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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伯有意说些让丁薇薇开

心的话!"薇薇# 你让乔婷带回来

的那只青花五龙梅瓶真是件难得

的好物件$一千万人民币$物有所

值%我像你这个年龄$眼力可没你

这么准$魄力也没你这么大& '

"还不是叔叔教诲有方&'丁

薇薇淡淡笑着$她也明白叔叔心

思$尤其他嘴里的"魄力'二字$

更似另有所指& 她索性把话挑

明$"叔叔$ 我这次去东江才知

道$ 依娜对我们隐瞒了很多事

情$她说的那个秦海涛$就是黄

元昌的外孙( 黄敬业的外甥$大

陆警方怀疑他与依娜合伙走私

文物$已列为大案& 幸亏我那个

老战友在东江港主政$我在铜佛

寺碰巧遇上此人$ 否则的话$贸

然和他接触$后果可就严重了)'

"哦$有这事* '丁伯浓白的

双眉紧锁起来$+依娜在大陆做

过文物走私的勾当$这可出乎我

们意料& '

丁 薇 薇 也 是 双 眉 紧 锁 !

"依娜真要是在大陆走私过文

物$ 事情倒简单了& 我调查过

了 $ 依娜也好 $ 秦海涛也好 $

还有琊山煤矿一个叫赵达夫的

副矿长,,' 说到这里$ 丁薇

薇有意顿了顿$ 看看叔叔的反

应$ 见叔叔面沉如水$ 才又继

续说$ "他们几个都没有做过

文物方面的生意$ 大陆警方又

是基于什么怀疑他们走私文物

呢*'

丁 伯 沉 吟 着 ! " 薇 薇 $

看来问题有可能出在依娜身

上,,'

丁薇薇点头道! "我也是

这么想$ 裕泰号出事后$ 依娜

先到的云南$ 然后绕道缅甸去

的香港$ 其间依娜去过黄敬业

的古玩店$ 我怀疑依娜是在黄

敬业的古玩店暴露身份的&'

丁伯摇摇头! "裕泰号不

过是一起撞船事故$ 大陆警方

绝无可能出现在云南&'

丁薇薇道!"当然不可能是

大陆警方发现的依娜$也不可能

是东江港或琊山煤矿的什么人

在云南看到过她$裕泰号是一艘

渡轮$ 船上五湖四海哪里人都

有$我翻来覆去琢磨$只有一种

可能$就是裕泰号上的某个幸存

者$在黄敬业的古玩店里看见了

依娜$ 将消息反馈给东江港$我

那个当了多年公安局长的老战

友$由此逆推出依娜和秦海涛合

伙走私文物& '

"嗯 $ 你分析得有道理 & '

丁伯沉思着点点头 $ "薇薇 $

你考虑过没有$ 能把这个消息

反馈给东江港的人$ 恐怕不是

裕泰号上一个简简单单的幸存

者$ 也许是和你那个老战友很

熟悉的一个人&'

丁薇薇和叔叔碰了下酒杯$

轻轻吁了口气! "这个人是谁$

我大体已经有数&' 在东江和卢

茜闲聊时$ 她知道了刘希娅的

事情$ 也得知她曾到云南丽江

旅游$ 心中已有了判断$ 就转

移了一个话题$ 目光直视叔叔

道$ "裕泰号沉船死人太多了$

我是真心无法承受$ 我原本安

排依娜上十点钟那趟船$ 她为

什么上了裕泰号* 裕泰号就一

层薄铁皮$ 经得住撞吗* 叔叔$

我忍了很久了 $ 恕侄女无礼 $

您为什么要瞒着我这么操作*'

裕泰号船沉人亡几天之后$

丁薇薇才偶然从 -东江日报 .

得知& 她问过依娜$ 确认是计

划改变酿成的惨剧$ 心中十分

痛苦纠结$ 丁薇薇知道必是叔

叔操刀$ 几次要去质问$ 或因

生意缠身$ 或怕叔叔震怒$ 都

没有能张嘴&

丁伯这一刻显得格外苍老$

他手哆嗦着$ 将杯中酒一饮而

尽$ 重重地叹了口气! +薇薇$

你怎么就不明白叔叔的心* 叔

叔十五岁从军$ 战场上杀人无

数$ 人头落地$ 眼也不会眨一

下$ 老啦老啦$ 身上就是再背

几条人命$ 也无所谓了$ 叔叔

这么做$ 就是为了不让你手上

沾血& 薇薇你听好了$ 裕泰号

沉船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将来

不论发生什么事$ 都是叔叔和

依娜担待&'

丁薇薇心头一震 $ 拿过叔

叔酒杯 $ 无言地为他斟上酒 $

沉默了许久才又说 ! +叔叔 $

你以为你这么做就能让侄女安

心吗* 在东江的时候$ 我想到

铜佛寺拜一拜 $ 有个姑娘说 $

拜佛一事$ 心里有个善字就够

了$ 我佛慈悲$ 万善同归& 我

听了这话如同万箭穿心$ 将来

即使皈依佛门$ 也洗不清这一

身罪孽&'

丁薇薇吐露的是肺腑之语$

对丁伯而言 $ 却如东风马耳 $

他面寒如冰 $ 说道 ! +薇薇 $

叔叔是一介武夫$ 佛门之事一

无所知 $ 不过打了半辈子仗 $

让叔叔明白了一个道理$ 佛说

不如人说$ 若要成事$ 就得横

下一条心$ 人挡杀人$ 佛挡杀

佛& 大恶大善做到极致$ 便是

殊途同归&'

江 河 水
$江河水%是一部长达七十三万言的鸿篇巨制&他以

东江港的改革为主线&以一起文物走私商业间谍案为副

线&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呼唤着

时下文学作品中久违的英雄情结' 整部作品构思缜密&

气势恢宏'全书以名曲(江河水)穿插其间&犹如一部感

人至深的交响乐&分为四个乐章!沉船*开工*抗命*起

飞&由于篇幅所限&特选取第四部+起飞)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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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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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赃不公着了急，电话报警想报复

自己也搭进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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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孔金自从小学毕业后就混迹社会$靠小偷小摸日

子过得优哉$自从
#$!%

年初夏结识了+扫帚星'刘宇$他的好

日子算到头了&孔金在早餐摊与同坐一桌就餐的刘宇相识&刘

宇只比孔金大几个月$都是
&$

岁不到的小伙子$几句话功夫$

两人便熟络起来$称兄道弟一起去了网吧&

没过几天$两人手里的钱见了底$便琢磨+弄钱'&两人先

是尾随了三名妙龄女郎$ 没想到女孩们都挑路灯明亮的大路

走$不好下手&其中一名警惕性高的女孩子发现不对劲儿$一

声尖叫$深夜尖利的声音反而吓了孔(刘一跳$两人做贼心虚

夺路而逃&

'

月
(

日晚上
)&

点左右$两人决定这次一定要得手$一雪

前耻&这次他们发现了一名醉倒在
*+,

门前路边的醉汉&两人

上前推推醉汉$不见反应$便大起胆子以自己手机忘带$想借用

手机$与醉汉搭话&谁知交谈几句后$醉汉清醒了不少$站起身招

了一辆出租车$一边挥手跟二人道别$一边转身上车走人,,

二人屡屡失手$孔金觉得刘宇真是个+扫帚星'&孔金对刘

宇嫌恶极了$决定踹开他单干&这回孔金顺利得手!他在一家

医院后院的某间办公室偷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三盒好烟$

案后经鉴定电脑价值
##"'

元$香烟价值
#"

元$共计
#-#%

元&

孔金跑到刘宇跟前炫耀$刘宇艳羡不已$央求孔金+吃完肉

别忘了给兄弟分点汤喝喝'&孔金爽快答应$领着刘宇一起去变

卖笔记本电脑&不知是否刘宇的+扫帚星'再次+显灵'$本来价

值
#...

多(八成新的笔记本电脑$只卖出
)'.

元的低价&孔金

内心窝火$刘宇偏偏不知趣要求平分&孔金当即火起$与刘宇大

吵一架$各奔东西&刘宇自觉吃亏$报复心起$一个电话报了警$

没想到把自己也搭了进去&

#.)%

年
))

月
#'

日$经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检察院提起

公诉$ 法院以盗窃罪和抢夺罪

两罪并罚$ 判处孔金有期徒刑

十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

元/ 以抢夺罪和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罪两罪并罚$ 判处刘宇有

期徒刑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

币
-...

元&

他自称房地产老板，与市政法委书记有交情，保证让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嫌犯保住
公职，恢复人身自由———

50万“摆平”公检法？
!

刘潮杰 王克 黄金美

捞人心切& 遇上 +能人)

#..(

年
/

月$ 河南省淅川县

某局副局长李景春涉嫌贪污( 受

贿犯罪被该县检察院立案侦查 &

为逃避打击$ 其家属四处找关系

活动&

#..0

年
-

月底$ 李景春侄女

李雪花的亲戚介绍说$ 他的朋友

认识一个叫田文献的南阳人$ 很

有能耐$ 能给李景春案帮上忙&

不久$ 李雪花和李景春的妻子王

小燕( 哥哥李某他们相约与田文

献见面& 经过一番交流后$ 身为

南阳市某局普通职工的田文献夸

口道! +我是开发房地产的$ 和

南阳市政法委书记关系很铁$ 我

先问问李景春的案子能不能办 $

随后与你们联系$ 你们先回家准

备钱$ 如果事情能办的话大约需

要几十万&'

三天后$ 田文献向李景春家

属打电话称! +我已经和领导说

了$ 能保住李景春公职$ 最低恢

复人身自由$ 但活动关系需要
'.

万元$ 你们尽快准备钱&'

#..0

年
%

月
)0

日 $ 急不可

耐的田文献亲自驾车赶到淅川李

景春家$ 面对李景春的妻子( 侄

女( 哥哥三人信誓旦旦$ 他已经

联系好关系了$ 能保住李景春的

公职$ 最低也能让他不被追究责

任& 对田文献活动成这样的+结

果 '$ 李景春的家人非常满意 &

于是$ 王小燕同意先向田文献的

银行账户上打入
#'

万元 $ 并许

诺尽快筹集剩余的
#'

万元 & 田

文献为取得李家人的信任$ 又给

王小燕打了 +借据'& 因借据没

有写明钱的具体用途$ 王小燕要

求田文献写一个补充说明& 田文

献极不情愿地写了一个把钱用于

李景春案的活动$ 并保住李景春

的公职或获得自由$ 及事成后撕

毁借条两清等内容的说明$ 随即

溜之大吉&

此后$ 田文献又不断打电话

向王小燕 催 要 另 外
#'

万 元 &

#..0

年
'

月
'

日$ 田文献再次赶

到李家拿钱& 田文献又写了第二

张为李景春案活动借
#'

万元

+借据'& 就这样$ 田文献轻松骗

走了李景春家属
'.

万元&

判决送达& 警醒家属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王小燕

度日如年& 毕竟$

'.

万元不是个

小数目$ 又对田文献了解甚少 $

同时担心丈夫能否如愿& 为此 $

她急火攻心住进了医院 & 出院

后$ 她就向田文献询问李景春案

件的活动情况$ 以便掌握活动进

展&

+我正在活动关系 $ 你们不

要操心$ 等候结果就行&' 田文

献总是重复着让人放心的承诺 $

时间久了$ 王小燕也心生麻木&

#..0

年
"

月
##

日 $ 淅川县

法院一审判决书生效送达$ 李景

春因犯贪污罪和受贿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十四年的判决结果令李的

家人面面相觑$ 王小燕也气得当

场晕了过去& 当她苏醒后$ 仍然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再次拿起

判决书$ 反复确认判决结果$ 而

后放声大哭$ 嘴里还不断重复着$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哪,,'

随即瘫倒在沙发上&

+大姐 $ 你放心 $ 我还在继

续活动 $ 结果一定让你满意 &'

面对王小燕的质疑$ 田文献仍在

撒谎&

随后$ 王小燕和家人多次赶

到南阳$ 向田文献要钱$ 都无功

而返&

#.."

年
'

月 $ 田文献在急

促的催要声中不得不退还给王

小燕
)'

万元 &

(

月又退还了
).

万元 & 此后 $ 王小燕再没要来

一分钱&

#.)#

年年底$ +聪明' 的田

文献使出了新花招$ 企图毁掉诈

骗的所有罪证& 于是$ 他主动与

王小燕联系说! +现在我手头确

实没钱$ 实在退不了$ 不行这样

吧$ 除
#'

万元外$ 我按
'.

万元

的总数支付二分月息$ 有钱了一

次性还本付息&' 面对诱惑$ 王

小燕再一次犯了糊涂$ 又相信了

田文献的谎言$ 主动把田文献此

前所写的两份 +借据' 和一份说

明原件交给了他$ 拿回了一张
'.

万元的借条&

#.)%

年
)

月
#(

日$

王小燕找到了田文献$ 又换回了

一张本息共计
(%

万元的新借据&

#.)%

年
(

月
#)

日 $ 如梦初

醒的王小燕感到田文献是在耍

赖$ 就以田文献涉嫌诈骗罪向公

安机关报案& 淅川县公安局民警

在听取王小燕的陈述$ 审查王小

燕提供的 +借据' 后$ 认为这是

一起民事纠纷案件$ 未予立案侦

查&

立案监督& 骗子落网

#.)%

年
(

月
#(

日 $ 王小燕

因无力追回巨款$ 无奈走进了淅

川县检察院控申接待大厅&

淅川县检察院侦监局随即对

王小燕的信访件开展调查$ 同时

调阅公安机关的调查材料& 经过

严格的审查$ 检察官们确认了王

小燕花钱捞人的基本事实$ 而田

文献涉嫌诈骗犯罪所写的两份

+借据' 和一份说明原件等关键

证据丢失 $ 仅保留了两份 +借

据' 和一份说明的复印件& 但相

关证人的证言构成了证据链条 $

田文献涉嫌诈骗犯罪的基本事实

清楚&

淅川县检察院启动立案监督

程序$ 一面向上级院侦监部门汇

报$ 寻求法律指导/ 一面要求公

安机关进一步调查取证/ 同时对

两份 +借据' 和一份说明复印件

进行笔迹鉴定 &

0

月
)"

日 $ 淅

川县检察院向淅川县公安局发出

了 -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

书.&

"

月
-

日$ 淅川县公安局对

田文献依法传唤& 不出办案人员

所料$ 田文献只承认 +借' 王小

燕
'.

万元做生意 $ 但拒不承认

诈骗 & 对此 $ 公安民警早有准

备$ +一个陌生人会把
'.

万元

巨款借给你做生意吗* 天下有这

样的好事 *' 田文献无言以对 &

当民警把南阳市检察院确认两份

+借据 ' 和一份说明系田文献一

人所写的司法鉴定书拿到他的面

前时$ 他顿时傻了眼$ 不得不供

述了自己的犯罪经过&

原来$ 田文献从南阳市某局

内退后$ 经营了一家网络公司 $

但缺乏资金& 一次饭局上$ 一个

朋友随口说$ 淅川有个叫李景春

的因贪污正找人活动& 他当即表

白$ 自己与市政法委书记很铁 $

办这事不是问题 & 于是 $ +借

钱' 摆平公检法$ 让李景春保住

公职( 最低恢复自由的故事开始

登场了&

据田文献供述$ 他与市政法

委书记根本不认识$ 在整个 +拿

钱活动捞人' 的过程中$ 他仅仅

给南阳市中级法院的一个朋友通

过一个电话$ 问问这个案件能不

能办$ 被朋友 +办不了' 一口回

绝$ 为此事没花过一分钱&

#.)%

年
).

月
#.

日$ 淅川县

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田文献批

准逮捕&

))

月
#(

日$ 淅川县检

察院以诈骗罪对田文献提起公

诉$ 淅川县法院目前已对该案进

行了公开审理$ 将择日宣判&

!本文除田文献外均为化名"

假冒僧人来游说，谎称修庙骗钱财

“僧人”诈骗落网
!

本报通讯员 郝雪强 谷会娟 梁艳

现年
%'

岁的赵建是山东省冠县人$ 以经营寺庙用品为

业& 河北省邯郸市有一个金佛寺$ 远近闻名$ 香火很盛$ 赵

建经常到金佛寺来卖香和供品$ 生意不错& 赵建逐渐深得金

佛寺方丈的信任$ 方丈还给他取了法号& 赵建摇身一变成了

+僧人'$ 还对外宣称自己是金佛寺的 +主管'&

在邯郸市磁县东陆村有一个青马寺$ 相传是明代修建

的$ 因年久失修$ 寺庙破旧$ 村里人一直想把它重新修缮&

赵建听说此事后$ 就想把修缮青马寺的工程揽下来$ 趁机

+赚点钱'& 他来到东陆村$ 向村民宣称自己是金佛寺的 +主

管' 僧人$ 愿意将青马寺重新修缮$ 以后金佛寺和青马寺结

为友好寺庙$ 村民可以非常方便地到金佛寺进香& 经过赵建

的不懈游说$ 村民们相信了赵建&

#.)-

年
0

月$ 东陆村村

委会和赵建签订了工程承包合同&

拿到承包合同$ 赵建私刻了青马寺的印章$ 还找朋友仿

照金佛寺的样式绘制了青马寺修缮后的效果图$ 然后开始寻

找施工队& 一家古建筑施工公司的周经理找到赵建$ 表示愿

意承揽青马寺的修缮工程& 接下来$ 赵建便以各种名义向周

经理索要钱财( 好处费共计
'

万余元& 周经理一直在询问赵

建何时开工$ 赵建总以各种理由推托& 眼看三个月过去了$

无奈之下$ 周经理来到青马寺看看究竟$ 结果发现一家工程

队正在青马寺施工$ 周经理知道被骗了$ 立即向公安机关报

案&

#.)%

年
%

月
'

日$ 赵建被公安民警抓获&

原来$ 赵建在和东陆村委会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后$ 曾向

主管寺庙的县宗教事务管理局递交了重修青马寺的申请$ 但

是没有通过审批& 而此时赵建与村委会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

已经到期$ 村委会看到赵建的修庙审批得不到通过$ 就与另

外一家通过审批的施工队签订了施工合同& 但是为能得到好

处费$ 赵建故意隐瞒事实$ 骗取了周经理的信任&

经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

年
).

月

#(

日$ 赵建被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罚金
#

万元&

从知名企业家到诈骗犯
!

本报记者 卢金增

通讯员 赵敏 田园 杨敏

他叫满增志$

)"/#

年
-

月出

生$ 山东省德州市满庄村的当家

人(巨嘴鸟企业带头人$曾先后被

授予 +山东省粮油企业家'+德州

市劳动模范'+德州市十大杰出青

年'+民营企业先进个人' 等荣誉

称号&

他多年来带领满庄村大力发

展农村经济$ 村容村貌发生了较

大改变&他白手起家$创办了山东

德州巨嘴鸟工贸有限公司$ 净资

产达
/

个亿$ 在当地具有极高品

牌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

就是这样一个头顶无数光环

的知名企业家$ 却因经营不善导

致公司资不抵债$ 不得不依靠银

行贷款艰难维持生计$ 后来又紧

紧抓住粮农小麦款最后一根稻

草$最终把自己送入深渊,,

)"".

年初春$ 满增志被选举

为满庄村党支部书记$ 他带领全

村人办起了棉花粗加工小企业 $

村里人初次品尝了富裕的喜悦 &

之后$ 他将经营的目光转向粮食

加工业$

)""(

年成立了环泰面粉

厂$由于精心经营$面粉厂实现了

当年投资当年见效的成绩$ 还清

了贷款&

#...

年$ 环泰面粉厂正式更

名为巨嘴鸟工贸有限公司&

经过
/

年艰苦创业$ 公司发

展成为日产面粉
0..

吨的大型企

业$先后荣获+中国名牌产品'+农

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山

东省消费者满意单位'等称号&

对土地的深情使满增志从小

立志$ 要让村里乡亲们都过上好

日子&

他出资
/.

万元打造了深水

井工程$修建了下水道$解决了周

边
)/

个村庄
-...

多人的饮水问

题/ 为本村及周边三个村庄修建

了长达
'

公里的柏油路/ 每年向

村里
(.

岁以上的老人发放养老

金$村民生活质量显著改善$道路

交通(社会保障都得到长足发展&

他还热心公益事业$ 带领全

体职工为南方雪灾(汶川地震(青

海玉树地震积极捐款
/.

万元&

提起他$ 十里八乡的百姓无

不交口称赞&

但是$ 满增志的公司却步履

艰难&因为生产线开工不足$毛利

率偏低$

#../

年以来$满增志的公

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

年
-

月$迫于经营压力$

满增志将公司旗下的江口生物有

限公司转让给他人$ 亏损达
0...

万元&

此时$ 巨嘴鸟工贸有限公司

债务已超过自有资产$ 资金链全

靠银行贷款维系&

粮食市场不景气导致公司经

营状况继续恶化$ 满增志以拆东

补西的方式$从一家银行借贷$用

于归还上一笔银行贷款$ 填补资

金漏洞 &到
#.)%

年
'

月 $公司欠

多家银行贷款达
'...

余万元&

#.)%

年
/

月$ 又到小麦收获

的季节$ 满增志像往年一样大量

收购周边粮农小麦$发放储粮证$

声称村民随时都可以拿储粮证来

公司兑换钱款或面粉&

因不用自己储存粮食$ 价格

随行就市$也可随时提取面粉$村

民感觉很划算$纷纷上交粮食&

同年
(

月$ 部分银行贷款到

期$公司账户上已无可用资金&满

增志无计可施$ 只得将粮农上交

的小麦生产成面粉销售$ 所得款

项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而先

前对粮农承诺兑现的小麦款不得

不一再拖欠&

此时的巨嘴鸟公司已经内忧

外患$危机重重&

0

月底$ 巨嘴鸟公司职工集

体到辖区政府上访$ 并拦截交通

主干道$ 强烈要求公司归还所欠

三个月的工资&

银行随即将该公司列入不良

信用黑名单$停止下发贷款$公司

资金链骤然断裂&

粮农获悉上访的消息后 $纷

纷赶来要求公司结清小麦款&

满增志见事情露出马脚 $便

将实情和盘托出&

粮农这才得知$ 公司账户已

无可用资金$濒临绝境&小麦款追

讨无门$辛苦钱血本无归$粮农们

欲哭无泪&

"

月中旬$巨嘴鸟工贸有限公

司宣告破产&

经清算$ 满增志亏欠粮农小

麦款共计
)...

余万元$同时还先

后三次伪造购销合同向银行骗取

贷款共计
)-..

余万元&

))

月
#.

日$德州市德城区检

察院以涉嫌合同诈骗罪( 骗取贷

款罪将满增志依法批准逮捕&

曾经风光无限( 身家过亿的

知名企业家$ 如今却落得个一无

所有(锒铛入狱的可悲下场$着实

令人唏嘘& 如果当初意识到危机

时他能及时悬崖勒马$ 可能会是

另外一种故事结局&

田文献正在接受审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