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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医院一位普通医生进入章城市检察院$

这位青涩的年轻法医一步步成长为全国模范检察官
*

检

察院成立了以他个人名字命名的 '劳模工作室($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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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年轻的法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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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无力支付巨额赔偿金及

妻子要坐牢的双重压力下! 宋

水秀的丈夫选择了喝农药自杀"

就这样! 一起原本并不严重的

民事纠纷案演变为重大的刑事

案件"

待刘光第简单地陈述完案

件 ! 何立新就摇头叹息道 #

$农村人真是见识太浅! 怎么也

不至于自杀啊%&

$问题就出在这创口的长度

!"#$%

上'& 刘光第心情有些沉

重! 自己饮了一杯%

$

!"#$%

是个微妙的数据 !

它是判定轻伤还是轻微伤的分

水岭%& 一直认真倾听的胡起凡

解释说%

刘光第向胡起凡投去赞赏

的目光! 接着说# $出了人命

案 ! 自然惊动了我们检察院 !

检察院领导批示叫我介入此案%

那是我刚到检察院不久! 还算

见习期吧()&

胡起凡一听当下就打断刘

光第的讲述说# *刘哥! 我记

得当时轰动章城法医界的还有

一个纠正公安老法医鉴定的案

件 ! 那时候我还没跑政法口 !

但我们章城日报报道过 + 咦 !

那时你也还在见习期! 你说的

这个案子倒从来没听你提及

过"&

*无颜提及啊'& 刘光第轻

轻一叹道# *我只要回想起死

者宋水秀的丈夫喝农药自杀时

那痛苦扭曲的表情! 就觉得他

是向所有的法医控诉"&

胡起凡和何立新品味到已

有几分酒意的刘光第语调中的

无奈与沉重 ! 一时都沉默了 "

隔壁间猜拳的声音隐约穿过不

太隔音的墙传过来! 让这静有

了一种凝重感"

*其实这是一件扎扎实实的

冤案! 而造成冤案的起因是法

医的失职'& 刘光第再次开始讲

述"

当时! 还在见习期的刘光

第临危受命接受了检察院委以

的勘验复查任务 " 人命关天 !

林娅花的伤口重新回到检察院

法医的视线里" 刘光第在与农

妇林娅花面对面之前! 依例已

了解了整个案件发生及升级为

人命案的过程! 他知道自己的

复查鉴定将决定案情的性质 "

在与林娅花双眼交流的一霎间!

对方眼里闪过的一丝惊慌被敏

锐的刘光第捕捉到了! 心中隐

约升起一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

重新对林娅花额部的伤口进行

复查时! 刘光第凭着医学上的

经验科学地鉴定出! 当时宋水

秀给林娅花伤害造成的伤口仅

为
&"'$%

! 而非此前公安法医

鉴定的
!"#$%

" 这是两个影响

案情性质的数据! 也就是说林

娅花的伤情只构成轻微伤" 一

开始! 刘光第也有些怀疑是不

是自己搞错了! 因为拿出第一

份鉴定的法医可是一位从事多

年法医工作的法医" 然而! 经

过细心的再次复核! 刘光第果

断出具了法医鉴定报告! 并向

公安机关指明本案的伤情存在

造假行为" 半信半疑的公安机

关对案件重新进行侦查! 果然!

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原来! 在宋水秀与林娅花

争打案发生当天! 自知闯祸的

宋水秀选择了逃跑! 林娅花则

在家人的护送下到木亭卫生院

治疗! 缝合创口两针! 此时伤

口尚为
&"($%

" 当天 ! 在接受

木亭派出所询问后! 林娅花与

其丈夫张茂盛又来到了香溪医

院再次检查伤口并办理住院手

续" 无端受伤的他们无法出这

口气! 在找法律界人士了解到

伤口大小将决定伤情的轻重 !

不仅可以报对方争土埕之恨 !

而且可以拿到更高额的赔偿 "

于是! 张茂盛通过熟悉的麻醉

科医生找到外科当班的杨医生!

要求给予 *特别& 的关照" 杨

医生看到对方夹在病历卡里的

几百元钱! 心领神会! 按照对

方要求在原伤口上进行扩创 !

将
&"($%

拉长为
!"#$%

" 最终 !

香溪公安分局的法医并没有认

真重新复核伤口! 仅草草看了

看就根据香溪医院杨医生出具

的病例鉴定伤口为
!"#$%

" 就

这样! 一个轻伤的法医鉴定无

端炮制出来了"

胡起凡和何立新早被刘光

第讲述这个案情时那种沉重的

语调弄得无语" 特别是胡起凡!

他没想到刘光第内心里竟还埋

藏着这么一个沉重的秘密"

似乎艰难地讲述完这个案

例的刘光第脸上忽然扯出了一

个含义不明的笑说 # *立新 !

刚才你说我为什么要坚持! 那

么! 现在你该明白了吧" 事情

其实并不复杂! 但是,,但是!

一个错误的鉴定导致了一个人

的死亡' 几百元钱' 也就是区

区几百元钱! 让医生昧了良知%

当然! 我们可以指责医生的职

业道德! 也可以追究他该承担

的法律责任% 但是! 一条人命

没了% 我想! 如果当初那个开

出第一份伤情鉴定的法医认真

一些! 职业一些! 也就是你所

说的坚持! 悲剧必然不会发生

了%& 说着! 刘光第握拳想砸向

桌子! 到半空中却收回来变成

了巴掌抹了一把脸! 把笑一把

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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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流落民间的“高干女”？
!

本报记者 马菲菲

通讯员 王荣华

傍上*高干女($

*豪叔(也掉进圈套

张伟-化名.现年
)&

岁!性格

文弱! 原在一家地产公司工作 +

&((*

年!张伟经朋友介绍!认识小

他
+

岁的女子魏娜!后二人同居!

住在张伟家中+

&((,

年! 魏娜向张伟一家撒

谎! 说她其实是某中央领导人的

*私生女&!流落民间!并称她是某

知名地产集团高管的 *干女儿&!

魏娜还让张伟辞去原来的工作 !

做好去地产集团工作的准备+

张伟信心满满地等着魏娜*干

爹&给他安排工作!哪知后来一直待

业在家+张伟和魏娜交往期间!有一

次将魏娜所谓的身份透露给自己

一位*土豪&叔叔王岩松!化名"+

王岩松是张伟母亲原来的同

事!经商多年!家资雄厚!王家与

张家交往几十年!相处融洽+王岩

松一直很关照张伟这个侄子!还

曾多次出钱带他出国旅游+

&(+(

年
&

月! 魏娜向张伟透

露! 称她有能力通过内部高层渠

道!以
#(

万元的价格购买面积为

)((

平方米的*国务院特供房&+

张伟有一次到*豪叔&王岩松

家里玩!说起这件事+王岩松知悉

后!与张伟一家前往看房!并决定

购买!通过张伟转交给魏娜
#(

万

元现金+几周后!魏娜以同样的手

法!虚构另一套内部特供房!再次

骗取王岩松
#(

万元现金+

&(+(

年
)

月! 魏娜谎称能够

通过*干爹&的关系!以内部价格

购买某地产集团开发的海南别

墅!并让张伟询问其*豪叔&是否

有购买意向+

*豪叔&将购房信息告知其表

弟!二人和张伟/张伟的父母专程

到海南看房!其间张伟特意叮嘱王

岩松一行人! 因是内部特供别墅!

不要和售楼处的人谈起买房的事

情%王岩松和表弟当场决定购买两

套别墅!后来分多次通过张伟给魏

娜汇款
+(#(

万元%

为了早日拿到这个所谓的内

部特供别墅! 王岩松的表弟媳妇

还招待魏娜和张伟等人到四川乐

山游玩!魏娜信誓旦旦!表示不仅

房子没问题!还赠送家具%

馅饼太美! 可是一直没落到

地上来%因为迟迟不能交房!王岩

松的表弟媳妇始终不放心! 忍不

住到售楼处悄悄询问关于自家购

买的那套别墅的事情!结果一问!

发现自己根本不是房主! 别墅早

已卖出!主人另有其人%

&(++

年
)

月! 王岩松多次索

要房屋!魏娜以别人占房/地产集

团违规建设被查处为由推迟交

房%眼见要不到房子!王岩松遂要

求退钱%他哪里知道!魏娜拿到钱

后大肆购买豪车/奢侈品!多次去

澳门赌博!大部分都挥霍掉了%

&(+!

年
+

月! 王岩松见房款

两空!无奈之下只好报案%截至案

发前! 魏娜退款
&((

万元! 尚有

-#(

万元未退赔%

诈骗伎俩荒唐$

更有荒唐者信之

行骗时! 魏娜只不过是个不

满
)(

岁的年轻姑娘!而王岩松早

已年过半百!是个经商多年/阅历

丰富的成功商人% 以常理推之 !

+((

万元购买两套位于市中心繁

华地段且面积为
)((

平方米的高

档住宅!

+(((

万元购买两套位于

海南休闲度假区的高档别墅!无

异于痴人说梦%

对于这起令人费解的诈骗

案!王岩松事后这样解释!他之所

以决定购房!原因有二#一是与张

家有几十年的交情!基于信任!料

想张家所称魏娜的情况应该不

假0二是其招待张伟吃饭时!张伟

不止一次在席上与中央领导人通

电话! 而且声称自己与魏娜二人

经常与中央领导人往来%

商人逐利! 基于与张家的多

年交情!*豪叔&就抱着宁可信其有

的心态往陷阱里跳了% 案发后!王

岩松说! 魏娜曾当面向他说过!她

和*干爹&某知名地产集团高管一

家以前是邻居!张伟也曾在他面前

和魏娜口中的某中央领导人通电

话!他听见张伟称呼对方*爸&%

对于魏娜的种种说法和做

法!张伟也从没表示过怀疑!甚至

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也相信 %

&((-

年!魏娜称为张伟生下了双胞胎!

但张伟从来没看到过孩子! 因为

魏娜说! 孩子生下来就被中央领

导人的秘书抱走抚养了! 中央领

导人一直不让他去看孩子% 了解

张伟被魏娜欺骗的过程后! 不得

不令人为之感慨# 如此荒唐的骗

局! 也只有在瞎猫碰上死耗子的

时候才能实现! 才能不枉负魏娜

的一片*良苦用心&%

在张伟与魏娜交往同居之

后!

&((,

年!张伟父母无意中发现

魏娜已婚! 不同意她和儿子继续

交往!但魏娜称自己患了癌症!经

张伟游说父母!方得留住张家%

端正心态$

别奢望天上掉*馅饼(

张伟待业在家期间!*干爹&多

次打电话给张伟!让他帮忙看房并

留意地产项目%而张伟则多次与魏

娜跑到顺义等地*考察地皮&%

早在王岩松购房之前! 魏娜

以同样手段骗了张家购房款
+(

万元!张家没见到房子!但也没追

究! 因为魏娜多次用从王岩松那

里骗的钱以张家人的名义买进口

豪车!魏娜对此举的解释是*想离

婚!不想名下有任何财产&%后来

在王岩松索要房款期间! 张伟一

家多次接到魏娜所谓中央领导人

*父亲&的电话!要求他们不要逼

魏娜还款!并威胁会对张伟不利!

*父亲&还能说出张家银行卡的余

额!同时要求张家给魏娜汇款
&(

万元!后又以请客为名!要求张家

汇款
*

万元!张家均照做%

案发后经查!魏娜所谓的*父

亲&*干爹&所用电话号码!实为魏

娜用自己的号码拨出! 而不同身

份所发出的不同声音! 系经过变

音处理的结果%

办案人员还了解到!魏娜已经

.

年没回过父母家!父母只知道她

一直没有工作! 平时也不联系!他

们从未见过张伟这个人!

&(+(

年

装修房子时!魏娜曾借给父母
,

万

元!后来陆续还了她%

&(+!

年
++

月
&,

日! 北京市

检察院第三分院以诈骗罪将魏娜

依法提起公诉 % 法院查明 !

&(+)

年!魏娜谎称自己是某中央领导人

的*私生女&!以购买所谓的*国务

院特供房&和海南别墅为名!诈骗

事主
-#(

万元人民币 %

&(+#

年
)

月
+,

日! 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

魏娜无期徒刑%魏娜不服!提出上

诉%案件目前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承办检察官米雪表示!诈骗无

外乎利用人性贪婪/急功近利的一

面! 制造某种唾手可得的假象!诱

惑人们往*陷阱&里跳%只有从根本

上端正心态!不奢求/不贪婪天上

掉下的 *馅饼&! 才能避免落入圈

套%针对本案以购买特供房为由行

骗的现象!反映出当事人迷信*潜

规则&的心理!在法治日渐昌明的

今天!*权力寻租& 的空间越来越

小!人们一定要走出*跑关系谋私

利&的阴影!避免上当受骗%

表哥中奖500万，出家表弟不淡定
!

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潘剑峰

现年
!+

岁的浙江三门人林后

领游手好闲!爱好赌博!欠下不少

债%后来为了躲债!他跑到外地的

一座寺庙出家%出家后的林后领本

应洗心革面!然而来自老家的一则

喜讯却再次点燃了他心中的欲火%

&(++

年
.

月! 林后领的表哥

孙某买彩票中了
#((

万元大奖 !

亲戚朋友都非常羡慕% 这一喜讯

很快传到了已出家的林后领耳

中!他瞬间不淡定了!一心想从表

哥那里拿点钱%接下来的一年!已

没心思出家的林后领多次向自己

的舅舅和表哥孙某提出借钱%

由于舅舅和表哥均知道林后

领有赌博恶习!因此拒绝借钱给他%

林后领怀恨在心!多次发短信给表

哥!扬言决不让他有好日子过%

&(+&

年
*

月的一天! 多次借

钱未果的林后领从外地跑回三门

老家!并于深夜时分!来到表哥孙

某家门口! 将一把水果刀插在大

门上! 发短信要求孙某借
)(

万

元%见表哥没有回应!他又于两天

后的深夜再次来到孙某家! 用美

工刀划破了孙某停在家门前的三

轮车轮胎! 还将一把西瓜刀插在

了晾晒的衣服上% 接下来的一周

时间里! 林后领又多次发短信给

表哥! 表示如果不给其
)(

万元!

就将表哥及其家人全都杀掉%

眼见孙某没有给钱的意思 !

林后领终于坐不住了! 于
*

月
+.

日夜晚带着水果刀和美工刀来表

哥家闹事! 结果被舅舅呵斥了一

番% 恼羞成怒的林后领将刀具狠

狠地拍在桌上大吼着#*反正从现

在起!你家里别想安稳!有本事就

去报警%&表哥见林后领已经无法

理喻!无奈报警%林后领被闻讯赶

来的公安民警抓获%

&(+)

年
+

月! 林后领被三门

县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并处罚金
+

万元%

&(+!

年
+(

月! 林后领刑满释

放%出狱后他仍没有*原谅&表哥!他

想买彩票!打算*如果能中奖就放过

他!孙某"!中不了就和他拼命&%

&(+#

年
+

月!林后领身上的积

蓄所剩无几! 中彩票的好运也没

能实现%

+

月
+!

日下午! 林后领带

着仅剩的
+((

元坐车去浙江台州!

买了
.

瓶毒鼠强!结果因钱花完回

不了三门!便起了抢钱的念头%

第二天凌晨
&

点左右!林后领

在一居民楼门口看到女子谢某独

自一人拎着包! 遂持刀上前抢包!

因谢某拉住包不放!林后领便朝她

背上捅了一刀!然后取走了包内的

)((

余元现金% 案发后经鉴定!谢

某的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

林后领用抢来的钱买了回三

门的车票! 当天傍晚来到表哥经

营的一家年糕店附近蹲点% 但当

晚表哥孙某一直未出现! 店里只

有孙某的两个妹妹% 此时的林后

领几乎已失去理智! 用随身携带

的折叠刀划伤了大表妹的脖子 !

接着又朝小表妹的下巴处划了一

刀%案发后经鉴定!大表妹损伤程

度为轻伤一级! 小表妹损伤程度

为轻伤二级%

伤害了自己的两个表妹后 !

林后领朝附近的山上跑去% 也许

是感到走投无路! 林后领边跑边

将毒鼠强倒进嘴里!想结束生命!

可能药效不强!林后领竟没死成%

第一次自杀未遂后! 他回到

三门县老家! 准备在家里结束生

命!可后来觉得*谢某被自己捅了

一刀很无辜&!于是就到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

*我要是想要她们的命的话!

她们当时就没命了%& 庭审现场!

林后领对表哥一家仍然没有悔

意!但他坦言自己对不起谢某!希

望能得到她的原谅! 并提到自己

老家有一处父亲留下的老房子 !

可以卖掉赔给谢某%

经浙江省三门县检察院依法

提起公诉!

!

月
,

日! 三门县法院

以故意伤害罪/ 抢劫罪! 数罪并

罚! 一审判处林后领有期徒刑十

三年零六个月! 剥夺政治权利一

年!并处罚金
!

万元%

*有这样的表弟! 我算是又中

了一个大奖'唉))&听到林后领再

度被判刑的消息后!孙某苦笑道%

除夕夜行窃，心虚路不熟

翻车落下“线索”
!

石文纲 王向娟

今年刚满
&+

岁的徐海龙自从初中毕业后就一直在社会

上游荡!他曾因盗窃罪于
&(++

年
.

月
*

日被甘肃省张掖市甘

州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三个月!刑满释放后!他联系了

一家单位给甘肃省山丹县马场总场的烟酒副食门市部送日用

品!但干了不长时间!他嫌活累!就四处吃喝玩乐!不务正业%

&(+#

年
&

月
+*

日!春节将至!眼看大街小巷的人们都在

忙碌地准备着年货!而自己由于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过春节

都无钱花!脑子里又闪出重操旧业的念头%晚上
.

点多!他给

比自己小一岁的同学祁飞打电话说#*老同学! 找些钱去1&祁

飞就问#*大哥!马上过年了!哪儿找钱去1&徐海龙说#*正因为

要过年!大家都容易放松警惕%我以前在山丹县马场总场的烟

酒副食门市部送过日用品!情况比较熟悉!咱们就去那儿找!

绝对不会落空%&祁飞就答应了%

&

月
+,

日!大年三十晚上!徐海龙开车拉着祁飞从张掖出

发!经过
+&(

多公里来到山丹县马场总场的烟酒副食门市部!

顺利盗窃了该商店的人民币/香烟!涉案金额达
+"#

万余元%之

后二人将偷来的香烟用尼龙袋子装上! 并将该门市部装钱的

蓝色铁盒子一起带到车上开车逃走%

由于做贼心虚!路况不熟!加上天黑!车翻在半路上!无法

启动%二人便弃车携带偷来的赃物朝山丹县城方向行走%大约

凌晨
)

点多!二人看见有一户亮灯的人家!便敲门问#*我们的

车翻到附近一个沟里了!能不能在你家借宿一晚1&户主屈克

升-化名.回答#*我家没地方睡%&*你有没有车1把我们送到山

丹县城也行%&徐海龙问%最后屈克升开车将他们送到了山丹

县城某宾馆!徐海龙以偷来的一条香烟支付了屈克升的车费!

天亮之后二人坐车离开了山丹县城%

第二天早晨
,

点多! 山丹县公安局接到失主张云山 -化

名. 报案! 同时也接到村民举报有一辆小车翻在路边却没有

人%在翻车现场!民警发现了失主张云山装钱的蓝色铁盒子!

遂以该物证为破案的突破口!调查车主的所有人!锁定了犯罪

嫌疑人身份%

徐海龙本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 没想到翻车时掉了

蓝色铁盒子!面对铁的证据!只能悔恨不已%

!

月
+

日!甘肃省山丹县检察院以盗窃罪将徐海龙/祁飞

依法予以批准逮捕%

影视剧中获“灵感”，夸下海口办贷款

“王财神”是骗子
!

赵晨光 田晓洁

今年
)!

岁的王志刚是河南省安阳市人!小学没上完即辍

学在家%长大后!自认头脑灵活的他不甘平庸出来闯荡生活!

却总觉得时运不济!囊中羞涩%

&(+)

年
-

月!王志刚从影视剧中收获*灵感&!琢磨出一

条*生财捷径&#他置办了一身体面的行头!又凭自己混迹社会

多年打磨的*三寸不烂之舌&!悄悄在朋友圈里放话!暗示自己

*有关系&*有门路&! 能够帮不够资格的人申请办理当地政府

下拨的扶贫贷款!以及北京建设银行的低息贷款%

经朋友圈里有名的*大喇叭&小郭的刻意散布!王志刚*跑

贷款&的*能耐&一传十/十传百!日子一长!果真有不少人慕名

而来%

面对巴望着*走捷径&获取扶贫贷款或银行低息贷款的一

群人!王志刚端着架子!暗示*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陆续从被

害人王某/张某/龙某和王某某等人那里骗了共计
*"-#

万元%

王志刚一边拿着别人的钱置衣办装*装点门面&!一边频

频出入高档酒店会所等地方!摆出一副业务繁忙的假象!并煞

有介事地在网上发布自拍照%为了迷惑更多的人!甚至不惜伪

造虚假的贷款合同/收款手续和银行汇款凭证等文件资料%

&(+!

年
&

月! 眼巴巴看着活动经费交出去好几个月了!

可*王财神&那边始终没有任何回信!申请贷款的几个人觉得

心里没底!私下一经商量!打算结伴找王志刚讨说法!这才发

现原本活跃的*王财神&犹如人间蒸发一般!竟彻底失联了%吃

惊之余!众人愤然报警%

经立案侦查!嫌疑人王志刚很快落网!但其已将诈骗赃款

挥霍得所剩无几%案发后!其家属积极筹钱替王志刚退还了部

分被害人损失%

经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检

察院提起公诉!

&(+#

年
)

月
&!

日!王志刚犯诈骗罪!一审被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

处罚金
+

万元%

庭审现场

所谓的内部特供别墅早已卖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