘玉青

比较熟悉的苏州市木渎镇! 用一

张假身份证在小旅馆开好房间 !

并在刘玉青的安排下分头购买了

帽子* 水果刀* 胶带* 手套等作

案工具! 然后就开始在木渎周围

的山上踩点! 寻找作案地点和对

象" 在山上找到一个隐蔽的树丛

后! 几个人便蹲在里面观察过往

的行人和车辆 " 哪知道时间不

长! 竟然发现有军车驶过! 这下

可把几个人吓破了胆! 连忙返回

了小旅馆"

首次行动便 %出师不利 & !

几个人又商量开了" 刘玉青提出

搞辆二手车! 方便行动和逃跑 "

几番了解下来! 最便宜的二手微

型面包车也要
%"""

元左右 ! 可

几个人逛了几天! 吃饭都快成了

问题! 实在没有钱买车" 于是他

们修改了计划! 改绑架为直接抢

劫车辆"

四人又来到苏州市塔园路和

灵岩街交叉口寻找目标" 这是个

丁字路口! 观察和逃跑都方便"

经过一番观察! 他们发现有一名

时髦女子开一辆红色奔驰跑车从

小区停车场离开! 遂商定等她回

小区停车时便动手" 哪知从晚上

+"

点多等到凌晨
!

点! 却再不见

红色奔驰车回来" 神经长时间高

度紧张的杨明飞再也忍不住了 !

%拉倒吧! 不干了&! 说完便扬长

而去"

再次 %出师不利 &! 还少了

一员 %大将&! 刘玉青他们只好

再次回到小旅馆商量对策" 几个

人在电话里好说歹说! 终于将杨

明飞劝了回来! 商定改天不管情

况如何一定动手"

'

月
+,

日晚
(

点多! 四人再

次来到上次的路口物色抢劫对

象" 可这次等了
!

个多小时! 却

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 等到夜里

+!

点多! 刘玉青害怕了! 借口肚

子饿要买东西吃! 脚底一抹油 !

溜之大吉了"

刘玉青走后不久! 本案被害

人童伟 !化名" 便出现在杨明飞

等人的视野中" 看到童伟下车锁

门! 恶向胆边生的李波便第一个

冲了上去! 一把掐住了童伟的脖

子 ! 杨明飞和凌守荣也冲上前

去" 逼童伟交出车钥匙后! 三人

连拖带拉将他塞进车里! 逼童伟

拿出
%"

万元 ! 否则小命不保 "

连续加了几天班的童伟哪见过这

阵势! 将身上的几千块全交给了

几名劫匪! 为求活命还把自己的

银行卡也交了出来"

%

名歹徒通

过取现* 转账等办法共劫得人民

币
+"

万元"

第一票就得了
+"

万元 ! 几

个人暗喜! 挟持着童伟连夜将车

开往无锡" 因路途不熟! 童伟只

得帮三人打开导航! 由李波将车

开到了无锡火车站"

逃亡路上 )翻船*

在无锡火车站! 三人用胶带

将童伟捆了个结实锁在车内! 搭

上李师傅的出租车准备逃跑"

李师傅见三人神色慌张! 连

目的地都说不清 ! 便多了个心

眼! 待他们说要去常州后! 便远

离高速公路! 驾车往国道驶去 "

李波见司机未上高速! 连声质问

李师傅! 李师傅很冷静! 不慌不

忙答道 %国道近! 还能帮你们省

几十块的过路费&" 见李师傅说

的在理! 几人便不再言语"

凌晨
*

点左右! 车行至
%+!

国道无锡山北治安查报站" 值班

民警按惯例将出城的出租车拦下

检查! 看到三人前言不搭后语 !

还有大量现金和刀具* 手套! 便

将三人扣下来继续询问"

正在这时! 民警接到了
++"

指挥中心的指令! 要求对涉嫌抢

劫的三名嫌疑人进行布控 " 原

来! 这边童伟挣扎着下了车! 立

即报了警" 正可谓多行不义必自

毙! 三人在查报站落入了法网"

刘玉青又到哪儿去了呢$ 原

来! 他因害怕离开作案地后! 连

夜逃至江阴并于
!

天后被警方抓

获" 被抓后! 刘玉青提出自己未

参与当晚的绑架行动! 应认定为

犯罪中止并从轻发落"

果真如此吗$ %刘玉青首先

提起犯意并在网络上纠集了原

本素不相识的其他几名被告人 !

提出了犯罪方案 ! 分配他人购

买作案工具 ! 其虽借故未参与

具体抢劫 ! 但并未有效制止其

他被告人的犯罪行为 ! 也未采

取措施防止共同犯罪结果的发

生 ! 其行为与其他被告人后续

的抢劫犯罪结果之间具有因果

关系 ! 应认定构成犯罪既遂 "&

办案检察官这样介绍"

,

月
+(

日! 江苏省无锡市北

塘区检察院以抢劫罪将刘玉青 *

李波* 杨明飞* 凌守荣向北塘区

法院提起公诉"

敲诈不成竟然报假案
!

徐波 王晓民

!"+'

年
-

月
%"

日上午 ! 一

名
%"

岁出头 * 穿戴花哨的妇女

到山东省昌邑市公安局报案" 她

自称魏爱玲!

!"+'

年
-

月
+(

日

晚上! 她在王勇才 !化名" 租房

处喝了王勇才提供的掺有春药和

安眠药的饮料后昏迷! 王勇才趁

其昏迷之机将她强奸"

-

月
!"

日

上午! 王勇才欲再次强奸时她醒

了!王勇才为防止她报警!采取打

耳光*语言威胁等手段将她控制"

直至
-

月
!+

日!她趁王勇才上班

之机才从其家中逃出来"

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 发现

本案疑点较多! 魏爱玲在王勇才

家住了两个晚上! 在这期间! 两

人一起打扑克 * 一起到朋友家

玩! 而且过了十天之后才报案 !

不符合常理" 调查中警方也了解

到! 今年
%+

岁的魏爱玲 ! 一直

没有正式职业! 因好吃懒做* 作

风轻浮与丈夫离婚后! 与许多男

人交往密切"

王勇才供述的与魏爱玲的陈

述也大相径庭" 他承认与魏爱玲

发生了关系! 但对强奸手段一概

否认#%我没有给她吃春药* 安眠

药!也没打她!更没有控制她的人

身自由!她是自愿留下的!发生关

系也是她自愿的"&

王勇才说! 他离婚后一直想

找个女人成家!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通过点歌台认识了点歌交友的

魏爱玲"见过两次面后!王勇才提

出想跟她谈对象!魏爱玲同意了"

-

月
+,

日傍晚! 王勇才和邻

居在打扑克"魏爱玲打电话!叫他

去接她!他开车把她接来后!一起

与邻居继续打扑克!一直打到晚上

++

点多!魏爱玲就在他家住下了"

-

月
!+

日傍晚
-

点多! 王勇

才下班回来!一个邻居对他说!魏

爱玲领着五个男的来找过他!这

五个人中有一个是魏爱玲的情

夫!当时对这个邻居说#王勇才真

大胆!我的女人也敢动"晚上
(

点

多钟! 王勇才在家对面的小饭馆

吃饭! 看见魏爱玲领着五个男的

又到他家去了!因为害怕!他没敢

回家"

第二天中午! 魏爱玲给王勇

才打电话! 说她以前的情夫孟立

璜知道了他们的事! 如果姓孟的

打电话来问这两天她是在哪里睡

的!就骗他说她是在邻居家睡的"

因为怕惹麻烦! 王勇才一连

几天躲着不敢回家"到了第六天晚

上!他来到哥哥家!和哥哥说起最

近被一个女的%熊&着了!她以前的

情夫孟立璜领着几个人到处找

他" 哥哥答应找中间人从中说合"

次日上午! 在工地干活的王

勇才接到哥哥电话! 对他说# 找

朋友联系上老孟了! 你赶快回来

商量商量" 双方见面后! 孟立璜

提出要
+

万块钱! 哥哥的朋友在

中间讲情" 经过讨价还价! 最后

降到
*"""

块 ! 王勇才请求他们

宽限他几天的时间准备! 孟立璜

就逼他写了欠条! 并开走他的车

作抵押"

当天晚上! 王勇才回到自己

家! 邻居问他事情处理得怎么样

了! 他就把被敲诈的事和邻居说

了! 邻居让他报警" 王勇才思前

想后! 第二天上午来到派出所报

案 ! 派出所让他给孟立璜打电

话! 就说他已经把钱准备好了 !

让孟立璜定地方送过去! 警方会

在现场布控" 孟立璜将交钱地点

定在一家饭店! 结果可能察觉有

异! 孟立璜等人没有出现"

-

月
!(

日下午! 魏爱玲给王

勇才打电话! 说他把她打伤了 !

要钱赔偿 " 王勇才不承认打过

她! 魏爱玲威胁他说! %你想把

事弄大 $ 弄大 就 把 你 ,弄 进

去-'&

-

月
%"

日上午! 魏爱玲到

公安机关报案! 出现了本文开头

的一幕"

民警根据王勇才提到的魏爱

玲曾多次给他发短信* 通电话这

个细节! 调取了相关证据! 发现

事发前后! 魏爱玲与王勇才和孟

立璜这两个男人有大量的手机通

话和手机短信! 许多发生在深夜

甚至凌晨" 其中! 魏爱玲发给王

勇才的短信内容中既有暧昧内

容! 又有恐吓内容"

案情水落石出! 在大量证据

面前! 魏爱玲* 孟立璜承认了敲

诈不成报假案的事实"

!"+'

年
,

月
!,

日 ! 山东昌邑市检察院以

诬告陷害罪* 敲诈勒索罪对魏爱

玲* 孟立璜批准逮捕"

琐事结仇怨，伺机行报复

三次纵火烧屋
!

陈志民 黄丽萍 喻宏

现年
%'

岁的郑小荣是福建省顺昌县某村村民! 其父在

本村经营着一家食杂店! 平常都是从乡政府门口梁某的食杂

店批发进货"

!"+"

年底! 郑父发现店铺里的一批可乐已过

期! 便与郑小荣一起去找梁某要求退换! 但梁某认为造成过

期的原因不在于自己! 不肯退换! 双方因此发生争执" 郑小

荣一气之下! 用可乐把梁某的货架给砸裂了"

退货不成令郑小荣觉得很没面子! 一直盘算着找时机教

训一下对方"

!"+!

年
+

月
!!

日是农历除夕! 当天凌晨! 郑

小荣带着事先买好的两升汽油窜到梁家食杂店! 将汽油往食

杂店大门上泼! 并把店铺门口的纸箱搬到门口的中间位置!

用火柴点燃" 看到整个食杂店烧起来了! 郑小荣才离开"

梁某夫妇当晚就住在食杂店里! 被大火惊醒后! 夫妇俩

在邻居们的帮助下奋力将火扑灭! 梁某在救火过程中从阁楼

跳下导致脚骨受伤 " 此次大火造成梁某食杂店经济损失

+-(+*

元" 第二天! 郑小荣特意路过梁某家食杂店! 因心虚

他不敢走太近看! 只是远远看见店铺被烧成黑黑的一片"

该案一直未能侦破! 让郑小荣一直逍遥法外! 这不禁让

他心存侥幸"

!""(

年! 郑小荣在本村村民郑某家做泥水工!

因工钱问题与对方产生纠纷! 郑小荣一直想找机会 %弄& 一

下郑某"

!"+'

年春节期间 ! 郑小荣几次路过郑某家门口 !

见他家门口堆放着柴火! 就想把它烧掉" 郑小荣准备了两桶

共约
+*

升的汽油! 伺机作案"

!

月
-

日凌晨
!

时许! 郑小

荣骑着摩托车携汽油来到郑某家门口! 将一桶汽油泼到柴火

堆上点燃" 随着火光冲天! 整个村子里的狗都叫了起来! 郑

小荣赶紧骑车跑了"

随后! 郑小荣来到梁某的食杂店! 再次纵火! 整个食杂

店一下子就都烧起来了! 他也没有看火烧得怎么样就骑车走

了" 因事先探得食杂店附近的邮政所门口有探头! 此次作案

他是戴着头套去的"

郑某家的火很快被扑灭! 没受什么损失! 而梁某的食杂

店则被烧得一片狼藉! 经济损失达
+*+'#

元! 为了灭火! 梁

某被大火烧成轻微伤"

!

月
++

日! 郑小荣被抓获归案" 经

福建省顺昌县检察院提起公诉!

(

月
*

日! 郑小荣被法院一

审以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

三人被抓获的治安查报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