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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拍案

天下无敌
号称出自宫廷!包治百病!售价上千

元的"御用神药#$实际上只是几块钱的

保健品改头换面包装而成%电视广告上$

表情痛苦的患者和言之凿凿可以治愈疾

病的专家$其实都是"托儿#%在电话里接

待老年朋友$自称是专家!医生的人实际

是从未学过医的"小年轻#&骗子利用这

种手法$在一个月的时间骗了上千万元&

近日$这个诈骗团伙被北京警方端掉$

!"

多人因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

"警察$都别动'#前不久的一天上午$

警方突袭了一处位于东城区广渠家园内$

销售所谓"御用神药#的窝点&在
!"

平方

米左右的办公室里聚集着
#"

多人$ 他们

每人一台电脑一部电话$平时的工作就是

以医生和专家的身份接打电话&就在警方

办案时$一名中年女子正入神地工作$"这

样内外结合起来$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俨

然就是一位医学专家&在该窝点里$有一

块专门针对员工的寄语天地& 记者注意

到$上面贴着不少"鼓励#员工的寄语$包

括"人不要脸$天下无敌#"积极拜访不怕

难$激发潜能多签单#"累吗(累就对了$舒

服是给死人准备的#等等&

摘自
!

月
"

日 "京华时报#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真是快人快

语$我们以前老说"知行合一$知道了就去

行"那才是真知$禅宗所谓"不立文字直指

人心$有的人心里知道"却很难总结出来$

而有的人总结得出来"却做不到$就像现

在朋友圈里转发的!心灵鸡汤%"又有几个

人能照着那上面去做呢&看的时候激情澎

湃"放下手机"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还真

不如'御用神药%办公室里的寄语"他们肯

定是照着在做"一点都不打折扣$

人为什么要脸&说白了"是因为人人都

有一颗心$心上这关过不了"脸上自然也就

挂不住$心要是都黑了"还要脸做什么&

心要黑"手要狠"那肯定得有个坚定

的目标$这目标如果是虚无缥缈的"心也

就黑不起来$一个月骗了上千万元"看来

钱就是这帮人的目标了$为了钱"心是可

以黑的"脸自然也就可以不要了$再看看

另外两条寄语"!积极拜访不怕难" 激发

潜能多签单%!累吗&累就对了"舒服是给

死人准备的%" 还真有点励志的味道$如

果是放在别的企业里" 没准儿还会被当

作正能量呐$

所有的励志"都能激发你的潜能"关

键是看潜能用在了什么地方$就好比(崂

山道士) 里学仙的那位" 学了半天穿墙

术"就是为了去偷东西"脑袋也就难免会

撞个大包了$

话说得再漂亮 "也要看你去做什么

事 $为了一个不好的目标去努力 "越努

力 "结果就越可怕 $*心灵鸡汤 %天天有

人发 "励志故事天天有人在写 "我们也

天天在看+ 但我们也应该放下手机"安

静下来 "问问自己的内心 "我们自己在

做什么 "我们想要得到什么 $做自己想

做的事" 但首先应该是可以做的事$人

得要脸$

$本期坐堂%张笑&

欢迎广大通讯员加入和互动'

一次受贿一百万，都不眨眼；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像个节俭模范———

一件背心穿了30年
!

张大辉

有这样一位官员$ 出身贫苦 $

生活节俭$ 一分钱的东西都舍不得

浪费$ 一次收下别人给的
$%"

万元

好处费却很坦然& 这个人就是曹培

武$ 汉族$ 大专文化程度$ 曾任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地区水利局

局长&

&%$'

年
(

月
&'

日$经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阜康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阜康市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曹培武有

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

万

元&曹培武表示认罪$不上诉&

创纪录(单次受贿百万

&%%*

年
))

月$在新疆吐鲁番地

区托克逊县阿拉沟水库建设管理局

发布阿拉沟水库枢纽工程导流兼泄

洪洞!灌溉放水洞招标期间$曹培武

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中国水电建设集

团十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水电十五局-工作人员韩林安!

李永红所送
)+

万元人民币&在曹培

武的帮助下$ 中国水电十五局承建

了阿拉沟水库枢纽工程灌溉放水洞

工程$中标价
$''$

万元&这三个人

中$曹培武是正处级$韩林安!李永

红也分别是国有企业正! 副处级干

部&

得到甜头的曹培武许诺把吐鲁

番地区阿拉沟水库大坝工程给中国

水电十五局承建&

&%$$

年
(

月$中国

水电十五局等
$%

家投标企业参加了

招投标$在曹培武的帮助下$中国水

电十五局中标$中标价
&,(

亿余元&

&+$&

年
*

月$ 吐鲁番地区二塘

沟水库基础处理大坝工程项目招投

标$在曹培武的帮助下$中国水电十

五局中标$ 中标价
$,'(

亿元&

$+

月

$$

日$中国水电十五局成立了新疆

二塘沟水库工程项目部$ 韩林安任

项目经理$ 另一正科级工作人员罗

昕任项目副经理&韩林安!曹培武商

定$ 由罗昕在新疆二塘沟水库工程

项目上给曹培武外甥王某做
$++

万

元的虚假施工工程结算$同年
$+

月

($

日$由阿拉沟水库大坝工程项目

部替二塘沟水库工程项目部将
$++

万元转账存入王某银行卡上$ 而王

某的银行卡就是应曹培武的要求而

办$卡一直在曹培武的手里$实际上

此卡就由其掌控着&随后$曹培武将

此款项转为定期存款$ 将银行卡隐

匿于其儿子家中&

据阜康市检察院反贪局长张璐

介绍$据查证$单次受贿
$++

万元在

新疆有史以来还是最大金额$ 并且

贿款还是来自国有企业&

&+$(

年
-

月$ 罗昕从中国水电

十五局发包的工程项目承包人史某

处借支了
'+

万元人民币$与韩林安

一起送到曹培武家中% 同年
$&

月$

罗昕再次从史某处借支
(+

万元人

民币送到曹培武家中&

四年时间里$ 曹培武从中国水

电十五局受贿
'

次$总金额达到
&++

万元& 曹培武在谈到接受中标单位

所送的金钱时说 $"他们就是感谢

我& 因为在招标过程当中我关照过

他们$ 如果他们中标了就是我关照

他们了$这个钱可以收&如果他们没

中标$人家也不可能给我送钱#&

玉掩面(收
!#

万贿金

&+$&

年
*

月$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下

简称新疆兵团八建- 董事长严力江

听说曹培武要去美国考察$ 为讨好

巴结$ 就于曹培武出国前送上
$

万

美元&曹培武没有推辞就收下了$并

表示以后项目招标时给予帮助&

&+$(

年
-

月$新疆兵团八建以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名义参加新疆坎儿井保护及

节水灌溉工程项目吐鲁番市煤窑沟水

库土建施工招标$由于曹培武的帮助$

严力江公司顺利中标$中标价
$,.*

亿

元&中标后$严力江表示答谢送给曹培

武
!%

万元&

随后$曹培武到乌鲁木齐$严力

江和驾驶员接待了他&席间$曹培武

说他家房子最近要装修$手头紧$让

严力江给他找个装修队& 严力江答

应了$却没太当回事&没过多久$曹

培武又出差到乌鲁木齐$ 严力江又

请他吃饭& 席间曹培武又说起装修

房子的事情$ 说不忍再给严力江添

麻烦$ 又说自己找个装修队也不知

能不能装好& 虽然曹培武说话有些

遮遮掩掩$但严力江明白了$曹培武

是在要他兑现承诺&

严力江回到公司和相关人员商

量如何满足曹培武这个愿望$ 他们

为了所谓规避直接送大额现金的法

律责任$ 后来一致决定送曹培武一

块玉$然后再安排他人把玉买回来&

玉$在这里俨然成了一块遮羞布'

严力江有朋友是专做玉石生意

的$ 他们公司商定由周老板帮助做

好这件事情&

又过了一段时间$ 曹培武又到

乌鲁木齐了$ 严力江安排驾驶员把

一块碧玉送给了曹培武$ 随后又让

周老板把玉买走了&曹培武说$买玉

人跟他见面时间不到两分钟$ 回到

宾馆他把箱子打开看$

!%

万元现金

一分不少&

吃大鱼(小虾也不放过

&%%-

年
/

月$ 吐鲁番地区胜金

台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需要招投标&

这是一个几百万元的工程$不算大&

在水利施工行当小打小闹的个体户

吐鲁番当地人罗美清没有修水库的

资质$却很想承揽这个工程$就找到

有资质的新疆环宇公司参加投标$

后来中标&

但专家组说标书有问题$ 也有

围标现象$ 曹培武就是招投标领导

小组组长$听到几个专家的反映后$

立即组织监督部门开会$ 将中标的

单位整个废标了&

谁知该工程重新招投标后 $罗

美清挂靠的新疆环宇公司又中标

了$而曹培武两次都没有参与评标&

曹培武当时没有说什么$ 过了一段

时间$ 以需要在西安买房子缺几万

元为由以借的名义给罗美清打了电

话&而这正是罗美清求之不得的&用

罗美清的话讲就是)"我们这些干工

程的想巴结曹培武还来不及呢$我

做梦都想和曹培武搞好关系$ 他就

是不帮什么忙$ 至少别在招标中坏

我的事&#

就在曹培武打电话的当天傍

晚$ 罗美清就赶到他家门口将
'

万

元现金交给了他&随后$罗美清和曹

培武逐渐熟悉起来& 罗美清不但逢

年过节去拜访$ 有时候还经常在一

起打麻将&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

年

夏天$ 吐鲁番地区鄯善县可可亚二

库水利工程正在施工& 曹培武正好

路过这里$ 当他看到是罗美清的队

伍在干时$顿时火冒三丈&曹培武认

为$罗美清就是一个包工头$施工能

力不行$质量也没有保证$这上亿元

的大工程怎能交给他去干( 他当时

就给地区分管水利的副专员打电话

表达自己的意见& 副专员又给鄯善

县委书记打来电话$ 县里就把罗美

清的施工队伍赶走了&直到今天$罗

美清的队伍还不能参与鄯善县的任

何工程项目&

提及此事$ 罗美清还记恨曹培

武$是曹培武断送了他的发财梦&曹

培武认为$罗美清只能干点小工程$

干大工程是要出问题的$ 到那时候

谁也逃不了责任$ 像中国水电十五

局那样的国有大公司干大工程他才

放心&

忆往昔(峥嵘岁月情未了

曹培武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在

陕西省北部榆林地区农村一个贫穷

的家庭$ 姐弟七人$ 他是男孩中老

大$下面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初

中刚刚读了一年就赶上了文化大革

命&由于他的爷爷!父亲都是知识分

子$ 家庭出身不好$ 在那个红色年

代$招工招干都无份$天天在生产队

干活$肚子也吃不饱&

说起家里贫穷的窘迫$曹培武讲

了一个故事&

$*./

年春天$村里好心

人给他介绍对象$两个人见面后都感

觉挺谈得来$双方父母也同意&可女

方家提出$他家里现有的一台缝纫机

在他结婚后分家要归他两口子$他父

亲不同意&他父亲说$家里就一台缝

纫机$剩下的三个男娃子咋办(就这

样$ 婚事告吹& 当时曹培武已经
&(

岁$在陕北农村$已经是大龄青年了&

$*..

年国家恢复高考$ 曹培武

报考了河南郑州的黄河水利学校$

凭着刻苦学习居然达到了录取分数

线$还参加了体检&虽然当年没有被

正式录取$却给曹培武极大鼓舞&

后来$响应国家建设大西北的号

召$他投靠姐姐$来到了吐鲁番地区

一个农场$把户口也迁了过去&在农

场干活时他也带着书$一有空就看&

春华秋实&

$*.-

年高考$曹培武

报考了昌吉农校水利班并以第一名

的成绩被录取& 直到
$*-$

年毕业$

他当了
(

年班长$ 连年被评为优秀

班干部$在校期间还入了党&

毕业后$曹培武被分配到吐鲁番

县水利局$从技术员干起$一路升到

局长&此后不到
!

年$他就提拔为地

区水利局副局长$ 又过了将近
!

年$

他荣任地区水利局局长&此后兼任地

委副秘书长&

据阜康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张

璐介绍$曹培武是非常节俭的一个人$

身上穿的棉布背心是他刚刚参加工作

时买的$已经
(%

年了还在穿$舍不得

换掉$平时一日三餐也很简单$从来不

吃肉&笔者和曹培武交谈$他说他从不

浪费一分钱财物$饭菜能吃饱就行$看

到别人挥霍浪费他心里就难受&

人生轨迹的转变是什么时候开

始的呢(曹培武自己说$在他任地区

水利局副局长后期$ 经常代表吐鲁

番地区到北京申请项目$一次不行$

二次没有效果$三次还是一无所获&

他陷入了思考$ 他无法给吐鲁番人

民交代$他不得不琢磨失败的原因&

他说$是社会这个大染缸带坏了他&

他总以为只要工程质量没问题$别

人干工程挣大钱的时候$ 自己得几

个小钱问心无愧&同时$他也自责$

怪自己不能洁身自好&

在和笔者说到自己的母亲时$曹

培武忍不住哭泣起来&他说离开陕北

老家上学工作后$为了自己所谓的事

业只回去看望母亲
!

次&最后一次是

$**'

年
*

月$当时赶上陕北发大水$

山区道路泥泞$自己坐的车差点车毁

人亡& 和母亲只相处了一个晚上$当

时已经是地区水利局副局长的他放

心不下分管的工作$ 第二天给母亲

&%%

元后就匆匆赶回新疆& 后来$母

亲病重$为不影响他的工作$母亲没

有告诉他& 母亲去世后很长一段时

间$他才得知母亲早已病逝&

曹培武说$他不忠不孝&临近退

休这几年$他心灵扭曲$为了私欲收

了不该收的钱$ 他对不起党和国家

对他的培养% 他没有报答养育他的

父母$ 他的父亲母亲去世时他都不

在身边$没有尽到孝道&

经查证$ 曹培武非法收受他人

贿赂共计
&'$

万多元人民币& 截至

&%$'

年
&

月$追回赃款
$*!

万元&

由曹培武案涉及到的韩林安 !

李永红!罗昕!严力江!罗美清等人

均另案处理&同时$阜康市检察院又

从另案处理这些犯罪嫌疑人中挖出

有价值线索
&%

多条$涉及多名国有

企业处级甚至厅级干部$ 并分别移

交给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

关部门&

作为一名国家公职人员" 尤其

是在工程建设领域拥有一定决定权

的领导干部" 招投标的每个环节都

必须依法. 依规严格把关" 提高程

序的透明度" 坚决杜绝腐败 *潜规

则%" 确保公平. 公开. 公正" 努

力营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软环

境$

&%$!

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

吉州检察院集中查办了一批发生在

水利系统的职务犯罪案件" 在全疆

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 曹培武

受贿案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起案

件$ 他给检察官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 *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培养

教育" 对不起父母家人" 自认为有

了这些钱就能安心享受晚年生活

了 " 岂不知贪欲毁了我也毁了家

庭$%

检察官们在查办案件过程中深

有感触的是腐败问题在一些领域和

部门仍呈易发多发态势" 如果不能

对权力运行实行全方位的制约和监

督" 腐败问题就不可能被杜绝$ 习

近平总书记说/ *要加强对权力运

行的制约和监督" 必须把权力关进

制度的笼子里$ 要以零容忍态度惩

治腐败" 坚持 0老虎1 0苍蝇1 一

起打" 决不允许腐败有藏身之地$%

由此可见" 中国反腐不会停止前进

的步伐" 这正是党惩治腐败的决心

和信心的体现$ 曹培武的案例也再

次警醒公职人员" 谁把公权力作为

以权谋私的工具" 损害了国家和人

民的利益" 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检

察院检察官 张璐&

案后说法

从明天起，我有一所房子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0

喂

马"劈柴"周游世界
1

从明天起"关心

粮食和蔬菜
1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

海"春暖花开$

每次读海子这首诗" 我都想一

个猛子扎进大海"哪怕淹个半死"只

要能有所房子$理想总是很丰满"现

实总是很骨感$诗里描述的梦想"住

的房子"美得让人掉眼泪"典型的治

愈系图片"回到现实"恐怕还得唱崔

健的(一无所有)更舒服顺气$

尽管不现实"可我们总是幻想拥

有"并执着努力"直到头破血流$中国

人爱!五子%"房子.车子.票子.妻子.

孩子$房子排在首位"其实也好理解"

有了房子"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面"

才会去考虑买车子"有了房子也就意

味着有了票子" 才有底气去追求妻

子"才能有希望构建一个家庭"生个

孩子$所以"挣钱"买房"再挣钱"再买

套房"是中国人永恒的主题$有人说"

瞧瞧人家美国人在谈论什么呢&在讲

理解.改变和未来$说得有一定理儿"

美国人确实不如中国人这么迫切拥

有一套房子" 美国人也确实爱租房

子"因为市区的房子实在太贵"他们

都是攒够钱到郊区去买块地再盖房

子$我们也看到一组数字"美国
.

成

人拥有房产"穷人房租
.+2

由政府帮

忙付$这说明"!居者有其屋%是世界

人民的普世价值追求"不分中美$

现在" 我们再来谈谈中国人的那

点儿房事儿$很多时候"不知道你有没

有发现"大家坐在一起"都很爱谈论国

家和世界的大局" 都在猜测未来的政

治.经济走向"因为这些话题既不触碰

红线"又不侵犯隐私"怎么聊都不为过

都不伤和气$但是再稍微熟一点的朋友

圈"胡侃完海阔天空.世界不同后"回到

现实"每个人都没法说清楚自己作为一

个小小的个体将要面临什么$似乎大家

原来都是空有忧国忧民之心"却把自己

日子过得苟且偷生" 痛苦不堪的那个

人$!你现在住哪儿呢& 买房子了吗&多

少平的&花多少钱&还背了多少债&北京

五环外的房价都五六万一平了"真想骂

街2%看看"酒后开始吐真言了+

南京一位小学老师近日在朋友

圈分享了她对自己所教学生的一组

调查 "有名小学生以 *

/

套房子 %作

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多么崩溃"中国

人对房子的愿景开始从娃娃植根

了"这事儿值得我们考究一下+

中国人爱房子"恐怕因为中国历

史大半是战争史"中国人饱受灾难"严

重缺少安全感" 由此也一直有希望安

居乐业的愿望+中国人民自古以来"自

诩农耕民族"古时无论官员或商人"都

喜欢囤地"到了近代史"也喜欢叫有些

资财又有地的人为地主+ 由此可见中

国人民有很强烈的土地意识和根的意

识"安土重迁"显示出人民对于家"更

外在的"对于房子的一种热衷和依恋+

再者"自古至今"房子也算是资

财"也代表着身份地位的象征+诸位

可看古代皇帝的房子"我们称为皇宫

的地方"再看看现今保存的故宫的富

丽堂皇"再想到古代官员升官或发财

都会将房子大肆修葺一番"可见这种

思想的由来了+所以"现今中国人也

只是遵先人之念"将房子作为自己的

一部分资财和炫耀的资本+

老舍先生
$*(/

年写(我的理想

家庭)"*我的理想家庭要有七间小

平房+这个家庭顶好是在北平"其次

是成都或青岛"至坏也得在苏州+无

论怎样吧"反正必须在中国"因为中

国是顶文明顶平安的国家3 理想的

家庭必在理想的国内也+%

作家冯唐说"*组个理想家庭的

重要前提之一"是有个理想的房子+多

数人类包括不少禽兽都有筑巢的冲

动" 尽管生没带来一物. 死带不走一

物"生死之间"总想有块自己私有的窝

儿+ 我心目中理想的房子要有十个要

素+房间面积要小+要有个大点儿的院

子+要有好天气+要有景色+附近要有

公园+要有大学+要有足够好的生活设

施+所在城市要有历史+一个小时车程

之内有国际机场+附近要有朋友+%

鄙人的窝儿具备冯唐所说的两

个要素"面积足够小"所在城市有历

史+还不错吧&要不我还是去再读一

遍海子的诗吧+

左图% 曹培武向阜康市检察院驻监所检

察官汇报思想

右图% 阜康市检察院反贪干警正在研究

案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