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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案件虽然已经结案!但是该

案留给我们的警示还值得慢慢体会"

跨过浅浅的海峡! 邹萱和张国

辰走到了一起"六年里同甘共苦!他

们本应更加珍惜这份缘分"可是!在

面对生活中的磕磕碰碰时! 张国辰

并不是冷静下来修复夫妻关系!而

是冲动之下选择了杀妻! 这不能不

说是一个悲剧" 再看本案中的三名

#杀手$!杨磊%郑新聪%田雷!他们都

是正值青年的好时候!却受人指使!

实施杀人行为!以致自己身陷囹圄"

在办理该案的过程中! 我们发

现!形形色色的诸如&杀手$&接单$&卖

枪$ 之类
!!

群在互联网上层出不

穷!很多青少年偶然接触到这种环境!

便可能受到他

人的影响 !就

此无法自拔 !

走上违法犯罪

的道路'

由于网络

犯罪联系手段

隐蔽性强!查处

监管此类犯罪

有很大难度!但

并不意味着利

用网络犯罪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

无论是在虚拟世界! 还是在现实生活

当中!法律!永远是社会的底线"

"江苏省泗阳县检察院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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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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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拍案

挺吉利
学生还没考完试! 学校夜间竟在校

内大肆燃放鞭炮!还在墙上贴"神符#!这

是发生在位于广东中山民众镇的中山联

翔
"

德恒
#

学校内的一幕$ 记者
$

月
$

日

晚
%%

时许赶到该校!看到校门口%校内

地面% 部分建筑内均有大量燃放鞭炮留

下的碎屑! 一栋为该校所有但出租的楼

房内贴有大量红色&神符#$ 该校高中部

一位柴姓教务处主任表示!&可能是初中

部搞的活动!放鞭炮不影响学生!(贴&神

符$)还挺吉利的#$据学校警卫室的保安

称!他刚上班一会儿!具体也不清楚发生

了什么事情!对于放鞭炮一事毫无所知$

记者未能进入学校查看情况! 不过记者

发现! 与保安室相连的一栋
&

层楼房则

对外开放!其中二三层有人居住!

'

层以

上均空置$ 记者在该楼的入口及每层的

楼道和楼顶都看到有鞭炮燃放后的碎

屑!以及硝烟味$ 同时!楼道及楼梯间的

墙壁上还有不少红色的&神符#!上面黑

色的墨迹写着&太上老君''灵符护身(

等字样$

摘自
!

月
"

日$南方都市报%

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 正是立春这

天*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

&立$是&开始$的意思
(

自秦代以来!中国

就一直以立春作为春季的开始* 在这一

天!人们要吃点春饼的!是之谓咬春!也

无非是图个吉利* 希望一年有个好的开

始*人人都愿意生活是美好的*能有个好

工作!能多赚点钱!能有所漂亮的房子*

人同此心*如果说!谁是为了吃苦受罪来

到这个世间的!此人不是圣徒就是疯子*

小时候听说文昌君是主管学习的! 于是

就经常祈祷他保佑我学业有成*无奈!见

了数字头就大!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

怎么祈祷也不见效!于是只能花钱补课*

补课的老师跟我说+要平时多努力!不能

靠临时抱佛脚*老师的话我记了很多年*

什么是临时抱佛脚, 看看现在一些见庙

就进的人!见神就拜的人!你就明白了*

自己心里没了底气!于是乎!就要从神那

里讨个主意!讨个吉利* 其实!还是那个

理!要解决你自己的问题!还是要靠你自

己*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孩子是我们的方

向*我们总不想他们再吃我们吃过的苦!

再犯我们犯过的错*于是我们苦口婆心!

喋喋不休! 全然忘了人都要走过必经的

路*可与此同时!我们却忘了一件最重要

的事!身教大于言传*你自己所做所行的

事!孩子们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一个

学校本是教书育人之地! 却请来太上老

君来协管!也真够稀奇*如果真有那么吉

利的效果!倒可以建议孙悟空来帮忙*想

当初!孙悟空可是打翻了老君的炼丹炉!

盗走了仙丹啊* 最吉利的事---不要摊

上这样的老师和学校*不然!孩子们的未

来如何是好,

&本期坐堂'张笑#

欢迎广大通讯员加入和互动(

行不行，只跟说得好不好有关？

五岳散人的名字在专栏作家里

可谓响当当*他对时事热点的品评犀

利独到!在.中国人的里子与面子/一

书中! 他认为评论权是这样一种权

利+如果你自己设限的话!那就干脆

什么都别说*只有在能够达到的范围

内走到最远!才能对得起这种权利与

你能写出文通句顺文字的能力*就如

同不在乎把网络的表达形式拿到平

媒上一样!心里始终要存在一个#爱

谁谁$的念头!始终告诉自己#我有话

要说$*只有如此!评论才是一种真实

的权利!无人可以剥夺*

这是一个观点输出的时代 *你

若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能把#歪理邪

说$转换成#普世价值$!让人易于接

受乐于接受!那么你就成功了*

.奇葩说/ 这档节目能火成这

样!恐怕没谁能事先预料到*一群形

态各异!想法天马行空!在常人看来

唠嗑毫不靠谱! 举止极不着调的奇

异花朵! 竟然能在网络视频这个平

台上绽放得如此美丽和娇艳! 我们

除了跪谢这个时代!还能做什么,

这个节目有个核心观点+ 行不

行!只跟说得好不好有关*这是我衡

量你能不能在我这档节目做明星的

唯一要素* 只要你嘴皮子够利落!反

应足够快!观点够奇葩!能
)*+,

得住

全场!那么
*-

!你就能顺利通关!你

就拥有了你的铁粉*传统的#声优$!

单靠也是醉了的声线!正襟危坐地表

达态度! 在这里行不通0 清华男神!

.超级演说家/ 节目总冠军梁植仍然

端着传统媒体演讲的范儿过来!被高

晓松埋汰得颜面碎了一地0 世界杯

#乳神$款款走来!嗫嚅了几句!将#头

发长见识短$的缺点暴露无遗!有颜

值无价值!那么也请你优雅地走开*

这时!网友们开始兴奋异常了!

他们发现传统意义上的男神女神都

被解构了! 无厘头式的机敏和一副

#爱谁谁$的架势!反倒在这里备受

推崇! 每一个人都开始从道德的神

坛上走下来!褪去自我保护的伪装!

显现出一个最真实的自我! 我是死

猪!我不怕开水烫!我就要说我就这

样!你想怎样,

数亿网民! 每时每刻! 趴在网

上!东瞧瞧西看看!他们到底需要什

么样的精神产品,谁能说得清,恐怕

也没有一家调查机构能给出标准答

案*互联网的出现!一开始众人还是

带着质疑和排斥的!可渐渐地!我们

不断被互联网带着一起去尝试和淘

汰!最后能流行开来的!就是数亿网

民需要的*当然!最易于流行的应该

是所谓的低级趣味! 这是由最大多

数群体决定的! 包括那些具有高级

趣味的人也在默默贡献着点击量*

好奇心害死人!可没了好奇心!不追

求新鲜和刺激! 那岂不是丧失了人

这种动物的天性,明明写着#太美太

暴力!慎点$!可他就是忍不住去点!

哎对了!这就是人*

可人也不能总在低级趣味里徘

徊! 实际上人们还是希望看到在传

统%主流和低级趣味以外的那部分内

容!这也是近些年来很多自媒体一直

探索和尝试赢得受众的领域*人们费

了半天精力! 不是看你在那里 #端

着$! 而是希望看到最真实自然的表

达! 希望看到喧哗之外的冷静与沉

淀!希望看到在低级搞笑之外真正智

慧的幽默!希望看到和风尽吹之外的

批判与反讽11所以!想到哪就说到

哪! 脱口而出秀出自己的这些奇葩!

火了*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誓死

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并且还要义无反

顾地驳斥你! 奇葩交锋迸出的火花!

引爆了观众的兴奋点*

其实!这个节目就告诉我们一个

很简单的道理!在这个社会!酒香也

怕巷子深! 你要把自己推销出去!表

达很重要! 有态度的表达更重要!拒

绝虚伪!真实表达才能赢得芳心*&蛇

精男$也好!&金句女王$也罢!这些

&奇葩$身上惹人厌的缺点很明显!但

是还有更大的优点! 你自己去看!自

己去发现*愿不愿意吐槽!随你便*

丈夫已是恨之入骨，妻子却仍觉生活幸福；三次“买凶杀妻”，都以失败告终———

值得反思的“买凶杀妻”
!

本报记者 马菲菲

通讯员 周 炜 陈扶军

$.%'

年
%

月
/%

日!农历大年初

一!晚上
0

点!已经嫁到台湾
1

年的

江苏女子邹萱!和丈夫%儿子一起乘

上从台湾飞到福建的飞机! 他们要

在当晚赶到定居在福建的邹萱哥嫂

家中! 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邹萱父

母团聚过年$

团圆%团聚!都是多么美好的字

眼$看起来!这是一趟温馨幸福的旅

程$邹萱大概做梦也想不到!早在半

年前! 丈夫张国辰已经在筹谋并实

施他的杀妻计划$此次探亲之旅!也

在他的计划之中! 而这已经是他第

二次&动手#了$启程之前!张国辰已

和&杀手#杨磊取得联系!告之行程%

住址!&这次一定要找机会杀了她#$

$.%/

年
%.

月!也是邹萱回江苏

探亲期间! 张国辰已和杨磊合作过

一次了!但邹萱毫发无损!毫不知情

地回了台湾$

!

每天打电话只为掌握行踪

%20&

年!邹萱出生在江苏泗阳!

父亲是教师! 母亲务农$

$..0

年!

$%

岁的邹萱在苏州一家饭店打工!当

收银员$ 在苏州一家台资企业做工

程师主管的张国辰经常到这家饭店

吃饭!一来二去!他认识了邹萱!两

人谈起了恋爱$

$..2

年
3

月! 已经交往
%

年多

的邹萱和张国辰在南京注册结婚$

当年
2

月! 因为张国辰被公司调回

台湾!邹萱也随丈夫来到台湾生活$

初到台湾!邹萱没有工作!人生地不

熟!只好在家里待着$张国辰比邹萱

大
0

岁!父母早年离婚!年逾六旬的

母亲仍在上班! 他还有一位离婚独

居的姐姐!一位一直未婚娶的哥哥$

$.%%

年
&

月!由丈夫出钱!邹萱

在台湾开了一家饮品店!生意不错$

$.%$

年!邹萱怀孕了!张国辰辞职回

家!和妻子一起打理这家饮品店$

邹萱说! 他们开店的收入除去

各项开支!在台湾算中等水平!一家

人生活安逸$

在邹萱眼里!&我丈夫是个很老

实的人! 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不喝

酒%不赌钱#!她觉得两人感情很好!

从结婚到现在基本都没吵过架$平

时因为要顾店! 夫妻二人的人际交

往也简单! 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店里

那七八个员工! 既没与什么人发生

过矛盾!也从没有经济纠纷$

张国辰要杀妻! 邹萱这边觉得

毫无征兆$

结婚多年!每年邹萱都回大陆探

亲$每次回大陆探亲!她和丈夫都保

持联系! 每一天丈夫都会和她通电

话$这些贴心%甜蜜的小细节!电话里

那些巨细靡遗的关心!后来证明竟只

是丈夫在巧妙打听她的行踪!并将这

些信息及时告诉了&杀手#$

第一次)杀手*拍了照片

&

$.%/

年
0

月!我在网上认识了

一些人!这些人平时都在聊卖枪%卖

毒品%杀人之类的话题$不久我看到

一条找人杀人的信息! 我就和这个

人联系上了$ 这个人打字都是繁体

字! 他说是台湾人! 想找人杀他老

婆$#案发后!&杀手#杨磊交代了他

和张国辰认识的经过$

杨磊!

%20.

年出生! 山东莱州

人!初中毕业!曾在武校学过一年武

术!

$.%$

年失业后一直待在家里$

杨磊问张国辰! 为什么要杀老

婆$张国辰说他老婆泼辣%不讲理!总

是欺负他!还总管他要钱买房子$

张国辰表示愿意出
%.

万元人

民币&办这个事情#!杨磊同意了$很

快! 张国辰把妻子邹萱的生活照%身

份证信息%住址等发给了杨磊$

$.%/

年
%.

月!邹萱从台湾回江

苏泗阳探亲$与此同时!杨磊收到张

国辰转账的
%4/

万元预付款后 !也

从山东莱州出发来到江苏泗阳$

在张国辰提供的邹萱住址 !杨

磊只是站在马路对面用手机拍了几

张照片!他没有真想去杀人$

&我就告诉张国辰我没找到邹

萱! 拍照片就想让他知道我确实到

泗阳了!但是人没找到$他埋怨了我

几句!说这女的爱打麻将!过几天就

回台湾了!让我找机会继续去杀她$

我答应了!但我回家了!没有去$#杨

磊交代说$

第二次+杀手,骗了雇主

第一次没有得手! 邹萱如期回

了台湾!张国辰很不甘心!他继续和

杨磊保持联系$

&我回莱州后偶尔也和张国辰

聊天!他说老婆回去他又没法过了%

活不成了之类的! 我说你为什么不

直接离婚!他说他要保持形象!不能

离婚$#杨磊说$

$.%'

年春节前夕! 张国辰和杨

磊说!他们一家会在台湾过年!正月

初一去福建!他让杨磊去福建动手$

他打给杨磊
%

万元&路费#$

这一次!杨磊根本没去福建!&我

只是想骗台湾人的钱#! 但他告诉张

国辰去过了!没办成$张国辰埋怨他

办事不力! 说自己大年初四就回台

湾!而邹萱正月二十左右会回江苏泗

阳!催促杨磊去泗阳杀死邹萱$

拿了钱了! 躲也躲不掉!&台湾

人让我杀邹萱! 事成给我
%.

万元!

我自己不敢杀#!想来想去!杨磊就

打算把这桩&生意#转包出去$杨磊

又向张国辰要了
3...

元$

在网上!他认识了田雷$

田雷!

%223

年出生! 初中毕业!

无业!重庆人!随在深圳打工的父母

从小生活在深圳!他对&杀手#这一

行当很仰慕!当在网上看到&杀手师

傅!免费收徒#的信息后!他想学学

杀人的本事!就这样认识了&杀手师

傅#杨磊$

从深圳出发!坐了两天一夜的火

车!

$.%'

年
$

月
$.

日! 田雷辗转到

达泗阳!按照杨磊提供的信息!他在

泗阳某小区附近拍到了一些照片$

&有老人%小孩%房子!还有一张

是一个女人的背影! 发给张国辰看

后!说背影像是邹萱!让我们去她家

杀了她$ 可是田雷和我见面后说他

一个人不敢杀! 我就在网上另外找

人$#杨磊说$

在网上! 杨磊给田雷找了一个

搭档)))郑新聪$

郑新聪是福建泉州人!

%201

年

出生!在泉州一家电子科技公司当技

术员$因为好奇!当看到杨磊发出的

&江苏泗阳有个*亡单+!

%.

万块!谁愿

意做(的消息后!他"接单(了$

$

月
$'

日!他去公司找到领导!说自己有事

要请假三两天!晚上回家!他谎称公

司派他去北京出差!向父亲借了
3..

元钱$

/

月
/

日!郑新聪到达泗阳$

第三次)杀手,全部到位

"杀手(全部到位$张国辰又打

给杨磊约
%43

万元$在杨磊安排下!

田雷和郑新聪会面了$

"他(田雷)当时还问我敢不敢

杀人!我就冷笑一下嘲讽他!不敢杀

人我大老远跑来干什么 ,( 郑新聪

说$几次踩点之后!&杀手(们决定
/

月
'

日下午动手$

杨磊叮嘱田雷-&明天你带路!

到邹萱家之后你敲门!敲门就说*邹

萱在吗!邹老师(邹萱父亲)让我送

东西过来+! 进门后就把门反锁!先

抢钱!把老人和孩子绑起来!抢完钱

再把邹萱杀掉! 伪装成抢劫杀人的

现场!千万别一进去就杀人$(

郑新聪准备好凶器之后! 也通

过杨磊转告田雷!&记得带上刀($

/

月
'

日下午!郑新聪和田雷接

头之后!戴口罩进了邹萱家所在的小

区$下午
$

点!他们来到邹萱家门口$

&我听到有人敲门!声音比较轻!

开始我没在意! 听见又敲了一下!我

就去开门!我把门打开一条缝!一手

抓着门框! 门口这两个男的我都不

认识!就问他们做什么$(邹萱说$

按杨磊计划!台词是&邹老师让

我送东西过来(!好顺便把装了凶器

等东西的大包提着进屋!然后行凶$

可是一紧张!田雷竟然回答&邹老师

让我来取东西($

邹萱问!取什么东西,

田雷一时蒙了$话说错了!无可

挽回!他支吾不出取什么东西$

郑新聪也很紧张! 他注意到此

时从楼上下来一名
/.

岁左右的男

子!就站在楼梯口!也不离开!盯着

他们看$

&我当时看情况不妙!就说你最好

问清楚你父亲! 到底让我们取什么$(

郑新聪转身下楼!田雷也跟着下楼$

邹萱生疑! 直觉这两人不是好

人!安顿好母亲和小孩!紧跟着也下

了楼!边走边给父亲打电话!父亲说

没找人去拿什么东西! 让女儿赶快

报警$邹萱一边电话报警!一边对田

雷二人紧追不舍$ 二人甚至没有逃

跑!在邹萱大喊&抓小偷(的时候!二

人也故作镇定走着!没有理会$快到

小区大门口的时候! 田雷和郑新聪

分开走!田雷跑了!郑新聪被邹萱抓

住$&后来这男的挣脱我! 就往东边

走! 后来又向北边跑! 我就在后面

追!正好警车到了$(邹萱说$郑新聪

当场落网$

&我们当时从邹萱家出来下楼

的时候田雷说太可惜了! 要不是楼

上下来的那个男的!我们就得手了$

其实我自己没有想杀人! 如果田雷

动手了!我就想抢点钱走人!我反正

不会去杀人的$(郑新聪说!他最初

只想和雇主见面讹点钱! 但杨磊一

直没与他见面$

/

月
3

日!田雷在泗

阳取钱时落网$

直到案发! 田雷和郑新聪都没

拿到杨磊一毛钱的&预付款(!杨磊

只承诺过&事成之后
%.

万块($甚至

田雷逃跑后又冷又饿无处可去!让

杨磊拿点钱给他! 杨磊也只告诉他

自己想办法借钱$

他们也不知道! 其实动手的前

一天 !

/

月
/

日 ! 杨磊就从住处退

房 !离开了泗阳 $

/

月
&

日 !杨磊在

山东莱州落网$

!

戏剧化的)杀妻,结局

案发后! 邹萱第一时间给远在

台湾的丈夫张国辰打电话! 问他是

不是找人来杀她$ 张国辰对雇凶杀

人一事向妻子供认不讳!&他说是因

为我们两个人相处的问题! 他说我

脾气不好!他还说现在很后悔!他不

想我们这个家散了! 还想跟我一起

生活($邹萱选择了原谅丈夫$(张国

辰案在台湾另案处理)

邹萱的这个电话! 让张国辰知

道事情彻底败露了! 他也第一时间

与杨磊取得联系!让他快逃$

&他说他老婆跟他讲的!开始跟

我说抓到一个! 后来又告诉我另一

个也抓到了$(杨磊当然没有逃掉$

到案后! 他交代为了这次 &杀

人(!当时实际到达泗阳的包括他有

'

个人! 第
'

个人是东北人董某!杨

磊设计了第二套方案! 便是由董某

实施抢劫$董某曾在
$.%'

年
$

月
$1

日%

/

月
/

日!两次来到泗阳!可惜阴

差阳错!加上彼此不怎么信任!两人

没有见上面!抢劫计划也没有实施$

另一个戏剧化的细节! 是让田

雷倍感惋惜%耿耿于怀的&楼上下来

的那个男的(! 他是邹萱的邻居宁

某$原来案发前几天!宁某的妻子几

次注意到有来历不明的陌生男子在

小区里打望!案发当天!她恰好看到

陌生男子又出现了! 且进了一个单

元门洞很久没出来!&大白天戴口罩

鬼鬼祟祟肯定不是好人(!她判断可

能是小偷!就让丈夫出去看看$宁某

在楼梯口的适时出现! 使得做贼心

虚的田雷和郑新聪没敢贸然行动$

而邹萱自己也庆幸! 当时幸好

只开了一条门缝! 没有听到敲门便

豁然打开!否则家里有老人和小孩!

局面难以预料$

经江苏省泗阳县检察院提起公

诉! 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

处杨磊%郑新聪%田雷三人有期徒刑

三年零九个月至四年零六个月不等

的刑罚$

$.%3

年
%

月
/.

日! 泗阳县

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 一审

判决后!三被告人均未提起上诉!目

前判决已经生效$"除杨磊-郑新聪-

田雷外.其余均为化名#

案后说法

"

三次)杀妻,行动示意图 马菲菲
#

制图

几次发现来历不明的男子在小区打望!引起邻居警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