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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币冒充欧元，团伙分角色扮演

客车上的一出戏
!

本报记者 闫佳楠 通讯员 高岩

黑龙江省巴彦县检察院最近审查起诉了一起涉嫌利用错

版人民币实施诈骗行为的个案!与传统此类案件不同的是"四

名嫌疑人在短途客车上!分别扮演醉酒旅客#银行职员#普通

旅客等身份!有人引诱众人购买$欧元%!有人通过言语警告众

人防骗劝阻购买行为!让被骗群众对现场感到很安全&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该团伙诈骗数十起!竟无人报案&最

终是由客运人员在行车记录仪上发现蹊跷后报案! 四人反复

多次的不轨行为才最终被发现&

在该案中!刘耀祥'张志贵#张智强#尹玉涛!分别扮演醉

酒旅客#银行职员#普通旅客!在巴彦县兴隆镇至黑山镇的短

途客车上!利用错版人民币吸引乘车群众的注意力后!再拿出

不流通的秘鲁币冒充欧元进行兜售! 再由扮作银行职员的犯

罪嫌疑人对所谓(欧元%进行认定!接下来团伙四人互相配合

引诱'怂恿乘车群众购买(欧元%以获利&该诈骗方式利用了农

村群众不了解错版人民币'欧元及秘鲁币的汇率'境内不流通

等情况!其方式并无新意&但在
!"#$

年
#

月至
!%&'

年
(

月长

达一年多的时间里! 该诈骗团伙在单一线路客车上进行了数

十起诈骗活动!却没有被害人报警&

原来!该团伙在实施诈骗行为时!始终有一人扮演警觉者

(控场%!通过言语劝阻购买行为!甚至是适度揭示诈骗行为'

言明风险自负的方式!抑制乘车旅客的(购买欲望%!通过这种

方式! 他们在每名被害者身上获利最多二三百元! 少则几十

元&因数额较少!加之有过同案人的劝阻购买行为!被害人大

多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认倒霉的心理!致使犯罪行为长

期被隐瞒!也给案件侦破造成了取证质证困难&

案后!侦查机关通过嫌疑人交代和影像资料对质!查找到

!)

名被害人!这些人共被骗
)''%

元&虽然数额不大!但由于被

害人数较多!在社会造成较坏的影响&

$

月
!%

日!巴彦县检察院

对刘耀祥'张志贵'张智强!在逃"'尹玉涛以诈骗罪提起公诉&

“白富美”很缺钱
!

本报通讯员 范曾 林虹

今年
('

岁的徐大伟!化名"在

江苏无锡经营着两家饭店! 可谓事

业有成&

!%#'

年
#

月的一天晚上!徐

大伟到酒吧喝酒时! 对一名漂亮女

孩一见钟情&借着酒劲!徐大伟主动

上前搭讪!并把手机号留给了对方&

#

月
!%

日下午! 徐大伟在自

己的饭店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打

电话的正是几天前自己在酒吧搭

讪的女孩!聊了几句!双方便约好

一起吃晚饭&

饭桌上!女孩称叫李姝芸!父

亲是国内某知名地产集团的董事

长! 与万达集团的董事长王健林

是老相识! 每个月底父亲都会给

她
*"

万元零花钱&李姝芸还特意

将父亲李某网络上的照片与自己

手机里的照片给徐大伟看! 照片

上看的确是同一个人&

原本只是觉得对方长得漂亮

才去搭讪! 万万没想到无意中结

识了家底雄厚的(白富美 %!徐大

伟心里乐开了花&

回家路上! 李姝芸开始向徐

大伟诉说自己的烦心事& 李姝芸

说老公正与自己闹离婚! 看她家

里有钱! 便向她索要父亲公司的

股份或者
!

亿元分手费! 而两人

的女儿现在则在三亚的别墅里过

冬&见李姝芸心情不好!自己第二

天正好要去南通进货! 徐大伟便

邀请对方一起去散散心&

第二天! 二人如约一起去了

南通&在路上!徐大伟说起了自己

正在筹备第三家分店的计划!只

是目前还没有选好地方&

(万达广场行不行)% 李姝芸

问&(当然行了! 但是想在万达广

场开店不容易啊&%(这事包在我

身上! 晚上我就给我爸打电话&%

李姝芸向徐大伟打了保票&

办完事!二人来到酒店!李姝

芸说忘带身份证! 徐大伟就开了

房间&在房间里!李姝芸给父亲拨

了电话!聊了几句!李姝芸就将电

话挂掉了&(开店的事情我爸同意

了%!李姝芸对徐大伟说&

找到了理想的店面! 徐大伟

十分高兴! 看到李姝芸的手机屏

幕碎了! 立刻拉着李姝芸去商场

给她买了一部全新的苹果
+

手

机&当天晚上两人发生关系&

第二天一早! 李姝芸告诉徐

大伟自己的父亲已经和王健林说

过了!这个月
("

号就可以签合同!

而且
'

年内不用交房租!随后又把

与父亲的聊天记录拿给徐大伟看&

徐大伟彻底对李姝芸着了迷&

&

月
!$

日! 李姝芸打电话给

徐大伟说自己要租房! 房租要
)

万元!自己的钱不够!能不能借她

'

万元&徐大伟二话没说便取了现

金送给对方&拿了钱!李姝芸说过

两天就是自己生日了! 全国各地

朋友都要来给她庆祝生日! 等有

空了再跟他联系& 徐大伟当然不

肯错过这种向(女神%表达心意的

机会!二人一起来到商场!徐大伟

让李姝芸自己挑选生日礼物!李

姝芸便挑了一条金项链和一只金

手镯!总共花了徐大伟
!,$-

万元&

#

月
!+

日! 徐大伟终于又等

来了(女神%的电话&

(昨晚我在酒吧招待朋友!结

果费用被朋友抢着结掉了!说好我

请客的! 所以这钱一定要还给人

家&我身上的钱不够了!你先借我

!%

万元! 等月底我爸打钱给我再

还你&%于是!徐大伟带李姝芸去银

行取了
!%

万元!在路上!李姝芸又

说还有
'

万元的开销是另一个朋

友付的! 由于卡里的钱不够了!徐

大伟就让朋友转了
'

万元到一个

用户名为许勇的账户上&

当天下午!李姝芸接到(奶奶

病危%的电话!需要立刻赶去连云

港!徐大伟与店长伍磊!化名 "一

起开车带着李姝芸奔赴连云港 &

在车上! 李姝芸打电话时的一幕

被伍磊看出了端倪& 伍磊发现李

姝芸正在通话的手机上什么都没

显示! 她是假装打电话& 到了医

院! 李姝芸一个人前往病房看奶

奶!十几分钟后便回到了车上&

当天晚上! 伍磊把他在车上

看到的一幕告诉了徐大伟& 徐大

伟想想短短几天自己花掉了这么

多钱!似乎明白了什么&

回无锡的路上! 李姝芸又向

徐大伟要
(

万元为奶奶办后事 !

之前被美色冲昏头脑的徐大伟彻

底醒悟过来! 回无锡后他将车直

接开到了派出所&

李姝芸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

实&原来她的真名叫许婷婷!无业

游民!而她口中的知名董事长父亲

李某只是她老家的名人!在老家可

谓无人不知!她真实的父亲只是一

名农民&短短一周时间里!许婷婷

利用(白富美%形象从徐大伟身上

骗取财物共计人民币
(!

万余元&

而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则是由于

赌博欠下了巨额债务&

!%#'

年
'

月
$

日! 许婷婷因

涉嫌诈骗罪被移送江苏省无锡市

南长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外面下着雨，小兰一时半会儿走不了。要换轮胎，顾士海道：“换胎很麻烦，你先到后面屋
里看会儿电视吧。”小兰盯着屏幕，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

女车主雨夜失联
!

本报记者 卢金增

通讯员 张士国

今年
((

岁的顾士海!家住山

东邹城市的一个小山村& 前些年!

他在乡镇驻地开了个车辆维修部&

被害人小兰 !化名" 今年
(%

岁!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与顾士海

家邻村而居&

!%#$

年
$

月的一天傍

晚!那天下着雨!将孩子从幼儿园

接回家后!小兰发现电动车坏了&

小兰想出门修车! 孩子闹着

要跟妈妈出去&望着外面的小雨!

小兰安慰孩子"别闹啦!妈妈回来

给你们买牛奶喝&

晚
*

点!小兰还没有回家!家

人恳请大家帮忙去找& 小兰的丈

夫也连夜从外地赶回家! 找遍了

大街小巷!也不见妻子踪影&

有人提议看看监控! 说不定

能发现线索&从监控发现!小兰骑

着电动车向维修部拐去& 大家赶

到门前!发现维修部大门紧闭&

动邪念遭到抗拒

维修铺沿街三间门头! 牌匾

白底红字!位于镇大街路南&乡邻

都知道!修车铺是顾士海的!已经

开了
#!

年&

顾士海的儿子今年
-

岁!

(

岁

时被查出自闭症! 夫妇俩非常痛

苦&妻子逐渐神经衰弱!失去了工

作&医生说孩子的病无药根治!只

能训练改善状况&两人只得租了房

子! 由妻子带着进行康复训练&家

庭的重担让顾士海喘不过气来&

顾士海只身住在乡下修车 &

夜深人静!一个人倍感孤独&为了

排解寂寞!常上网消遣&不久 !他

发现上网能看黄色视频& 顾士海

平时也从农村集市购买一些 (黄

碟%观看!沉迷于黄色视频!久而

久之!顾士海的脑海中产生了(试

一试%的想法&

那天的雨不大!行人稀少&傍

晚
'

点!小兰推着电动车到了&顾

士海正忙着!打了一声招呼&顾士

海想起黄色录像上的镜头! 动了

邪念&外面下着雨!小兰一时半会

儿走不了&要换轮胎 !顾士海道"

(换胎很麻烦!你先到后面屋里看

会儿电视吧&%

小兰转身进入卧室! 坐在床

上看电视&大约十分钟后!顾士海

修完车进了房间&

小兰盯着屏幕! 完全没有意

识到危险&顾士海站在身后问"(想

看什么样的电视剧!换台吗)%小兰

说"(看这个台就行!不用换&%顾士

海一直盘算怎么和她发生关系&顿

了顿说"(今天别走了!住这里吧&%

接着将小兰向床上推&

小兰挣脱着站起来喊"(滚一

边去*% 抓破了顾士海的手指&顾

士海急了!摸起一根钢棍!狠狠砸

向小兰&小兰歪倒在地&借着灯的

微光!顾士海发现小兰的头破了!

嘴里流了血&顾士海不知所措&

回到卧室! 顾不得换下湿衣

服!他抓起水桶!仔细地擦拭每一

个角落&雨越下越大!院子里的一

切!是那样的不真实&黑暗中!他

赶紧给妻子打电话"$天不好!别

回来了& 雨停了我去找你们&%妻

子答应了!他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最要紧的是处理掉尸体 &电

动车也要处理! 否则被人认出就

麻烦了&顾士海将车子拆开!分藏

各处&看到卧室的煤炉!顾士海打

定了主意"把尸体化为灰烬!不留

蛛丝马迹&

露马脚落荒而逃

$

月
!)

日晚! 小兰的亲戚到

维修铺&顾士海打开门!昏黄的灯

光照着他没有表情的脸&

小兰的叔叔问"$见我侄媳妇来

你这修车了吗)%顾士海说"$没来&%

$

月
!*

日早! 小兰家人又找

到顾士海"$有什么事你说出来!

别隐瞒&现在已经报警了&%顾士

海仍是一语不发&

小兰家人又问其当天的行

踪&顾士海一开始还能应对!不一

会儿就力不从心! 汗水顺着面颊

哗哗流&趁人不备猛跑几步!竟越

墙而去*顾士海的逃跑!村子里议

论纷纷& 人们大都认为顾士海将

小兰拐跑了! 根本没有想到顾士

海能杀人&

顺着小路!尽管穿着拖鞋!顾

士海还是跑得飞快& 跑了十几公

里后!他买了一双布鞋换上&后来

遇到一个养鸡场! 顾士海看到附

近没有人!钻进养鸡场的小屋&中

午时分!望着窗外新发的树叶!他

想到了妻子&尽管相隔几十里路!

他却觉得有千里之遥&

接通电话!他说"$我犯点事&

事犯大了!我得出去躲几天&%

妻子感觉他情绪不对"$你把

人杀了)%

顾士海说"$没有! 我只是想

给孩子找个治病的药方! 结果出

大事了&%

妻子问什么事)顾士海沉默了&

他无言以对& 妻子曾是他的

精神支柱! 特别是在儿子刚查出

病的时候!是妻子首先打起精神!

勇敢面对&自己犯了案!走到这一

步!妻子能有什么办法)

当晚!他躺在草席上!夜里多

次被吓醒!屋外!树叶在夜风中哗

啦哗啦!像是小兰的哭喊&

天亮了! 屋子的主人来到养

鸡场!打扫鸡粪&顾士海主动走到

人家身旁! 解释道"$我在这休息

一下!和老婆一起出来!吵架后把

我扔在这里就走了&%见旁边有一

辆摩托车!顾士海发现车胎瘪了!

就说"$给你修修吧! 我会修&%那

人说不用! 我自己干了
!%

多年&

顾士海觉得奇怪! 怎么遇见同行

了)想做点好事都没有机会了&

落法网悔不当初

第二天黄昏来临! 仿佛有个

声音召唤& 他记起炉子旁边白色

的骨渣还需清理!他得赶快回去&

主意已定!他立马向回赶&天越来

越黑!仿佛遇见了鬼打墙!远处的

灯火!他怎么也走不近&

天蒙蒙亮时! 好不容易回到

修理铺&顾士海又打扫了卧室!清

除了剩余的骨灰& 躺在床上一夜

无眠! 尝到了无奈的滋味& 早
)

点!妻子不放心丈夫!天一亮就赶

回来&听到开门的声音!顾士海蹿

出房门!翻墙进了东邻&

东院是个空院! 他一直在墙

角躲着&中午时分!他听到了嘈杂

的声音! 发现几个人从南面翻墙

进来&他一动不动!但还是被爬上

房顶的青年发现了& 顾士海刚爬

上墙头就被扯了下来&

顾士海的妻子站在门口 !看

到丈夫被警察给戴上了手铐 &她

默默站着!不知所措&看到丈夫身

上的夹克衫!已经穿了十年&

好多警察到了! 进行现场勘

察&院子东墙下一棵高高的杨树!

树南一个猪圈! 东南角是一个厕

所&靠西有一灶台&南屋的门已经

掉了! 附近堆满了废弃的电动车

配件!好多都生了锈&地面湿漉漉

的!晃动着斑驳的光影&

技术人员从厕所和卧室里的

墙角!起获了不少烧过的骨头&

院子南面是一片树林& 天热

了!树叶在阳光下闪着亮光!可小

兰再也看不到了& 儿子再也看不

到妈妈! 伤痛将永远伴随这个不

幸的家庭&

办案检察官讯问时!顾士海感

叹黄毒害了自己!觉得可能要付出

生命的代价&谈到儿子!他泪流满

面!望着天花板!不断重复一句话"

$儿子将来怎么办!怎么办呢)%

!%#'

年
(

月
+

日! 顾士海被

山东省济宁市检察院以故意杀人

罪提起公诉&

$

月
#-

日!山东省济

宁市中级法院依法开庭审理顾士

海故意杀人案&截至发稿!法院尚

未作出判决&

真相转述者

长
篇
小
说

绿
笙

著

连载"二十八#

本栏目由文艺副刊部主办

编辑 李红笛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

制或转载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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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两家偶有争执难免 !

像李自强今天这样污辱人却从

没有过& 一时间! 陈海花说话

也大声起来! 拿着水舀逼近对

方! 一个女人家粗话说不出口!

只好指桑骂槐说李自强手脚不

干净& 这李自强平常确也有这

个小毛病! 好在乡邻的田地头

摘棵菜拧个瓜什么的& 陈海花

这话戳到了对方的痛处! 李自

强又看女人舞着水舀的样子 !

一时怒向胆边生! 恶从心头起!

一手将水舀打掉! 顺势一脚踢

向对方&

李自强出了一口恶气 ! 没

想到这一脚却引来了大麻烦 &

身体本就瘦弱的陈海花当即捂

着腰倒在地上! 后到医院检查!

她的左边第
$

'

+

'

)

'

*

'

-

'

##

'

#!

肋骨骨折& 报案后! 龙

江市公安局当即介入! 公安法

医对陈海花的伤进行了鉴定 !

慎重起见! 同时还聘请专家一

起会诊! 认为陈海花上述
)

处

肋骨骨折均为陈旧伤! 与本次

伤害无关! 公安法医据此出具

鉴定" 陈海花为轻微伤&

轻微伤! 也就意味着李自

强并不需要承担刑事上的责任!

在民事赔偿上也将大大减轻 &

陈海花不服! 她向公安办案人

员承认! 自己半年前确实曾因

摔伤住院治疗! 案发前已痊愈!

不疼了! 但被李自强踢后又特

别疼痛! 与上次肋骨骨折疼痛

的感觉一模一样! 让她整夜难

以入睡! 一定是被李自强踢得

又骨折了&

对此! 公安坚持自己的鉴

定意见和对整个案件的定论 &

一个多月后的
)

月
#*

日! 不服

公安判定的陈海花拿着公安法

医出具的鉴定委托书! 找到了

章城市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 !

指名要刘光第法医还自己一个

公道&

刘光第第一次见到典型闽

南农村妇女陈海花! 对方瘦弱

的身体与不相称的倔强眼神让

他心中为之一动! 一种直觉让

他觉得这个朴实的农村妇女没

有撒谎 & 陈海花眼里含泪说 "

$刘检察官! 人家都说你是什么

宋慈再世! 你帮帮我& 到今天!

我的肋骨还痛得天天晚上睡不

着觉& 对方不赔钱! 我没钱去

看病! 你一定要帮帮我&%

显然! 陈海花是经法律界

人士的指点找到检察院来的 !

而从一个普通农妇嘴里听到自

己心目中一直崇敬的中国法医

学鼻祖的名字! 让刘光第心中

一时升起一种庄严之感& 紧接

着! 陈海花说的话让刘光第和

在场的工作室所有同事都震惊

了&

或许从刘法医嘴里没得到

肯定的答复! 陈海花急了! 拍

着自己的腰说" $刘法医! 你

是劳模! 我相信你& 如果你们

的机器检查不出来! 那++那

就求你给我剖胸验骨* 你们不

这么做 ! 我就是上访到北京 !

拼了这条老命也要让李自强那

浑蛋吃官司*%

剖胸验骨* 此言一出可谓

震惊四座! 工作室的几位同事

脸色都变了&

刘光第心中则重重一颤&剖

胸验肺职业病鉴定案早在全国

炒得沸沸扬扬!与其说那是法律

的缺失!不如说是法医的缺场更

为直接!它令中国整个法医界都

颜面扫地&现在这个农妇喊出剖

胸验骨!难不成真要剖胸)宋慈*

显然对刘光第已有深入了解的

陈海花说出这个名字!也有一种

挑战的味道& 然而!刘光第尽管

此时心中波涛翻滚!清秀如白面

书生的脸上却没有显露出任何

表情&他没有当场给陈海花什么

承诺!而是留下了材料& 接还是

不接这个案子)确实让刘光第心

中思忖半天&以两位助手吴继华

和陈子平的意见!这个案子还是

不接为好& 更有经验的吴继华

说"(光第!我觉得原鉴定已聘请

了影像专家会诊都没有发现问

题!估计没有什么出入& %

陈子平着急地说"(是啊!老

师!吴老师说得有道理& 如果我

们出的结论和原鉴定一样!对方

肯定不罢休!她已宣称要到北京

上访了!我怕你又惹来一个告状

人& %

听助手这么一说!刘光第笑

道"(告状我倒是不怕& 哈哈!老

被告了! 从刚进检察院就被告!

再说有严来财那杯酒垫底!我还

怕别的什么人告我么) %

吴继华和陈子平交换一下

眼神! 吴继华说" (不管怎么

说! 光第! 我觉得还是不接吧&

再说我们手头上的案子也挺多

了! 都忙不过来呢&%

刘光第沉默了半晌 ! 站起

来! 在屋子里转了一圈! 停在

一直拿眼看着他的吴继华和陈

子平面前 ! 似下了决心说 "

(接* 不错! 你们说得都对! 我

们可以以正当的理由一推了之!

轻松置身事外 & 对陈海花呢 )

她才不管你是公安还是检察院!

她心里认定的是政府! 中国共

产党执政的政府*%

心上人患“绝症”，从此人间蒸发

是真爱还是欺骗
!

本报记者 欧阳晶 通讯员 钟萍 刘品

王玲!化名"在江西萍乡经营一个小店!丈夫经常因为一

些鸡毛蒜皮的事对她发火!夫妻间缺乏感情交流!这让她很痛

苦&在守店之余!她经常上网打发寂寞&

!%#!

年
)

月的一天!有一个网名叫(商人等待爱%的男子

成了她的好友!这名男子自称叫朱明&因为都是萍乡人!他们

聊得很火热&

!%#!

年
##

月!朱明说他在深圳经营的手机店遭

受火灾!损失百万余元!想回萍乡发展!约王玲见面&

与朱明见面后!两人迅速确定情人关系&不久!朱明便以

创业为由!从王玲处拿走了
$,'

万元&当年农历新年朱明带王

玲到从前学艺的师傅那里拜年! 亲热地介绍王玲是自己的老

婆&王玲满心期望一个美好的未来&

!%#(

年
'

月!天气逐渐入夏!可接完朱明的电话后王玲浑

身发冷&朱明称自己被医院诊断出胃癌!可能只能活两三个月

了!急需钱治疗!可是现在生意亏损!没钱治病&

王玲心急如焚!立即赶到银行取了
!

万元!加上身上的
#

万元!全部汇往朱明账户&过了几天!朱明又说要去上海等地

治疗!师傅已为自己订好机票!可自己根本没钱!希望王玲拿

钱给他&心上人命悬一线!王玲十分焦急!她向亲朋好友借款

#%

余万元!全部汇了过去&

之后的每一天!王玲都是度日如年!希望能等到朱明的好

消息&然而!

!%#(

年
#!

月!朱明给她发来一条信息"(我活不

了半年了!对不起!是我害了你&%之后!朱明就像在这个地球

上消失了一般!再也没有与王玲联系&

!%#$

年
$

月!伤心的王玲辗转找到朱明的师傅!可他一句

话让王玲直接崩溃"朱明没得过癌症!自己也从未给他订机票

去哪里看病*这一刻!王玲才恍然大悟!自己被骗了!连忙报案&

!%#$

年
+

月!朱明被警方抓获&朱明没有固定工作!游手

好闲!有过两次事实婚姻!育有三个未成年子女!全家靠他父

亲少量的退休金生活!家庭极其困难!是当地重点救助对象&

虽然如此!可朱明却是(情场高手%&

!%#(

年
)

月至案发!

朱明通过搭讪'网聊的方式!先后认识了李珊!化名"和林英

!化名"!都和她们发展成恋人关系后同居!同样以做生意缺乏

资金为由从她们那里骗钱&

经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

!%#'

年
$

月
-

日! 法院一审以诈骗罪

判处朱明有期徒刑三年零六

个月! 并处罚金
#%

万元&

修车铺是顾士海的#已经开了
#!

年$人们大都认为顾士海

将小兰拐跑了#根本没有想到顾士海会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