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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中!闫军毫无往日神采!满脸愁容" 高晶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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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军诈骗他人财物事情败露，其父因其债务繁多，忍无可忍在村里给他办了葬礼，对外
宣称闫军已死亡。没想到，“死”了的闫军恶习不改，躲开了亲朋继续行骗———

“死”了还要骗
!

常洪波 路红梅

网上征婚骗钱骗色

闫军是山东招远人! 家住农

村!今年
!!

岁!个头不高!长相憨

厚! 伶牙俐齿"

"###

年参军!

$%%!

年退伍后在烟台打工" 没有任何

技术的他曾在几家企业做过保

安#搬运工!这些脏活累活既不怎

么挣钱!又没有发展空间!他一直

干得不起劲"

&%'(

年年初!闫军上网时!偶

然看到一些骗子冒充军人骗财骗

色的案例!顿时产生浓厚兴趣"据

他落网后交代$%我本来就在部队

呆过!对部队有些了解!扮成军官

肯定有人信 ! 是个来钱的好办

法"&闫军发现那些上当受骗的女

子!大都年龄偏大!条件优越!自

视甚高!慢慢成了剩女"由于求偶

心切!收入稳定的部队干部!也就

成了大龄女优先考虑的对象"闫

军觉得! 冒充军人进行诈骗是一

条发财路"

行骗也需要技巧" 闫军开始

回忆自己曾经的部队生活! 搜肠

刮肚地想一些部队故事" 为了练

口才!为了提高%演说&效果和可

信度!他常常在家对着镜子练习"

人靠衣装马靠鞍" 闫军给自

己封了一个北京某武警部队司令

部上校参谋长的名号"之后!他买

了全套的假军装#肩章等"

闫军将自己的
))

空间伪装

了一番! 看起来就像一个刚从部

队归来的军官! 还从网上抄了一

份语言风趣的征婚启事" 做好这

一切后!闫军开始专心物色%女朋

友&"

一天上网聊天时! 闫军遇到

了薛丽!两人聊得十分投机"薛丽

以为自己幸运遇上了年轻帅气的

%军官&!没两天便跟闫军见面了!

并很快发展成了恋人"

认识刚十天! 闫军和薛丽坐

公交车外出!%意外& 被小偷偷走

了钱包!银行卡和身份证都丢了"

三天后! 他声称要去新疆执行任

务!让薛丽给他购买了机票!还要

了
*+%%

元现金 " 为取得薛丽信

任!闫军在与薛丽相识期间!还以

男女朋友的身份! 分别到对方家

里见过了双方父母"

闫军给薛丽看过军官证 !说

自己是现役团级干部! 每次都把

要钱的理由说得很充分! 薛丽也

发现不了什么问题"但是!让她没

想到的是! 闫军却成了缺钱的无

底洞! 又分别以银行卡正在补办

需要生活费# 跟人打架要赔偿等

理由先后从薛丽这里骗走了
,

万

余元现金"

随着时间推移! 闫军与薛丽

联系越来越少! 却仍以各种理由

要钱!薛丽渐渐察觉不对!让闫军

还钱"%我还能骗你呀! 等端午节

我就带你去部队看看! 一块儿把

钱给你&!每次要钱!闫军却仍然

编造各种理由推脱"

端午节过后! 薛丽来到闫军

住处!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拨打

电话!提示手机关机!她这才意识

到被骗了"

薛丽不知道! 闫军以相同手

段!相继骗了青岛#济南#长春等

地多名女士"

假称办事四处敛财

骗取财色的手段耍多了 !闫

军感到这样来钱太慢! 还费心费

神! 于是又打起了帮人办事敛财

的主意"

&%,(

年
-

月
&!

日!烟台开发

区的徐东伟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闫

军"一见面!闫军就吹嘘自己是现

役军人#上校军官!还谎称爷爷是

北京某军区的高官! 自己是团级

干部!认识很多人!能量很大!帮

人办过不少事"

徐东伟一直想调动工作! 苦

于求人无门" 认识闫军后! 不停

地约他吃饭见面! 几次接触后终

于提出想法" 没想到! 闫军当即

拍胸脯保证$%这小事好办! 我姑

父就是局长'&接下来!闫军开始

索钱!办工作送礼#看望姑父 #上

班培训((先后从徐东伟那里拿

走
(

万多元"钱是要到了!事却一

点没有办"面对徐东伟的追问!闫

军每次都找各种理由搪塞"

随着在烟台行骗次数增多 !

闫军暴露得越来越多! 向他追债

的人整天找他"为了躲债!他便索

性回到老家招远"

回到老家后! 闫军也没有收

敛" 一次! 闫军在一家理发店理

发" 看见女老板王华林的女儿在

一旁帮忙!闫军就问有没有工作!

说有战友在四川的部队! 可以把

他的女儿办成士官"

因为女儿正好闲在家中没

事!王华林便动了心"随后!闫军

以部队下来带兵的人需要提供住

宿等为名要走了
!%%%

元钱 !之

后!又以请吃饭等理由!先后从王

华林处要走了
&%%%

余元和一些

烟酒"

自从认识了闫军! 王华林一

天没有安生过"没过两天!闫军又

以要给部队上的人准备返程的住

宿费#加油钱为名 !需要
!%%%

元

钱"这次!王华林有些忐忑!怎么

老要钱也不见办事! 便让女儿上

网搜索一下闫军的名字"没想到!

刚打上闫军的名字!便出现了%警

惕骗子闫军&的帖子!对他的行骗

情况进行了描述"

王华林心里咯噔一下! 联系

了发帖人! 最终确定帖子中所说

的骗子正是忽悠自己的闫军"王

华林赶紧与女儿一起到当地派出

所报案"

&%,(

年
.

月
,(

日上午!闫军

在某商店侃侃而谈时! 几名身着

警服的男子突然出现! 动作迅速

地给他戴上了手铐"

抓捕闫军的是招远市公安局

罗峰派出所民警" 民警接到王华

林的报警后!迅速出击!抓闫军归

案"

为了躲债竟然假死

民警接下来调查时却大吃一

惊! 闫军不仅到处行骗! 竟然还

%死&过一次"

闫军归案后! 对行骗供认不

讳! 但他拒不交代假军官证等物

品放在哪里"

.

月
,*

日!民警带着

闫军到其户口所在地某村调查 !

到了村口!闫军脸色却突然变了!

死活不下车不进村! 并当场在车

上打滚撒泼起来"

民警百思不得其解! 只好先

到村内调查" 进村刚一提起闫军

的名字! 对方便说了让民警震惊

的话
/

%他啊 !早死了 !都出殡

了'&

当天! 恰巧闫军家人都不在

家! 民警便通过村干部转告其父

亲第二天来派出所一趟"

%欠太多的账了!我这也是没

办法了"&

.

月
,-

日! 闫军的父亲

在派出所向民警说出了实情 "原

来!闫军在外冒充武警上校军官行

骗时!为了避免别人起疑!每次行

骗都用真实姓名!连家庭情况也如

实相告"加之!他还将有些交往的

人带到家里!让别人知道了家庭地

址"被骗的人发现上当后!找不到

闫军!便会来找闫军的父亲要求还

钱"闫军的父亲本来就没有经济来

源!将自己省吃俭用的几万元给儿

子还了一些债后!不堪重负"无奈

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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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他从外面抱了

一个骨灰盒回家!谎称闫军已经病

死了!并在村内举办了葬礼!以此

逃避追债的人"

&+,*

年
!

月
!

日! 山东省招

远市法院在看守所用简易程序开

庭审理了闫军涉嫌冒充军人招摇

撞骗#诈骗一案"%死&后复生的闫

军毫无往日神采! 满脸愁容地站

在被告人席上" 面对招远市检察

院两名检察官的指控! 闫军如实

交代了自己的行骗事实 "

!

月
,&

日!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冒充军人

招摇撞骗罪判处闫军有期徒刑二

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
&

万元"

"文中除闫军外均为化名#

快要结婚的她，忘不掉前男友

由爱生恨竟放火
!

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南 海

&+,(

年
,&

月
!+

日中午! 浙江省嘉兴市一幢住宅的四楼

突发大火!浓烟滚滚!街坊邻居见此情形赶紧报了警"没一会

儿!住在四楼的一位租户马莹#化名$回来了!着火的正是她租

住的房间"对租房着火的原因!还没来得及调查!马莹就已经

很确定$这是她男友的前女友王玉静放的火"

原来!马莹交了个男友赵大兴#化名$!赵大兴在认识马莹

之前!曾谈过一个女朋友王玉静"不久前!赵大兴和马莹说过!

王玉静要来嘉兴找他!两人为此还吵了几句"

,&

月
&#

日!王玉

静果真从河南老家来到了浙江嘉兴! 赵大兴于是安排王玉静

住在了自己和马莹的出租房里!自己则和马莹另觅住处"

王玉静从河南老家大老远来到嘉兴! 其实是怀着心事来

的!她想和赵大兴重归于好!再续前缘"虽然自己马上就要在

老家结婚了!也知道赵大兴交了新的女朋友!但想到和赵大兴

好了好几年!王玉静心里实在割舍不下"

在出租房住了一夜!到了
,&

月
!+

日中午!看看赵大兴没

有回来!王玉静用手机联系了赵大兴"这个时候!赵大兴正和

现女友马莹一起!没有理会王玉静"感觉受到冷落!王玉静闷

闷不乐!想着和赵大兴好了
*

年!付出了那么多!而今赵大兴

竟然不肯回来和自己见一面!如此绝情"王玉静越想越伤心!

拿起打火机就把床上的被子给点着了!随后便离开了出租房"

在走的时候!王玉静告诉赵大兴说!把他房间给烧了"

另一边!因为王玉静纠缠不清!生气的马莹准备回租房将王

玉静赶走!却收到了男友赵大兴发来的短信截图!说王玉静要把

房子烧掉"马莹回到出租房这边!发现房子果然已经烧了起来"

而当时在给赵大兴发短信时!王玉静还表示!自己%有分

寸的&%只烧了床被子&!没想到却引发大火!致使室内大量物

品被烧毁!严重危及了公共安全"

&+,*

年
!

月
,0

日!嘉兴市南湖区检察院对王玉静以涉嫌

放火罪向南湖区法院提起公诉"

第二天一大早! 严来财就

跑到检察院上访! 在办事大厅

里开始谩骂" 在三楼办公室的

刘光第没有听从同事的劝阻下

了楼! 他不是下楼和对方吵架!

他想再一次把鉴定的科学结果

向对方阐明! 但一看到严来财

的形象真是吃惊不小" 严来财

一身黄色的军装! 背着黄色的

挎包! 肩上还斜挎着一个军用

水壶! 让人恍然回到文革红卫

兵小将砸乱公检法的年代! 这

一身装束再配上满脸的络腮胡!

着实有些吓人"

看到刘光第出现 ! 严来财

停止了主题鲜明的谩骂! 他敏

锐地捕捉到对方脸上掠过的诧

异表情 ! 忽然咧开大嘴笑了 !

说$ %刘法医! 你总算出来了"

我来没别的什么事! 就是要你

改正鉴定! 改完我就走" 回头!

我还得上庙里烧香求菩萨保佑

你呢"&

刘 光 第 按 下 性 子 ! 说 $

%你别在这里大喊大叫了! 到我

办公室去! 我们再好好谈谈"&

%没什么好谈的! 我不想听

你讲的那些什么科学! 我只要

我想要的结果" 你改了! 我马

上就从这里消失"&

%那是不可能的! 事实就是

事实 ! 我刘光第没这个权力

改"&

%那可是你说的! 哈哈! 前

面两位公安的法医原先也是这

么说的 " 嘿嘿 " & 严来财说 $

%刘法医! 对了! 你要不要喝铁

观音) 我这壶里泡的可是正宗

的安溪茶"&

刘光第拿一脸赖皮相的严

来财没有办法! 章城市检察院

也拿老上访户严来财没有办法"

老上访户严来财早已学会见什

么官说什么话的本事! 练就一

套死缠烂打的本领! 或者说他

充分利用了我们政府部门一些

制度的软肋! 绝不触及法律的

底线! 但就是天天来挠你一下!

不痛不痒的让你拿他没有办法"

单位里天天有这么一个人像一

尊门神一样守着! 上上下下谁

看了都不舒心" 这天! 控申处

处长将刘光第叫去 ! 批评道 $

%光第! 你看看那严来财天天到

检察院来闹! 已严重影响到我

们的工作环境! 像什么样子么'

要我说! 当初你们技术处就不

该接这个案子"&

刘光第料不到领导会这么

批评他! 他想替自己申辩几句!

最终却把委屈吞进肚子里! 想

了想说$ %我觉得接这个案子

没有错! 结果更不能更改" 我

想 ! 严来财之所以这么固执 !

原因就是此前对他过于宽容迁

就"&

%那你说怎么办)& 当然明

白这些缘由的处长摊开双手问

刘光第"

怎么办) 刘光第没想到怎

么办! 他相信除了坚持没有别

的选择" 听到领导的质问! 他

低下头沉思了一下说$ %法律

的尊严和公正不能迁就! 我只

能和对方讲道理"&

然而! 严来财不和法律讲

道理! 不与刘光第讲规则" 这

天! 到县里参与一起凶杀案现

场尸检的刘光第在回城的路上

突然接到了严来财的电话" 一

听到对方沙哑得如同用砂纸打

磨过的嗓音! 刘光第全身不知

不觉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心中

浮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严来财

在电话里冷冷笑了两声 ! 说 $

%刘法医! 我想通了! 我不再到

检察院里骂人了! 那没用! 我

想好了! 我就认准你一个人"&

刘光第让车子停靠在路边

下了车! 尽量用平稳的口气说$

%严来财!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

和你说一百遍也是那三个字 $

不能改'&

%我想干什么) 我想好了!

你刘法医看来也挺固执" 你放

心! 我懂法! 我知道触犯法律

要承担什么结果! 但我坚持不

下去了! 等不了想要的结果了!

今天我就彻底触一回法了"&

%你别乱来' 我们再好好谈

谈"&

%能改么)&

%不能改"&

%那好! 我现在就在你家门

口! 与我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炸

药包" 嘿嘿! 我知道你宝贝儿

子在家! 嘿嘿"& 严来财说完挂

断了电话"

刘光第第一次乱了方寸 !

他不敢相信严来财会铤而走险"

实际上! 从这些日子与对方的

接触中! 刘光第已感觉到严来

财在上访的过程中似乎恶补了

很多相关的法律知识! 非常善

于打法律的擦边球! 而这也正

是政府及相关法律部门拿他没

有办法的原因之一" 但是 ! 不

怕一万就怕万一' 很显然! 这

严来财盯得很准! 今天自己下

县! 妻子在医院侍候生病的母

亲! 家里只有一个上学的儿子"

一时间! 他的手有些发抖着挂

通了电话$ %胖子! 你现在在

哪里) 好! 你火速赶到我家看

看 " 什么原因 ! 到时再和你

说"& 那是章城日报跑法制口的

记者胡起凡! 是个矮胖子! 刘

光第总习惯称他胖子"

连载"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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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县医院一位普通医生刘农青进入章城市

检察院& 这位青涩的年轻法医一步步成长为全国模范

检察官
*

检察院成立了以刘农青个人名字命名的(劳模

工作室)&刘农青为章城市检察院赢来了荣誉&同时也

给检察院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如何守住得来不易的荣

誉&如何顶住多方面的质疑&刘农青以科学严谨的态度

追寻蛛丝马迹&再从蛛丝马迹中探寻真相&做一名真相

转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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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钱过年，厨师起歹念
!

盛俊杰 贺 琴

俗话说 ! 兔子不吃窝边草 "

然而也有例外! 在纷繁复杂的现

实社会中! 不乏财迷心窍! 利令

智昏敢在 %窝边& 下手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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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 离一年

一度的春节只差最后两天! 年味

愈来愈浓" 湖南省长沙市一家规

模不大的茶餐厅! 女收银员廖小

珍 #化名$ 喜滋滋地通过网络订

购好火车票! 准备起早赶车回株

洲乡下老家过年" 辛苦了一年 !

一心只盼着早日回家与家人团聚

的廖小珍怎么也不会想到! 在同

一茶餐厅做厨师的何生为筹过年

费用! 竟起意害她"

何生! 男!

&(

岁! 湖南沅陵

人 ! 初中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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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何生从老家来长沙打工 ! 应聘

在这家茶餐厅做厨师 " 这年下

半年! 何生又是结婚又是生子!

开销很大 ! 使得他原本经济条

件就不宽裕的家庭 ! 面临更大

的压力 " 况且 ! 何生平日还喜

欢与人赌博! 过年前手气不顺 !

一下子又输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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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 " 眼

看春节将近 ! 他估算了一下 !

过年期间各种开销再怎么节省

最少也要
,

万元 " 然而令他颇

为失望的是 ! 单位年终工资加

奖金总共才发了
(*++

元 " 起码

还需要
*+++

元才能过年啊 ! 何

生一筹莫展"

眼看着年关难过 ! 何生先

是找餐厅老板! 想预支一些钱 !

不料老板说单位也有难处 ! 年

底又是给员工发工资 # 奖金 !

又是交半年度的房租# 水电费 !

方方面面的开销不小 " 在借钱

未能如愿的情况下 ! 何生遂产

生抢劫他人钱财的念头 " 他原

准备深夜去街头抢劫单身女性

钱包 ! 后因年前餐厅工作忙一

直未能有时间实施"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
&

月
0

日! 何生思来想去! 最终把抢劫

的目标锁定在女同事收银员廖小

珍身上" 他自认为容易得手$ 一

是单位刚发了工资奖金! 廖小珍

手头上有这笔钱* 二是廖小珍单

独居住在餐厅仓库内一个房间 !

一个女的他完全对付得了* 三是

平日他和廖小珍关系也算可以!

工作之余有事没事还能开几句玩

笑! 就算劫财失手! 他随便找个

由头也许还能蒙混过去"

&

月
,&

日! 何生在上班期间

就开始悄悄做着作案前的准备工

作 " 为了便于进入第一道仓库

门! 他装作到仓库取东西! 从老

板手上要了钥匙! 偷偷溜出餐馆

配了一把" 他还有意打听了廖小

珍的回家日期" 对这次作案! 何

生觉得颇有把握"

&

月
,-

日凌晨
(

时
(+

分左

右! 何生悄悄用偷配的钥匙顺利

打开了仓库的第一道门! 随手将

门反锁 ! 并把仓库里的灯也关

了 ! 潜伏在廖小珍门外 "

*

时

许 ! 他听到廖卧室内的闹钟响

了! 当廖小珍还有些迷糊地提着

洗漱包开门向洗手间走去时! 何

生突然出现! 手持砖块朝廖小珍

后颈部猛砸过去" 廖小珍当即侧

倒在仓库地板上 ! 她认出是何

生! 遂大喊 %救命&! 并求何生

放过她"

何生此时已完全失去理智 !

不为所动! 直至廖小珍停止呼吸

才停手" 随后! 何生将廖小珍手

上的钻戒取下! 将她的笔记本电

脑# 手机# 钱包内约
(#++

余元现

金# 房门钥匙都装入一个白色纤

维袋内! 随即伪造了现场! 清理

了痕迹! 慌慌张张逃离现场"

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廖小珍系

他人扼颈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

月
,-

日
,+

时许! 也在长

沙工作的廖小珍的弟弟怎么也联

系不上姐姐! 株洲老家的亲人也

打来电话询问缘由" 其弟弟感觉

不妙! 来到廖小珍的工作地点 !

发现了其姐的被害现场! 遂向警

方报案" 警方根据缜密分析! 很

快将犯罪嫌疑人锁定为何生"

&

月
,0

日凌晨
,

时许! 何生

尚在一家商贸城私人旅馆沉睡

中! 就被公安机关抓获" 在万家

团圆的春节就要来临之际! 为筹

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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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过年钱 ! 竟狠心索

人一条性命! 一下将两个家庭陷

入痛苦深渊! 自己也难逃法律惩

处! 这让人唏嘘不已"

!

月
(

日! 何生被湖南省长

沙市开福区检察院以抢劫罪依法

批准逮捕"

专业技术不行，偏门钻研不少

技术员只想“捞钱”
!

本报通讯员 潘芳芳 汪玉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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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江苏沭阳小伙周胜初中毕业后便到当地
123

应

聘做了技术员!主要负责音响设备维修和机房后台管理"由于

没有受过专业培训!周胜这份工作并未持续多久便因频频出错

被劝退了"辗转换了多家
123

!周胜的专业技术没精进多少!

却在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快速生财之道&!勾起来他的贪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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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周胜来到了沭阳一家
123

工作"正逢五一

假期!

123

推出充值卡优惠大酬宾活动"在后台统计数据时!

周胜发现好多春节时候卖出的储值卡使用次数为零" 周胜心

想!已经过去小半年了!卡主一直没来消费!那这卡的使用率

就基本为零了! 如果能想办法把这钱转到另一张卡中低价卖

掉就好了"即使日后卡主发现没了钱!也是找
123

索赔!与自

己无关"

*

月底的一天凌晨! 周胜值班时发现系统管理员黄某的

账号忘记退出! 便趁人不备! 悄悄利用这账号为收银员吴某

#已离职$的权限升级为可更改储值卡信息级别!并将密码改

成简单的
'$!

"之后!过了大约一个星期!又是一个凌晨!正在

值班的周胜迅速登上吴某的账号!将
$+'(

年之前办理的一直

未开通使用的储值卡进行删改#注销!并将钱直接打到事先准

备好的空白卡中"通过这种方式!周胜很快用
'+

张卡转出了

'

万多块钱"这
'+

张卡!有一半被周胜用来请朋友
1

歌消费

掉了!还有一半被他低价卖给了他人"

尝到了甜头后!周胜胆子愈发大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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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0

月!周

胜不再满足于删改卡%捞钱&!而是直接登录收银系统!将自己

的储值卡绑在其他会员信息上! 通过充值的方式连续充了

0$++

元钱到自己卡中"但这次周胜再没有前一次的%幸运&!

不少顾客反映储值卡中的钱并没充上! 店长迅速调监控进行

排查!很快发现了周胜的异常!并直接报了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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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沭阳县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依法对周

胜提起诉讼" 由于第二次盗窃时正逢
123

举行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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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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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店庆大酬宾!周胜盗窃后未能消费便被发现!审查起诉

期间! 检察机关最终将第二次

盗窃额定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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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钱"

经江苏省沭阳县检察院提

起公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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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

当地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周胜有

期徒刑八个月! 缓刑一年! 并

处罚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