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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拍案

姚贝娜离世，与你我的关系

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

世界著名的格林尼治天文台 "

建于
!"#$

年"位于英国伦敦市东南

郊的格林尼治小镇! 格林尼治天文

台的天文学家们" 涉历几个世纪的

风雨沧桑" 一代接一代地坚守专业

领域"为全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作出

了卓越的贡献!

当英国女王参观格林尼治天文

台" 得知天文台长# 天文学家詹姆

斯$布拉德莱的薪金级别很低时"极

为诧异"表示一定要提高他的薪金!

布拉德莱甚是不安" 恳求女王千万

别这样做" 他说%&这个职位一旦可

以带来大量收入"那么"以后到这个

职位上来的 " 将不再是天文学家

了!'

布拉德莱台长深知世俗的力

量"他作出的唯一选择"便是远离!

他身上散发出一种凛然的高贵"值

得我们尊重和记忆!

假如一位选秀歌手" 身上也显

现这种令人尊敬的气息和受人崇拜

的高贵"我们是不是值得祭奠(

这些天" 围绕歌手姚贝娜的离

世"有了太多的思考和争论!这是好

事"我觉得这比起她刚一离世"微博

及微信朋友圈刷屏般的追忆# 上图

和无病呻吟般的悼念" 要深刻了许

多!

%&

岁的才气女孩" 病魔就无情

地夺走了她年轻的生命" 所有人都

为之惋惜!她同病魔笑着抗争"她所

展现的音乐才华"她热衷于慈善"死

后捐献眼角膜" 生前作为抗击乳腺

癌的粉红丝带大使" 她的性格乐观

向上传递正能量等等" 处处透着这

个时代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尚和尊

崇"所以"我决不否定大家对姚贝娜

的思念!但我也不想看到"在朋友圈

等新的社交工具越来越淡化议题设

置和头脑思考的情况下" 我们仍无

法清醒地被推着用手指来表达没有

经过过滤的原始情感! 我们在关注

姚贝娜时" 很多时候仅仅是因为我

想要关注" 而究竟我们又该关注什

么呢(

恐怕很多媒体在争分夺秒抢头

条的过程中也忘了该如何关注姚贝

娜之殇!为了抢独家"深圳晚报三位

记者伪装成姚贝娜主治大夫的助

手" 进入临时手术室拍摄眼角膜手

术过程"这种&狗仔'行径"迅速引发

一片声讨!人们前
'(

分钟还在网上

为姚贝娜献花"搜歌"摆蜡烛"后
'(

分钟已经开始站在泛道德的高地挥

舞起情绪主义大棒痛骂记者! 这也

是我为什么刚才所说很为一部分人

担忧的原因" 当一个社会环境下的

人们开始不用大脑思考改用手指判

断时"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当然" 我们的确有必要对姚贝

娜事件中的媒体作为进行反思!作

为&铁肩担道义'的望者"新闻记

者肩负着特殊的社会责任! 记者在

做出职业行为的每一瞬间" 不可能

不去考虑严守法律法规" 遵从公序

良俗的原则! 即便面对的是公众人

物"也需要坚守底线"在满足公众知

情权与保护个人隐私之间" 权衡取

舍! 不是任何事情都能够以新闻的

名义"去寻找到&合法性'!

也是在上周" 一篇关于网络歌

手庞麦郎的报道" 同样引来关于媒

体伦理的争议! 这篇报道中精心选

择的细节#主观主义的描述"让很多

人认为其中隐含了记者浓烈的个人

判断"进而讨论何为客观中立!我看

过这篇报道后的感觉是" 媒体做的

该是引导大众思考" 为何这个时代

能把&不可能'的庞麦郎推到聚光灯

下" 而不是用八卦心态和冷嘲热讽

的笔法来评说他的&神曲'是不是好

听!在这一点上"媒体抱持更多的应

该是&理解之同情'"而不是消费他

人苦难背后的荒诞!

诚然" 媒体在采访报道中出现

了问题"该批评就批评"该道歉就道

歉
)

该改正要改正" 但是言论有理

性"批评有原则 "如果将批评泛化
)

将问题上升到整个媒体圈" 把记者

一棍子打死" 这又是不是整个社会

所愿见到的损失呢(

说回姚贝娜"一个现代#开放的

社会" 我们不能强求舆论按照规定

动作为某人的逝去给予特殊的关注

与缅怀!但围观的人"请让你的论调

远离世俗" 安静点" 给高贵者以高

贵"这应该还是能做到的吧!

他第一次收受贿赂时，顾虑重重，决心不再如此，自此他清廉了五年；临近退休，他渐渐忘却自己的
决心，想有个风光的晚年，结果却是———

在监狱“养老”
!

江 舟 姜 斌

自己的下属与技术员合谋 !向

工程队老板索贿百余万元! 再通过

虚增工程量补偿老板损失! 致使国

家项目资金被骗数百万元" 该案案

发后! 主管副县长杨运朝被检察机

关以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审讯中!

杨运朝受贿
#(*+

万元的犯罪事实

被发现"

此案由海南省保亭县检察院提

起公诉!

,-!.

年
'-

月
/

日! 保亭县

法院以杨运朝犯受贿罪! 判处有期

徒刑十年零六个月!犯玩忽职守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

下属索贿百余万

虚增工程补老板

,-''

年初!海南省陵水县农业

综合开发广进洋农田整治工程开始

兴建!所需项目资金
'"--

余万元均

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拨款" 为保障工

程完成进度及质量! 该县专门成立

了工作领导小组! 并设办公室在县

农综办! 由农综办主任王朝山负责

全部工作!农综办技术员杨国崇负

责前线监督及工程验收等工作"

该项目最终有
(

家工程公司中

标!工程队老板王承雄#林尤良!云昌

海成为工程实际承包人"

,-''

年
''

月!该农业工程项目开始施工!本为

惠及群众的民生工程!但却被王朝山

和杨国崇用来捞钱"

王朝山说$%按规矩!我们是管工

程的!有发言权!可以刁难老板"&他让

杨国崇去向老板们收钱! 杨国崇知道

这是受贿的违法犯罪行为! 但仍然按

照要求! 积极地联系各施工队老板收

取钱财!并将收到的钱交给王朝山"

检察机关查明王朝山向工程队老

板索贿
',,0+

万元! 杨国崇参与索贿

''"0+

万元)王朝山#杨国崇另案处理*!

工程尚未完工他们便向工程队

老板们收了
',-

余万元! 并且都是

自己索要的! 所以他们很担心个别

老板会说出去!给自己带来麻烦"他

们极力思考如何让这些老板们不乱

说话!王朝山反复思忖了好几天后!

有了一个好办法$虚增工程量'通过

虚增工程量的方法来补偿老板的经

济损失不就可以了( 这样便不欠老

板人情! 并且这些老板还会感激他

们!多给的钱!老板们早晚有一天会

还给他们的" 他立即安排杨国崇按

照他的思路去操作"

但工程完工后需要交付验收 !

虚增工程量后就会存在工程表格造

假等问题"尽管如此!王朝山和杨国

崇在各工程验收总表上都签上了自

己的大名!加盖了农综办的公章"

上级审计有差额

骗领国资露马脚

工程结算审计的顺利通过使王

朝山#杨国崇觉得可以高枕无忧时!

海南省审计厅决定对全省重点项目

工程开始审计! 陵水县广进洋项目

工程自然也在审计之列"

审计很快有了结果 $ 陵水县

,-''

年广进洋农田整治项目拨付财

政资金共计
'+//0((

万元!广进洋农

业综合开发项目的工程造价是

'"-'0("

万元!差额为
,##0#.

万元"

这一结果引起了海南省审计厅

的高度警觉! 超出工程造价的
,##

万余元去哪儿了( 这个项目极可能

存在滥用职权或贪挪之类的问题"

,-'.

年
&

月! 审计厅将这份审计报

告移送海南省检察院"

,-'.

年
&

月
'&

日!海南省检察

院指定陵水县检察院查办此线索"

办案人员在查办该线索时发现!结

算审计核实确认书由杨运朝签字通

过! 虚增工程量套取工程款
,##

万

余元才得以实现"

这一切与杨运朝脱不了干系"

&

月
,.

日!杨运朝因涉嫌玩忽职守罪

被立案侦查!

.

月
'

日!经检察机关

批准!对其执行逮捕"

到案后!杨运朝立即被提审!但

他供述自己负责该项目时没有考虑

到可能存在弄虚作假的事情! 自己

主要关注工程质量问题! 对审计等

问题自以为有专门的审计部门!所

以疏于防范了" 他承认自己在该项

目中存在失职行为! 愿意为国家财

政资金
,##

万余元的损失承担自己

应有的责任"

旁敲侧击细讯问

渎职牵出受贿案

王朝山# 杨国崇的所作所为难

道杨运朝真的一无所知( 办案干警

再次赶往看守所提审了王朝山"这

次办案干警们得到了一个意料之中

的消息! 王朝山说自己向工程老板

要钱之前都会向杨运朝汇报! 他点

头同意了自己才会去做"

王朝山的这句话表明! 杨运朝

对虚报工程量套取国家资金一事是

知晓的"但办案干警们却疑惑起来"

虚报工程量! 杨运朝自己并没有与

王朝山# 杨国崇一起向那些老板索

贿! 那他为什么甘愿将自己置于如

此危险的境地( 他为什么愿意为他

们%背黑锅&(%这其中可能还大有文

章&!办案干警思忖道"

答案或许只有杨运朝自己知

道!再次提审他"

办案人员明确地说道$%根据我

们掌握的情况!你绝不只是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的问题!工程队老板!难道

只给王朝山#杨国崇钱(你就没有收

过老板的钱( 不如实彻底交代问题!

认罪态度不好有什么后果你应该清

楚"&对面的杨运朝开始坐立不安"

杨运朝的焦躁举动被办案干警

发现后!他们立即趁热打铁$%不要忘

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那句古

语!你的所作所为!真的天衣无缝(&

没想到这些话起到了作用 !杨

运朝开始交代了一切"

,--#

年! 杨运朝刚担任陵水县

副县长时!就有一个琼海工程队的老

板云某结识了他! 在春节前的一天!

云某将杨运朝约到一家茶馆喝茶!并

往他口袋里塞了
'

万元"当时云某说

道$%春节快到了!你们当领导的春节

开销大!我先表个心意!往后有工程

上的事!你想着我就行了"&

杨运朝说那是他担任副县长以

后第一次有人给他送钱!面对那
'

万

元自己也是顾虑重重!但一想到
'

万

元相当于自己
&

个月的工资!只要自

己在副县长的位置上!总有一天能回

报人家! 于是他收下了云某的
'

万

元"第二次受贿!收的还是云某的钱!

只不过第二次他收了
&

万元"

收受了云某
.

万元后! 杨运朝

心里很害怕!他怕自己出事!想到自

己勤奋廉洁一辈子才达到如今的位

置! 若因这
.

万元毁于一旦实在是

太不值了!从此他痛下决心!不再收

任何人一分钱"

此后的几年! 杨运朝秉承着对

自己的承诺!克己奉公!廉洁自律"

所以!政府换届时!他又一次当选为

副县长"然而!再次身居高位后!他

的自律和警惕在随之而来的诱惑前

逐渐弱化! 最后发展为多次收受工

程老板的钱财!共计
#(0+

万元"

杨运朝直言不讳地告诉办案干

警! 他第二次当选副县长分管了农

业综合开发工作后! 便给县农综办

主任王朝山打招呼! 让他关照琼海

工程队的云老板!后来!云老板拿到

了一些项目工程! 这算是对云老板

(

年前送钱的回报"

临近退休狂敛财

晚节不保入囹圄

杨运朝现年
(#

岁!

(-

岁那年担

任陵水县副县长" 在其上一任任期

内收受
.

万元贿款后! 担心东窗事

发!

(

年内他都坚持廉洁自律!克己

奉公" 但当他再次当选为副县长后

为何放纵自己!疯狂敛财!最终走上

受贿犯罪之路呢(

杨运朝说自己已经过了知天命

的年龄!好景不长了!并且自己马上

就要退休了!有些焦躁!总想赶在人

生辉煌期结束前弄点钱! 退休后也

可以风风光光地过日子" 加上工程

队老板们给自己送钱! 自己就没能

忍住诱惑" 杨运朝先后受贿
'(

起!

其中最大单笔受贿
,-

万元"

广进洋农田整治工程的工程老

板林尤良在
,-'&

年
,

月春节前!来

到杨运朝家! 林尤良带了一个纸袋

走进了他家客厅!俩人一起喝了茶!

林尤良在临走时将那个纸袋给了杨

运朝!说是对他的一点心意"杨运朝

打开纸袋后发现里面有
,-

捆百元

现金!每捆
'

万元!一共
,-

万元"

据林尤良证实 $%我与副县长

杨运朝很多年前就认识了"

,-',

年

杨运朝再次当选陵水县副县长!分

管农综工作! 当时我参与施工建设

的广进洋综合整治工程已在收尾验

收阶段!我为了在工程结算#资金拨

付时能够更顺利一些! 同时也为了

今后能够获得更多的项目! 所以我

便向杨运朝送了
,-

万元"此外我听

县农综办主任王朝山说!杨运朝曾

让他在工程方面多关照我"这激发

了我对杨副县长的感激之情"&

办案干警为杨运朝算了一笔账$

,--#

年!他初任副县长期间!受贿
,

次共
.

万元+

,-',

年二次当选副县

长后!当年受贿
(

次共
&0+

万元+

,-'&

年受贿
'-

次共
"+

万元"可见杨运朝

临近退休!受贿次数越多!受贿数额

越大!敛财到了几乎疯狂的地步"

办案干警根据杨运朝的交代!对

每一笔受贿事实!不仅派出干警进行

外围取证反复核实!而且就每一个问

题的每一个细节都进行反复多次讯

问"在讯问过程中面对经常反复和表

述不一致的地方!办案干警会让其亲

笔书写供述!确认其是否有记忆上的

错误等!防止其日后翻供"

办案干警们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地侦查此案!巩固证据!为该案以后的

起诉和审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杨运朝交代自己所犯罪行后 !

良心也受到了震动! 对其犯罪行为

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危害表示懊

悔!并动员他的家人积极退赃!至案

件侦查终结前共退回赃款
'.

万元"

案件侦查终结后!保亭县检察院

很快向保亭县法院提起了公诉"

,-'.

年
'-

月
/

日! 保亭县法院开庭审理

此案!庭审中!杨运朝对自己所犯罪

行供认不讳"经过控辩双方质证认证

之后!法院作出判决$被告杨运朝犯

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

月! 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

经过这场人生变故! 杨运朝痛

心疾首地说$%我终于明白! 物质财

富不过是身外之物! 只要家人团团

圆圆!就是幸福"财富也许会增加幸

福的指数!但拥有财富多!并不等于

晚年会幸福"&

敬畏法律" 才是幸福的根基! 杨运

朝败在他的不知足" 开始的
'

万元让他

思忖再三" 最后还是抵挡不住这相当于

&

个月工资的诱惑" 将其收入囊中! 但

他却有悬崖勒马之志" 决心再不收人钱

财! 若他能就此知足" 或许不至于案发

入狱!

在他人眼里" 杨运朝有一个幸福美

满的家庭" 有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 就

是退休后靠他自己的退休工资" 也足以

安享晚年! 可他在临近退休之际" 未能

坚守自己曾经建筑的防线! 如今年近花

甲却锒铛入狱" 这是他自己曾经追求的

幸福吗(

每个公民想要幸福" 最基础的就是

要守法! 正视法律# 敬畏法律" 才是幸

福的根基! 杨运朝在物欲横流的诱惑面

前走向堕落" 漠视法律" 结果" 他不仅

失去了自由 " 还给家人带来无尽的伤

痛! 教训深刻" 值得每个手握实权的人

深思!

如今 " 每

个 老 人 都 清

楚" 自己应该

有 几 个 体 己

钱" 以便不时

之需! 普通老

人要养老" 贪

官也要养老 !

可贪官养老的

标准和别人不

一样" 他们想

要风风光光地过日子" 想要别墅想要汽

车 " 这样才不会感到 &退位 ' 后的失

落! 而这样的晚年需要大笔资金支撑!

于是乎" 他们是越到 &黄昏' 越疯狂"

送上门的照收不误 " 办了事的绝不放

过! 结果又能如何( 养老养老" 把自己

养到了监狱里" 这恐怕是杨运朝们最不

期待的晚年!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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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后说法

郭山泽
!

漫画

没有下一次
'

月
,-

日早上
+

点!刘先生坐在浙江义

乌复元医院急诊室已整整一个小时了 !

他一直望着躺在急诊抢救病床上的儿子"

其间!不管他怎么跟儿子说话!却再也得

不到儿子的回应"

刘先生是四川人!来义乌打工已经多

年" 儿子小意
1

化名
2

今年
!&

岁!在附近一

所小学读六年级"昨天早上
"

点
&-

分!刘先

生和往常一样! 骑着三轮车送儿子去学

校" 马上要升初中了!可是小意最近几次

模拟考成绩却不怎么理想" 一路上!刘先

生边骑车边跟儿子唠叨! 让他努力学习"

不料!正当他说得起劲时!坐在三轮车后

面的小意突然纵身跳下车!跑了几步!二

话不说一头跳进了路边池塘"

刘先生救起小意时! 他已经全身僵

硬" 刘先生马上让围观群众拨打
!,-

急救

中心电话!将儿子送进义乌复元医院急诊

室" 医护人员尽力抢救了十几分钟!但终

究没能救回小意" 刘先生说!以前他也经

常说儿子!可每次儿子都会回答%知道了&

%好的&! 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过激行为!这

次不知为什么就这样了" 望着儿子!刘先

生悲痛欲绝!%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

定再不说他了,,&

摘自
"

月
#"

日$钱江晚报%

今天早上"出门很早"抬头"看到了北

斗七星! 在连续的几个雾霾天后"看到这

样的天"心里很高兴!小时候"看到这样的

天气很多"可当时并不在意! 很多美好的

东西"当它天天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又会

在意它多少呢(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去了"

你才叹息哀惋"还有什么意义(太晚了!已

经"没有什么下一次!

作为一个人" 一生必定有很多遗憾!

学业不如意"工作不好找"婚姻不美满"孩

子不上进! 你会有很多很多的抱怨"你会

有很多很多的期待"但你不能因此成为唠

唠叨叨的&上帝'"把希望和企盼寄托在别

人身上! 即便这个别人是你的儿子"你所

能制造的也只有悲剧!

人都是要肯定自己的" 在骨子里"没

有人以否定自己为乐! 所谓自省"也不是

完全否定自己! 完全否定了"你还有什么

继续下去的意义( 自省的人"只是明白了

自己的不完满" 在决心改变自己的同时"

理解了这个世界"也理解了他人和自己!

站在制高点"评说这个世界"评说人

生"很畅快"很容易! 难的是"你首先要有

评说自己的勇气!将自己隐藏在说教的背

后" 就不用担心自己的心会有什么颤动"

嘴巴一张"人生就变得很容易! 我们教育

孩子要好好上进"自己却早没了上进的勇

气+我们教育别人要活在当下"遇到事情

却迷茫不已! 我们追悔自己逝去的青春"

一掉脸"满嘴都是恨铁不成钢的话语! 我

们都没有什么下一次了" 不管是孩子"还

是已经回不去的自己!

一个诗人说"要相信未来!对于过去"

没有如果"没有假如"没有下一次"一切已

经逝去! 就在现在"就在此刻"做最好的

你! &本期坐堂 张笑#

欢迎广大通讯员加入和互动'

当副县长的杨运朝在台上也曾风光无限( 如今留给大家的印象

只是这个苍老的背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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