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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人简介

陆光曦，1970年1月生，
江苏无锡人，1998年参加检
察工作，现为该院未成年人检
察科科长，先后被评为无锡市
人民满意检察官、无锡市
2014年“最美人物”。

“借”钱为何不便还
!

郭筱琦 杜 艳 王 馨

!陈飞" 你口口声声说张

某是你的好友" 却在张某父亲

急需用钱救儿子时" 诈骗这名

年近七旬的老人" 使其血本无

归# 希望你能正确认识自己的

行为" 对自己的供述负责#$

!"#$

年
%

月
$

日 " 江苏

省无锡市滨湖区检察院公诉人

陆光曦出庭支持公诉" 对涉嫌

诈骗罪的被告人陈飞进行讯

问# 陈飞与张某是狱友" 张某

刚出狱就因涉嫌诈骗被警方带

走 " 急需筹措赔偿款才能和

解# 张父只筹到
!&$

万元" 陈

飞便将张父带到南京某小区

!帮借余款 $" 让张父原地等

候" 自己将张父所筹的
!&$

万

元带走后逃之夭夭# 自归案以

来" 陈飞始终对自己诈骗一事

矢口否认" 但在陆光曦的讯问

下哑口无言 #

%

月
!'

日 " 无

锡市滨湖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

陈飞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

罚金人民币
$"""

元" 责令退

赔被害人
!&$

万元#

!我没有诈骗" 钱是我向

张某借的" 数目也不对" 我被

他坑了#$ 陆光曦宣读完起诉

书" 陈飞便对起诉书内容表示

异议#

陆光曦并没急着反驳" 而

是问起了陈飞与张某的关系%

!你自称与张某是好友" 你们

是如何认识的&$

!他是我在监狱服刑时的

狱友" 我们很谈得来#$ 陈飞

从容答道#

!你原本接张某出狱" 为

何又去上海&$ 陈飞沉默片刻"

眼珠一转% !听说张某在上海

有案件未结" 警察找他处理"

我便开车送张某父亲过去#$

被问到是否帮助被害人从

()*

机上取款时" 陈飞强调

是张某让其父 !一切都听我安

排$ 的#

!那你是怎么安排的呢&$

陆光曦不失时机地发问" 眼前

的陈飞却愣住了 # 陆光曦见

状" 接连抛出一串问题" 直指

陈飞到南京向 !朋友 $ !借

钱$ 的细节#

陈飞只说自己确实答应到

南京帮张某父亲向朋友 !大

军$ 借钱#

!为何你独自进入小区 &

借钱人亲自出现不更好&$ 陈

飞愤怒地说道% !他们父子串

通一气" 说的都是假话" 不能

作为证据'$ 陈飞说自己没借

到钱便独自回了镇江老家# 陆

光曦提出了所有人心中的疑

问%!为什么不将钱还给张父"

而是自己独自回家了&$ 陈飞

无言以对" 沉默着#

!之后张某有没有联系你

还钱&$

!联系了#$

!你有没有还&$

!没有#$

!为什么不还&$

面对连珠炮似的提问" 陈

飞的额头上冒出汗珠% !因为

我不在当地" 又要去无锡" 不

方便还钱#$

!拿着好友的救命钱" 还

钱不是最重要的事吗&$

陈飞又一次陷入沉默#

陆光曦没放过突破的机

会% !现代金融发达" 只要一

个账号" 不见面也能打款给对

方" 你为什么没还&$

见陈飞继续沉默和回避问

题" 陆光曦从容不迫" 向法庭

出示证据" 张某曾与陈飞短信

联系讨要钱款" 陈只回复 !对

不住你" 借的钱我会还$" 具

体时间地点只字不提" 明显欲

将钱款据为己有#

陈飞归案后" 他与张父单

独对质的视听资料中" 他不但

肯定了 !两万多块钱 $ 的数

额" 还劝诱对方撤案" 才肯还

钱#

话音未落" 陈飞顿时面红

耳赤 " 但仍不肯承认犯罪事

实#

面对陈飞 !顽抗到底$ 的

态度" 陆光曦十分严肃% !被

告人在公安机关的多份笔录以

及提审笔录均前后矛盾% 自称

帮助被害人向人借钱" 但又未

具体约定接头位置" 并执意独

自进入小区( 案发后坚称会还

钱" 但
%

个多月内在被害人的

催促下仍未归还" 占为己有意

图明显 #$ 陆光曦语气一顿 "

!相反 " 被害人系主动报案 "

描述事情经过均得到了相关证

据的印证" 前后陈述一致" 可

以采信#$

!由此看来" 被告人陈飞

谎称帮助被害人筹钱" 需要让

借款人看到已筹得的
!+$

万

元" 骗取被害人信任获得现金

后 " 以进入小区借钱为名潜

逃" 后在被害人张某父子多次

催促下始终未偿还款项" 其行

为符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虚

构事实骗取他人钱财" 已经构

成诈骗罪#$

12岁开始流浪

!

口述!蒋 林 整理!王德生

!,#$

年
%

月
#-

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小光!化名"因涉

嫌犯盗窃罪被鸠江区法院依法提起公诉!可我却愁容满面"

公安将小光带至我院后!小光心脏病突然犯了!呕吐不止

并且昏倒在大厅!我被吓蒙了!看到小光那样!我特别心疼"

小光刚满
#-

岁!

!,#$

年
!

月
!#

日! 派出所民警巡逻时

发现其形迹可疑!对其进行盘查后发现其多次盗窃!遂抓其归

案"

!,#$

年
%

月
.

日该案被移送至我院审查起诉"

小光的身世较为坎坷!

%

岁时被父母遗弃!后被送至芜湖市

社会福利院收养!在这里度过了
-

年时光"小光刚到福利院!被

诊断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在福利院的帮助下!他顺利做了第

一次心脏手术!但这只是开始!他仍然需要后续的治疗和手术"

/,

岁时!小光被母亲和叔父从福利院接回家中!寄宿于

叔父家"但好景不长!叔父举家迁往外地!双亲一个患病去世!

一个患有智障走失!他瞬间无处可去"他想回福利院!可福利

院拒绝了他"

于是!

/!

岁时!他开始流浪!一些快餐店成为他#温暖$的

家!但常睡得正酣!就被服务员赶了出去!多数夜晚!他流落于

公园%桥洞等地方"

从
!,/%

年到
!,/$

年!他先后盗窃
/,

余起!主要盗窃电

动三轮车和电瓶车!到手后多是变卖折现!维持生计"被抓获

归案前的最后一次盗窃发生在
!,/$

年
!

月
!/

日凌晨! 他在

网吧趁被害人熟睡!将其钱包内的
%,,

余元现金盗走"

&我没有学历%身体不健康!根本找不到工作!更别说自力

更生了'$面对&你为什么要盗窃$的讯问时!小光的回答让我

无力反驳"

小光与一般的未成年犯不一样! 一般的未成年犯大多是

主动犯罪!但小光的行为背后!却是一个家庭的无助和社会救

助的缺位!这是我在走访他的社会关系后的突出感受"

&你们调查我有什么用!怎么不查查我的父母($他口中的

父母!便是自己的叔父)

!,/$

年
%

月
/.

日!辗转与小光的叔父联系上后!叔父表

示!其当初仅是陪着孩子的母亲将孩子从福利院领回!并未领

养小光!领回后想让其接受正规教育!但因小孩&顽劣$!上学

之事便不了了之"随后举家迁出!无力帮扶小光"

&当孩子找到家人以后!我们福利院是不能接收的"$面对

福利院当初为何拒收的质疑!福利院王副院长这样答复我"

王副院长介绍!

!,,0

年小光的母亲和叔父携带了当地

村委会和派出所的证明! 当时他的叔父表示愿意抚养! 将孩

子从福利院领走" 此后小孩的叔父是否领养了小孩! 他们并

不知情"

在小光
/!

岁到
/-

岁这
$

年最重要的生长期里! 他孤独

且艰难地活着 " 希望在未

来的日子里 ! 政府部门 %

公益组织 % 福利机构能不

再缺席"

"作者单位! 安徽省芜

湖市鸠江区检察院#

宣 战
!

口述!张寿珍 整理!卢清华

屈指算算!我从事公诉工作已有
!%

个年头了"这么多年

来!我经办的案件到底有多少!也没法统计了"不过!像我们科

的干警!每年办上
/,,

起案子!是很正常的"我后来主要办理

案情较为复杂!特别是一些黑恶势力犯罪案件"

我们说的黑恶势力犯罪案件!除了*刑法+分则中规定的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类犯罪案件外!还包括社会

上的&刺儿头$!有目的 %有组织地结成 &一帮人 $!专司实施

&打%砸%抢$等犯罪活动-还有的就是!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或

者有一定&保护伞$罩着的不法分子!利用他们手中通过不法

手段攫取的权力!明里暗里地侵害群众集体或个人的利益)

十多年前!我办理的第一起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永生难忘)

那是一起职务侵占案!犯罪嫌疑人李国是某村支部书记!手下

笼络了&一帮人$!欺行霸市等无恶不作)李国在侦查阶段对其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可到了审查起诉阶段!却说自己在侦查阶

段受到了刑讯逼供!态度蛮横至极)甚至!他还威胁我说!如果

他被判有罪!用不了多久!肯定会有人将我或者我的家人&如

何如何$)

当时!我审查完李国的案卷后!发现用于定罪量刑的证据

并不确实充分!严格地说!案子还达不到起诉要求)而就在那

个节骨眼儿上!我的家人经常接到一些口音不同的匿名电话!

对方威胁家人让我不要&多管闲事$)

其实!我也不是不考虑家人的安危)但我还是想将这个案

子办好!还事实以真相!让法律做评判)自己经历了如此威胁!

平常百姓应该比我背负得更多)这使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

也得向他们做个交代)

为了固定证据!我曾两次提审李国)

最终!李国一审以职务侵占罪%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八年!其涉嫌的
1

起犯罪事实全部被法院认定)一审宣判

后!李国表示服判!没有提出上诉)

我们区位于临沂市中心区域! 辖区内有全国第二大商品

集散市场! 区年均流动人口
$,

多万人) 我们院的公诉案件

受理数! 一直居全市各县% 区院之首! 并且每年都以
/,2

至

/$2

的速度递增! 发生在这里的黑恶势力犯罪! 正是以不断

增加的流动人员做掩护! 隐

蔽性极强 ! 给打击带来难

度)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沂

市检察院$

铁锈辨真凶
!

郭亚峰 刘艳霞

!,/3

年
/!

月
/0

日" 河南省

许昌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

处被告人连铁良有期徒刑十五

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近日 "连

铁良被送往许昌监狱服刑#至此"

盛传于禹州市褚河乡!替子顶罪$

的传言不攻自破#

承办该案的许昌市检察院检

察员袁向娜在她的办案日记中写

道%杀人案件人命关天"尽管有时

案情会扑朔迷离" 但只要锁定关

键证据" 去伪存真" 终会真相大

白#在聚志刚被杀一案中"犯罪嫌

疑人连铁良腰带上的铁锈对辨别

真凶起到了关键作用#

!,/%

年
.

月
/.

日
/.

时 "禹

州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报案" 禹州

市褚河乡枣王村村民聚志刚在自

己家中被人用刀捅伤# 禹州市公

安局民警调查后发现 "

!,/%

年
.

月
/.

日下午"连铁良在村头与同

村村民蔡成彬下棋时发生口角并

殴打蔡成彬" 蔡成彬的养子聚志

刚得知养父被打后对连铁良进行

殴打#当晚
-

时许"连铁良的儿子

及两个女儿先到聚志刚家找聚志

刚理论#随后"连铁良与其女婿赵

志北一起赶到聚志刚家# 连铁良

到聚志刚面前后" 聚志刚就被刀

戳伤" 倒地不久因失血过多不治

而亡# 后连铁良向公安机关投案

自首#

但被害人家属却提出当时连

铁良一家人都围着聚志刚" 连铁

良的儿子 ) 女婿都有杀人嫌疑 "

!替子顶罪$这一说法迅速在村中

传开"真相变得扑朔迷离#

为查清真相"许昌市检察院公

诉处处长王京伟和检察员袁向娜

提前介入侦查活动#他们首先到禹

州市刑侦大队对该案已有证据材

料进行了详细了解"发现该案除了

被告人连铁良案发后投案自首)供

述稳定外"还存在关键物证%一是

本案的凶器"一把带有被害人血迹

的单刃刀(二是从现场提取的沾有

被害人大量血迹的
)

恤" 该
)

恤

系连铁良女婿当日所穿#

.

月
!3

日"王京伟和袁向娜赶

赴禹州市褚河乡枣王村查看了案

发现场#他们查看了被害人倒地时

的血泊"询问被害人亲属)被告人

家属凶案发生时每个人所处的位

置"并听取了被害人亲属的意见#

围绕作案凶器上为何会有连

铁良儿子指纹这一疑问
4

向当场人

证和办案民警核实后了解到 %连

铁良作案后" 其子抱住连铁良并

将凶器抢过来" 后扔在被害人邻

居家的土堆里" 因此刀柄上会有

连铁良儿子的指纹#

围绕连铁良女婿所穿
)

恤为

何会沾有被害人大量血迹这一疑

问"经询问了解到 %案发后 "连铁

良女婿被被害人母亲拉扯" 而被

害人母亲曾用手捂被害人伤口 "

手上沾有大量血迹" 故连铁良女

婿衣服上沾染了被害人血迹#

这基本排除了连铁良儿子和

女婿作案的嫌疑# 但被害人亲属

一直反映连铁良的儿子和女婿也

参与了作案" 如何用强有力的证

据打消被害人亲属的怀疑&

此时" 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

的两个细节引起了王京伟的注

意%一是根据连铁良供述"他在和

女婿赵志北一起赶到聚志刚家

时"怕拿刀被看到"所以他就把刀

插到后腰皮带上用衣服盖着 #二

是有目击证人证实" 连铁良刚走

到聚志刚跟前 "聚志刚就 !嗨 $了

一声倒在了地上# 这说明了一个

问题" 如果本案的作案凶器是连

铁良带到作案现场的" 那么连铁

良的儿子和女婿根本没有机会在

那么短的时间里夺过刀再行凶 "

所以" 作案凶器被谁带到现场就

成了锁定本案凶手的关键#

王京伟突然说%!对连铁良的

衣裤和腰带进行鉴定'$

.

月中旬"

天气比较热"腰带上有汗液"而将

匕首往皮带上插时应当比较用

力"如果连铁良供述客观真实"腰

带上可能留下铁锈的痕迹# 根据

许昌市检察院的建议" 侦查机关

很快就对连铁良及其儿子和女婿

当日所穿衣裤和腰带进行鉴定 #

最后" 从连铁良腰带上鉴定出与

作案凶器相一致的铜氧元素 "证

明了行凶的刀就是连铁良带到现

场的" 从而也证实连铁良供述的

真实性#另外从连铁良所穿上衣)

裤子) 鞋子上均检测出被害人血

迹"且呈喷溅状"现场又有多名目

击证人看见连铁良行凶" 而被害

人家属关于连铁良儿子) 女婿参

与作案的怀疑得到了合理排除 #

最终该案得以顺利诉讼"!替子顶

罪$的传言最终烟消云散#

村民因灌溉水源被污染致200亩莲藕绝收，检察官主动介入调查，联合多部门共同执法，护民生产安全———

水清才有丰收年
!

本报记者 高传伟

通讯员 孟红梅 刘彦州

!种莲藕比种其他农作物收

入高多了#去年"一亩莲藕收入多

的有一万多块"最低也有
1"""

多

元#$

%

月
/0

日"气温下降了近
/"

度"还下着雨"可这依然挡不住西

志节村村民田间劳作的脚步 #望

着堆满了粪堆的田地" 谈起种莲

藕的效益"一身泥水的他们"掩饰

不住内心的喜悦#

莲藕田边" 一条河水静静流

淌"清澈碧绿"水量充沛#然而"一

年前"因这条河水被污染"该村所

种的
!""

亩莲藕"差点绝收#

莲藕因污染绝收

!"/3

年
$

月
!"

日"濮阳市检

察院侦监处干警陈怀俊正在浏览

当天的报纸# 这是他发现案件线

索的一个有效途径#

当看到*濮阳清丰县
!""

亩莲

藕几乎死绝" 疑为企业排污所致+

的报道时"陈怀俊心里咯噔一下#

该报道显示" 家住清丰县阳

邵乡西志节村的孔海元"

!"/3

年

%

月" 他在自家田里种了十几亩

莲藕" 直接用田旁一条河里的水

进行灌溉# 第一次) 第二次" 莲

藕长出了绿叶" 在水面上连成绿

油油一片 # 望着长势喜人的莲

藕" 孔海元的脸上乐开了花# 然

而"

3

月份" 他给莲藕进行第三

次灌溉后 " 他就再也乐不出来

了# 绿油油的叶子开始打蔫" 慢

慢就枯死了# 其他种植户和孔海

元的遭遇一样# 原本绿油油一片

的
!""

亩荷塘" 没有几天变成了

光秃秃一片#

村民们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

那条用来灌溉的河流" 发现水是

黑的"还很臭#!前两次浇水"水可

清了"第三次浇水后"才发现水越

来越黑"莲藕也跟着枯死#挖一块

莲藕" 掰开后" 里面已经开始溃

烂#$ 村民们找到了问题的原因"

随即向清丰县环保局和濮阳市环

保局反映情况#但由于种种原因"

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陈怀俊随即将看到的信息向

院领导进行了汇报" 濮阳市检察

院立即向该市环保局提出督察建

议" 并要求清丰县检察院立即介

入案件调查#

检察建议引重视

!接到市院的通知"我们与县

环保局展开联合调查#$清丰县检

察院侦监科干警南晓磊回忆道 "

他们从莲藕死亡地开始" 一路走

访"取样调查"并结合当地群众的

举报" 发现了包括毛巾厂在内的

众多排污口#

!很远就能闻到刺鼻气味 "

走近一看 " 河水发黑 " 污染严

重 #$ 莲藕是村民们的主要经济

收入" 为此" 他们投入了大笔资

金# 就这样被污染损害" 给他们

的生活势必造成巨大损失# 不仅

莲藕" 当地种植的其他农作物也

受到影响" 群众信访不断" 对有

关部门推诿扯皮" 问题得不到有

效解决极为不满#

实地调查后" 清丰县检察院

就莲藕枯死原因) 相关部门相互

推诿难以归责等问题向该县政府

发出检察建议" 要求进行专项治

理#与此同时"检察干警多次到该

县环保局调查情况" 就有关问题

沟通协商#

清丰县政府高度重视"采取拉

网调查的方法"对相关企业逐一排

查"对排污不达标的十几家企业进

行了关停拆除#但河水污染问题并

未得到解决" 且河中仍有污水排

放# 陈怀俊说%!河流上游在濮阳"

上游河水依旧污染严重"不只是这

十几家工厂的问题# $

由于造成污染的原因并未彻

底查清" 濮阳市检察院建议该市

环保局对造成污染的上游水源进

行检查#市环保局经过全面调查"

就清丰县阳邵乡莲藕枯萎事件向

市委)市政府进行了报告#与此同

时" 检察机关的建议也引起了濮

阳市委的高度重视" 要求相关部

门彻查真相" 严厉打击各类环境

违法犯罪"扭转环境恶化局面#

各部门联合治污

一场由 !莲藕$ 事件引发的

!环保风暴$强劲!登陆$#

!"/3

年
1

月
//

日"濮阳市政

府召开专题会议"制定了*濮阳市

!环保风暴$专项行动方案+"成立

3

个重点案件查处组" 抽调
1"

名

公安干警参与此次行动#

1

月
/%

日" 濮阳市华龙区检

察院监督环保部门移交朱进平涉

嫌污染环境一案# 经公安机关查

明"

!"/%

年
1

月至
!"/3

年 !环保

风暴$袭来之前"朱进平在濮水河

边一出租院内"用锅炉蒸洗罐车"

将所产生的废水混合物" 未采取

任何措施直接排放在院内一个私

自开挖的土坑内" 废水未经过处

理直接渗入地下#

但由于其行为隐秘" 取证困

难" 濮阳市检察院和华龙区检察

院多次和市环保局进行沟通" 建

议对污水进行检测" 根据 *国家

危险废物名录+ 及 *国家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 + " 将该水评定为

!危险废物$" 并经勘验检查" 换

算出排放废水为
$"

余吨# 此外"

在公安机关立案后" 华龙区检察

院提前派员介入案件" 引导公安

机关侦查取证" 并在法律适用方

面与侦查人员达成共识" 认定朱

进平排放的危险废物为
$"

吨 #

其中甲苯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超

过 *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的

最高限定值
.&!1

万倍 " 其他苯 )

乙苯) 二甲苯) 石油类也严重超

标" 朱进平的行为属于严重污染

环境行为#

!"/3

年
0

月
!"

日"华龙区检

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朱进平批准逮

捕" 并于
/"

月
!1

日将该案起诉

至法院#

/!

月
/

日"朱进平因犯污

染环境罪被华龙区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六个月#

重返水碧天蓝时

濮阳市自!环保风暴$行动以

来" 全市检察机关监督环保部门

移送污染环境案件
3

起#其中"苏

某) 花某等人在濮阳市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管理所一库区提升井

内倾倒
3"

吨危害废物一案"由濮

阳市检察院建议市环保局移送

后"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另一起

案件" 濮阳市永金化工公司涉嫌

污染环境一案" 目前也由环保部

门移送到公安机关#

从向环保部门提出专项调查

建议"到介入案件调查"濮阳市检

察机关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 "

推动濮阳市政府在全市开展环保

专项活动"联合执法"先后排查企

业
!""

余家" 关闭或取缔违法企

业
!.

家#

去年以来" 该市检察机关在

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查处

了一批破坏生态环境) 危害民生

的违法犯罪案件" 对查办案件中

发现的问题" 向有关部门提出整

改意见和建议" 使全市的环境污

染问题得到了有效整改" 还老百

姓一片蓝天净土#

资料图片

办案检察官正在向当地的莲藕种植户了解情况

陆光曦出庭支持公诉正在指控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