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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王华子”
!

胡传仁 叶 虎

一部由河南省商城县检察院

组织拍摄的反映检察官在审查批

捕过程中智擒漏网盗贼的微电影

!贼出没"已于
!"#$

年
#!

月
%&

日

正式杀青#

这部微电影取材于一个真实

的故事#

!&#%

年
!

月
#'

日$ 还沉

浸在春节欢乐之中的商城县五金

电料老板李刚在离店铺不远的地

方$发现店门已被人打开$店内一

片狼藉#

接到报案后$ 警方当天就成

立了专案组$ 商城县检察院也派

员介入此案$适时引导侦查#

为了不打草惊蛇$ 检察人员

建议警方排查在固始县所有有盗

窃犯罪前科人员
(

以此为突破口#

果不其然$很快发现朱彦龙%朱永

运曾有盗窃五金电料的犯罪前科
(

随后警方又调查两人当天的通

话%信息记录
(

并通过专业的手机

轨迹查询发现案发当夜两人来过

商城
(

与他们同行的还有陈保东#

!&#%

年
!

月
!)

日$警方在固

始县将朱彦龙%朱永运%陈保东三

人抓获# 根据三人的供述
(

警方

又抓获了另一名参与盗窃的犯罪

嫌疑人竹怀亮以及收购赃物的犯

罪嫌疑人杨光现#

%

月
!'

日
(

商城

县公安局将犯罪嫌疑人朱永运等

*

人涉嫌盗窃%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一案提请商城县检察院审查批捕#

案件受理后$商城县检察院又

指派一名业务骨干参与审查此案#

经审查$承办人认为朱永运等
*

人

涉嫌盗窃%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事实

清楚$证据确凿$符合批捕条件#

但在审查过程中$ 承办人发

现该案还存在疑点$ 一是犯罪嫌

疑人交代的犯罪事实较多$ 有的

还没有查清& 二是被盗物品的价

值还没进行鉴定& 三是犯罪嫌疑

人朱永运和竹怀亮交代一个绰号

叫 '王华子 (的人身份没查清 $案

件很可能遗漏了犯罪嫌疑人#

对此承办人员列出详细侦查

提纲$ 要求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和

技术人员配合承办人员复核证

据$ 根据嫌疑人的供述走访询问

被害人$查实被盗物品数量$要求

技术人员详细勘查被盗现场 $询

问相关证人$固定基本事实证据$

并委托价值鉴定机构对被盗物品

进行价值鉴定# 对于嫌疑人交代

不在本县的作案地点$ 要求本县

公安机关与当地公安机关联系 $

充实相关证据# 最后查实该团伙

流窜固始%商城%安徽金寨等地作

案十多起$ 所盗赃物全部卖给了

杨光现 $数额高达
+&

万元 $符合

基本事实清楚% 基本证据充分的

逮捕条件$依法作出批捕决定#与

此同时$ 商城县检察院向县公安

局发出补查提纲$ 要求公安机关

查清'王华子(到底是谁)

几天后$公安机关没有查到'王

华子(的有关信息#为了不让一个犯

罪分子漏网$ 承办人再次与警方进

行面对面的磋商$就如何找到'王华

子(寻找突破口#经过沟通$双方决

定再次提审朱永运和竹怀亮#

经几次提审$ 虽然没有从朱

永运和竹怀亮二人身上获取 '王

华子(的真实身份$但从二人供述

中 $承办人初步掌握了 '王华子 (

的大概年龄% 长相以及大致的住

址范围#随后$承办人一边督促公

安机关尽快核实$ 一边配合警方

深入'王华子(的住址所在地挨家

挨户走访当地群众#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走访$终

于打听到 '王华子( 真名叫王洪

才$

#'+)

年
,

月
!)

日生$ 家住河

南省固始县沙河铺乡郭岗村 #

!&#&

年
*

月$ 因犯盗窃罪被固始

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随后$

承办人与警方一道赶到案发地 $

调取了案发当天的路口监控视

频$ 固定了王洪才涉嫌两起盗窃

犯罪事实的相关证据#

!&#%

年
$

月
!&

日$商城县检

察院向商城县公安局发出 !应当

逮捕犯罪嫌疑人意见书"$要求追

捕犯罪嫌疑人王洪才# 同年
+

月

%#

日$ 王洪才在固始县城一网吧

被抓获归案#归案后$王洪才对自

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根据王洪才的交代$ 承办人

又建议公安机关顺藤摸瓜$ 继续

扩大战果$ 在王洪才归案的第二

天$ 又抓获了另一名同案犯范永

同#至此$一个由
+

人组成的流窜

于河南省固始% 商城与安徽省叶

集%金寨等地$专门盗窃五金电料

的盗窃团伙被彻底摧毁$ 且无一

犯罪嫌疑人漏网#

!&#$

年
*

月
)

日$ 商城县法

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被告人朱永

运等人分别因犯盗窃罪% 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三年到十四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舌战26人
!

李 行

#%

名被告人 $

#%

位辩护

律师$ 从早上
)

点半到晚上
)

点半$ 历时两天$ 河北省永年

县检察院公诉人刘晓云一人舌

战
!,

人$ 一气呵成$ 并且将

庭审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

中$ 最终使
#%

名被告人哑口

无言% 认罪服法#

被告人贾鹏等
#%

人涉嫌

强奸% 非法拘禁% 强制猥亵妇

女% 寻衅滋事% 盗窃一案属团

伙犯罪$ 作案次数多$ 涉及罪

名多$ 案情错综复杂$ 互有交

织$ 影响恶劣# 虽然庭审已顺

利结束$ 但在法庭上唇枪舌剑

的场景仍令人难以忘怀#

'

!&#!

年
##

月
!,

日$ 被

告人贾鹏% 钱志国% 吴明三人

将被害人孙某接到出租房$ 贾

鹏不顾被害人反抗$ 强行与其

发生性关系$ 并将被害人控制

在屋内# 其间$ 孙某想要打电

话$ 被他们拒绝$ 钱志国和吴

明还强行将被害人衣服脱掉$

时不时用皮带对被害人进行抽

打 #

#!

月
!

日 $ 贾鹏等三人

将被害人转移了地点$

#!

月
$

日 $ 贾鹏将被害人送到火车

站$ 被害人随即报案#( 庭审

第一天$ 刘晓云宣读完起诉书

后$ 贾鹏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

事实提出异议*'我和孙某已经

认识两年多 $ 我们正在谈恋

爱$ 我根本就没有强奸她#(

面对被告人的异议$ 刘晓

云从容不迫地向法庭出示了贾

鹏与被害人孙某的聊天记录 $

记录显示* 贾鹏与被害人孙某

从认识到见面只有短短不到两

个月的时间$ 在此之前他们从

未谋面$ 事发当日是他们认识

两个月以来的第一次见面#

在强有力的证据面前$ 被

告人贾鹏开始有些紧张$ 没想

到自己的异议很快就被攻破$

于是他开始回避该问题$ 转而

辩解他与孙某发生性关系完全

是出自孙某自愿$ 极力证明自

己并没强奸孙某#

刘晓云针对贾鹏的话说

道*'在被告人吴明供述当中$

他曾说 +听贾鹏说他与孙某强

行发生了性关系,$ 并且根据

案卷中的诊断证明% 被害人陈

述$ 完全可以证明被害人孙某

并非出自自愿#(

刘晓云的回驳让被告人贾

鹏陷入沉默# 而此时$ 贾鹏的

辩护人想在非法拘禁上做文

章* '被害人孙某与贾鹏等人

见面完全是自愿的$ 去出租房

也是经过被害人同意的$ 贾鹏

等人并没有对被害人实施非法

拘禁行为#(

刘晓云也积极应战*'在出

租屋内$ 孙某提出打电话的要

求被拒绝$ 并且还遭受钱志国

和吴明的殴打及猥亵$ 随后又

将其转移地点$ 使孙某与外界

隔绝# 纵使后来贾鹏将其送至

火车站也不能否定他们曾经限

制了孙某的人身自由# 他们的

行为完全符合非法拘禁罪的构

成要件#(

庭审第二天$ 刘晓云本以

为能顺利完结$ 但被告人和辩

护人又试图减轻其罪责# 一些

被告人的辩护人在庭审过程中

强调$ 这是一起
#%

人的团伙

作案$ 在作案过程中$ 每位被

告人实施的行为不一样$ 有的

人负责望风% 推车$ 有的人负

责接应# 而在他们涉嫌的盗窃

罪中$ 实施望风% 推车等行为

的人应该认定为从犯$ 因为他

们实施的行为在盗窃过程中起

次要作用$ 按照法律规定$ 从

犯应当从轻% 减轻处罚或者免

除处罚#

纵使当时的格局是以一对

多$ 但刘晓云依旧不慌不忙地

对辩方的观点予以驳斥* '纵

观多名被告人实施的所有盗窃

案$ 每名被告人在每起案件中

所起的作用很模糊$ 同一个被

告人在不同的盗窃行为中$ 有

时负责望风% 推车$ 有时负责

开车% 接应等$ 他们共同实施

盗窃行为$ 共作案
#%

起$ 每

名被告人所起的作用相当$ 不

应区分主从犯$ 量刑时应根据

每名被告人参与的次数与盗窃

的金额为依据$ 处以不同的刑

罚#(

最终$ 法院采纳了检察机

关的全部指控# 面对众多的被

告人和辩护人$ 刘晓云充分利

用了被告人供述中的细节和其

他证据的印证 $ 用其矛攻其

盾$ 有力回驳了他们的辩解#

!&#*

年
#

月
#$

日$ 被告

人吴明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

年零六个月 $ 贾鹏被判处有

期徒刑十八年 $ 钱志国被判

处有期徒刑十年 $ 其他被告

人均被判处二年至八年不等

的有期徒刑#

他挪用公款13年，竟从未被发现，所挪款项，全部无息借与他人，甚至连借条都不用写一张———

大家都说他是好人
!

本报见习记者 操余芳

通讯员 刘景亮 陈 华

!&#$

年
#!

月
)

日安徽省舒

城县法院对被告人陈翔作出了一

审判决$认定其犯挪用公款罪$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 当看到这份判

决书时$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没有

丝毫喜悦之情$ 反而有些神伤之

色#目前$该案已上诉#

收款时间早一年

!&#%

年
#!

月底$安徽省舒城

县检察院接到群众举报村干部贪

污$ 迅速梳理信息并着手进行调

查#

!&#$

年
#

月初$舒城县已被严

寒侵袭$ 办案干警却不能留在空

调房内享受温暖$ 而是驱车赶往

辖区内千人桥镇鲍桥村调取该村

账册#

,&

多本账册摊放在办案干

警的面前$ 他们开始依照举报事

项统计出支出和收入$ 再按数额

大小列出疑点$ 最后与举报内容

比照#几天后$众多疑点中有一笔

#&

万元款项是鲍桥村向千人桥中

学的借款# 为确认该笔借款是否

属实$ 办案干警赶赴千人桥中学

核实情况#

到达学校后$他们见到了千人

桥中学的出纳%报账员陈翔#他戴

着一副眼镜$ 头发凌乱且有些长$

办公桌上物品放置得也不整齐$似

乎没有财务工作者的那份严谨#当

办案干警告诉陈翔他们的来意时$

陈翔顿了一下$紧接着告诉他们愿

意帮助查找相关的单据凭证#鉴于

原始账目均已存档$为了提高办案

效率$办案干警决定先回去继续核

实账册上的其他可疑之处$随后再

来该中学核对此笔款项#

两天后$ 办案干警来到该中

学一拿到单据就看出了端倪*'这

个收款单据上的时间和村账册上

的不一致--(听闻此话$另一个

办案干警连忙翻开随身携带的村

财务单据$ 发现学校收款时间比

村财务早了一年#

办案干警们即刻将陈翔找

到$问陈翔这是怎么回事$他什么

都不说# 其中一个办案干警端详

着手中的账册发现$ 该账册表皮

很新$鲍桥村还款的收据也很新#

他一转身跑到陈翔的办公室 $直

接翻起了他的垃圾桶$ 不一会儿

就找到了被撕碎的纸张和一些白

色细线#

无息借钱不追账

这些撕碎的纸张和白色的细

线被办案干警视若珍宝$它们被放

到陈翔面前$他惊诧道*'你们怎么

找到了这些东西)( 随后便是长久

沉默$最后他才说出自己挪用鲍桥

村
+

万元还款的事情 #

!&#$

年
#

月
#,

日$ 陈翔因涉嫌挪用公款罪

被舒城县检察院立案调查#

他说鲍桥村向学校借款
#&

万元$已分两次还清#第一次还了

%

万元$第二次还了
+

万元#但自

己收到的第二次还款并没及时入

账$ 所以学校的账面信息依旧是

鲍桥村未还款的状态# 当办案干

警到学校找他核实账目时$ 他担

心自己挪用学校款项的事情败露

所以将账册重做$企图蒙混过关$

没想到天不遂他愿#

办案干警当时就告诉他打电

话给家人$将这
+

万元还回来#他

给其弟弟打电话$ 但他弟弟说一

时半会儿凑不够
+

万元# 哪知道

陈翔说了句*'算了$算了$反正问

题还很多#(这句话让办案干警大

吃一惊#

接下来的讯问$ 陈翔主动交

代了一切 #

!&&#

年至
!&#%

年
#%

年间$ 陈翔挪用学校款项
#!

笔$

共计
*)-!,

万元$所挪资金全部外

借他人$其中不乏陌生人$他不仅

不收取利息甚至连借条都可以不

打$而且他还从来不催债#办案干

警问他*'不打借条难道你不怕人

家赖账吗 )( 没想到陈翔脱口说

道*'不可能的#(

但办案干警在核实公款去向

时$ 确实存在借款人否认借款未

还的事情$ 他们坚称自己已还清

全部欠款# 但在得知陈翔因借款

给他们而被立案调查后才承认自

己没有还款$ 并愿意尽快还清所

借款项#

不做收入做支出

挪用学校资金却一直未案

发$ 陈翔是如何逃脱财务审计的

呢 ) 当陈翔被问到是如何平账

时$ 他面带笑容$ 没有丝毫紧张

或不安#

陈翔说平账方法很多$ 为了

应付学校年度财务审计$ 他经常

事先收集有关收款收据% 工程发

票等单据做成支出平账$ 但实际

上这些款项并未支付$ 以此弥补

之前的挪用亏空#

而在
!&&)

年$舒城县教育局

对千人桥中学进行财务审计 $为

了弥补自己挪用公款所造成的账

面亏空$ 他将很多入账的款项不

做成收入项$而做成支出项$这样

一来支出的钱就能补平自己挪用

的窟窿# 上文中鲍桥村借条依旧

存在账册中也是一种平账方式 $

通过此种方式可以虚增学校的应

收款#

!&&)

年底之前$ 千人桥中学

承包商李进!化名"陆续预借工程

款
$)-+*

万元$他个人借给学校本

息共计
,*-.!%

万元#

!&&)

年底$

李进到学校结账$ 陈翔从学校账

户支付李进
#,-%+%

万元现金$ 并

告知剩下的
$)-+*

万元相互抵销#

当时正逢舒城县教育局审计该校

财务$ 为弥补之前挪用的公款亏

空$ 陈翔在
!&&)

年
#!

月底将支

付李进的
,*-#!%

万元借款本息支

出入账 #

!&&'

年
#

月
#%

日 $ 应

李进要求 $ 陈翔开具了
$)-+*

万

元安徽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

票据交给他 $ 但陈翔并不想将

$)-+*

万元入账 $ 故随后将该票

据要回并加盖了作废章$ 另开了

一张普通收据交给了李进# 如此

一来 $ 学校有
$)-+*

万元收入没

有做账$ 在账目上相应地就减少

了亏空#

大家说他是好人

陈翔的领导和同事们都说他

是一个好人$为人随和仗义$很好

相处#但他做事比较拖拉$每年报

账的时候都不积极# 大家都提醒

他说这样下去很容易出事$ 但他

总不以为然$觉得不会有问题#

在陈翔的圈子中$ 大家都知

道他是一个仗义爽快的人$ 只要

请他喝酒$ 再开口向他借钱绝对

没问题# 办案干警在走访借款人

时$ 竟发现有的人与陈翔根本不

认识. 那他们是怎么从陈翔那借

到钱的呢) 他们说自己是托别人

告诉陈翔自己想向他借钱$ 陈翔

就答应借钱给他们了#

当案件开始侦查时$ 陈翔得

知办案干警会询问其家人$ 他请

求办案干警将他被立案调查的情

况对他家人保密$ 此时他惦记着

家中的亲人# 办案干警走进陈翔

家时$ 眼中的一切都让他们感到

惊讶 $ 他住在学校分的公寓里 $

水泥地$没有装修$家具陈旧--

但他担任学校出纳的日子里$ 他

并没有将学校的钱挪为己用$ 而

是不收利息地外借他人#

懂事，更要懂法
!

齐丹丹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 你的案子很快就会开庭% 祝你

生日快乐&' 那天是周某
#+

岁生日% 当我起身准备离开时$

一直低头不语的周某突然抬起头对我说(#姐姐$ 谢谢你%'

周某盗窃案是我协助办理的第一起公诉案件$ 在整个提

讯过程中$ 周某一直用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面对我们$ 虽然

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但他并没有真正悔过% 他的案子很简

单$ 他与其他三人合伙盗窃面包车被抓% 当案件交到我手中

后$ 我们按照规定保证讯问时他的法定代理人在场$ 所以周

妈妈也在一旁% 讯问后$ 我们都会留下时间给他们母子交

流% 看着面前的儿子$ 周妈妈问我们是不是交了罚金可以判

得轻点) 我们对她作出了肯定的答复% 但在一旁的周某却立

刻拒绝母亲交罚金%

原来周某父母离异$ 和母亲一起生活% 母亲每个月只有

#&&&

元的收入$ 所以他想为母亲减轻负担才参与了盗窃活

动% 周妈妈将一切过错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当她说出 #我想

让儿子早点出来' 这句话的时候$ 周某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我知道周某爱着他的妈妈$ 便对他说道( #你是个懂事的孩

子$ 担心妈妈辛苦$ 可是老四带你们偷车每次只分给你们几

百块钱$ 这些钱又能为妈妈分担多少) 现在因为你做的事$

让妈妈这么担心$ 你觉得值不值)'

他低着头$ 偷偷抹去了泪水% #孩子$ 我不要你给我

钱$ 只要你好好的就行% 罚金的事你别操心$ 你在里面一定

要好好改造$ 早点出来%' 周妈妈急切地叮嘱着%

#妈$ 您借的钱我以后会帮您还上的$ 我在这里您不用

担心$ 您看我都长胖了$ 肚子上都有一圈肉了%' 周某站起

来$ 开玩笑地跟妈妈说%

后来 $ 周妈妈凑齐了罚金 $ 周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零三个月 % 周某是

一个心中有孝的孩子 $ 只

要他能分清对错是非 $ 他

定能浪子回头%

"作者单位 ! 湖南省嘉

禾县检察院#

少年，请学会拒绝

!

杨晓娜

!&#$

年
#!

月
#,

日$ 小军 !化名" 因抢劫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 缓刑三年% 收到判决书后$ 小军的父亲带着他

到检察院找到了我$ 未开口泪先流% 他虽还未说话$ 但我已

知道他想说什么$ 便赶紧安慰道(#别再难过了$ 判决已经下

来了$ 回去好好教孩子$ 还是很有希望的$ 孩子的根儿一点

都不坏%' 他不住地点头$ 还给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看着他

们离开的背影$ 我陷入了回忆之中%

!&#%

年下半年$ 小军所在学校组织学生实习$ 他们来

到了港区的鸿富锦公司$ 在那里小军认识了王成儒和杜进

财$ 他俩比小军大$ 他经常以大哥相称$ 下班后他们带着小

军一起去上网* 去唱歌$ 小军将他们当作好哥儿们$ 但王成

儒和杜进财有网上赌博的恶习%

!&#%

年
##

月的一天 $ 两人在网吧赌博后 $ 已身无分

文$ 便预谋抢劫$ 又担心人手不够% 于是他们就给小军打电

话(#大哥受人欺负了$ 你赶紧过来帮忙去打架%' 小军觉得

作为好哥儿们就应该为朋友两肋插刀$ 他立刻赶到他们宿

舍% 王成儒说(#打完人$ 我们再要些钱%' 小军感到有些不

妥$ 但又不好意思说不去%

!&#%

年
##

月
!&

日$ 王成儒手拿弹簧刀$ 杜进财手拿

西瓜刀$ 小军掂着一根皮带$ 一起来到了港区欣荣公寓$ 对

钱沣 !化名" 和吴皓 !化名" 两人先是一顿拳打脚踢$ 而后

再索要钱财$ 发现吴皓没有钱后$ 就向钱沣索要$ 由于钱沣

没有现金就抢走了他的银行卡取走现金
%&&

元% 被害人报案

后$ 公安机关于
!&#$

年
*

月将三人抓获归案%

在对该案审查逮捕时$ 由于小军是未成年人$ 讯问时我

们通知小军的父亲作为法定代理人到场% 小军的父母接到通

知后$ 惊呆了$ 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宝贝儿子能犯下这样的

罪% 在整个讯问过程中$ 他的父亲都在流泪$ 小军看着父亲

也是止不住地哭$ 而我也非常心酸%

从看守所出来后$ 他父亲对我说小军的母亲已经病倒

了% 交谈中$ 他重复说着( #小军是个好孩子$ 是我们和他

姐姐太娇惯他了%' 随后他们积极地给被害人做了赔偿并获

得了谅解% 考虑到小军的悔罪和家里的帮教条件$ 最终我们

没有批捕小军$ 建议公安机关取保候审%

!&#$

年
)

月$ 郑州市检察院在登封组织传统文化教育

挽救未成年人活动时$ 我首先想到了小军$ 第一时间通知小

军和他父亲参加这个活动% 活动中$ 父子一起学习$ 互相交

流$ 特别是在老师安排孩子端上洗脚水为父母洗脚的那一

次$

#

米
)

多的小军$ 蹲在父亲面前$ 为父亲挽起裤腿时$

父亲望着儿子的头顶$ 哭了%

从登封回来后$ 小军和父亲来到检察院$ 两人分别给了

我一封信$ 小军在信中做了深刻的检查$ 悔恨自己辜负了父

母的教诲和姐姐们的疼爱$ 表示以后一定改过自新$ 给爸爸

妈妈依靠% 他的父亲也自省了为人父母的责任$ 决心以后要

担当起教育孩子的责任%

该案移送起诉后$ 我们联合法院继续对小军进行帮教%

最终$ 根据小军的表现$ 综

合全案的情况$ 法院最终判

处小军有期徒刑二年$ 缓刑

三年%

+

作者单位! 河南省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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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桥村向千人桥中学的借款凭证%

舌战
!,

人的#女汉子'$原来是这样温文尔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