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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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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以案件推理为主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

个曾经的检察官$虽然在故事里$他不是检察官身份$但

检察官却是当之无愧的配角和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关

键%看似带有神秘色彩的'读瞳(二字背后$是主人公细

致入微的观察力%作者以年轻人的视角$用轻松活泼的

语言描写出故事中人物的感情)人物的智慧$让整部作

品充满活力*

社团的资金常年紧张!这次

活动还是苏雨晴征用了苏式财

团在边远山区的一栋别墅!才摆

脱了以往社团活动就是在学校

办公室坐一天的困境"不过来到

这个偏远的山区别墅!周围冷冷

清清没有一点人烟!苏雨晴还是

有点担心"

于是!在诸多的探险方案被

苏雨晴以老师的身份一一否定

之后!一行
!

人就只能郁闷地呆

在别墅里面!继续聊着推理的话

题#$这和在学校里的活动有

什么区别%到了晚上!已经从黄

金时代聊到了未来世界的各位

终于爆发了! 大家一致决定&打

牌' 谁再说推理的话题就跟谁

急'于是!除了王芸丽表示每个

月总有那么几天不方便! 不想

打!以及苏雨晴还要上楼备课之

外!其他的四个人开始了打牌的

夜晚"

说是打牌!其实也就是玩五

张牌的游戏"这个带点赌博性质

又带点智力性质的游戏简单易

学! 大家倒也玩得兴致勃勃"不

过!刚刚大一的莫琳显然不如其

他三名男生熟练!连续输了好几

把!虽然赌注是喝水!但是连续

喝下那么多杯水!就算是龙王也

受不了啊$$于是莫琳果断地

提出休息! 她奔跑向二楼的厕

所!大约
"#

分钟后才走了下来"

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莫

琳走后!马漠漠就光荣地取得了

储水罐这一核心角色!所以他不

停地看着手机!希望莫琳早点回

来取代他悲惨的地位"所以他可

以证实! 莫琳离开的时间是
"#

分钟"

然而!五张牌的游戏总是莫

琳输!也很不好玩"于是在晚上

的
$%

点左右! 莫琳终于受不了

了!她提出要玩三国杀这样高智

商的游戏!但是
&

个人玩三国杀

总是少了点! 最后大家决定!上

楼去找王芸丽来一起玩"

&

个人

走上了二楼王芸丽的房间"值得

说明的是!王芸丽的房间在二楼

的最东边!而苏雨晴的房间则在

三楼" 王芸丽的房间门关着!屋

里还亮着灯" 大家开始敲门!但

是屋子始终静悄悄的! 没有反

应"

读惯了推理小说的
&

个人

一下子紧张了起来&(不会是$$

杀人事件吧% )马漠漠最先说道"

(闭上你的嘴巴! 哪有可能

这么巧%)罗光秦大声地说!掩饰

着自己的不安"

(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黎家兴提议着"

(可是$$万一芸丽只是睡

着了$$我们几个男生进去多

不好%)马漠漠迟疑着"

(我进去看看吧")莫琳意识

到自己是唯一一个女生!自告奋

勇地说"

'

名男生自觉地为莫琳让

出路来! 莫琳调整了一下呼吸!

一把推开了房门"

正中的吊灯处!水晶灯的光

芒投射而下"王芸丽静静地躺在

床上!一身盛装"她的脸上画着

浓浓的妆! 而更诡异的是头发!

很是细心地被梳成了许多小辫

子$$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安

静和谐!如果不是王芸丽的胸口

插着一把匕首的话"

(啊***')莫琳的叫声响彻

了整个别墅+

(怎么啦%)苏雨晴出现在了

房间门口!而
'

名男生早已经被

这一幕惊呆了"

(老师$$芸丽她$$她死

了$$)莫琳带着哭腔说"

(

个人 !包括苏雨晴 !都没

有了上去查看的勇气"

良久! 苏雨晴才反应过来&

(报警!快!报警')马漠漠如梦初

醒! 拿出了手机拨打了
$$%

!然

而遗憾的是!警察要到第二天清

晨才能到"

面对这诡异的尸体!

(

个人

都失去了查看的勇气"反正这满

床的鲜血已经昭示了王芸丽的

死亡"苏雨晴强作镇定!让大家

锁好别墅大门!各自回到自己的

房间!反锁房门!等候警察第二

天的到来" 于是
(

个人就这样!

满怀恐惧和猜疑!回到了自己的

房间"

第二天一早
)

点左右!警方

就赶到了现场"苏雨晴带着警方

打开了有尸体的房门!可更诡异

的事情发生了$$王芸丽的尸

体依然在床上! 但是她的头!竟

然不见了'

诡异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别

墅!除了苏雨晴带着警方四处搜

索之外!其他
&

个人静静地坐在

沙发上!不发一言"

(喂!我们都是推理社的!就

没有一点看法吗%) 马漠漠忽然

打破了沉默"其他
'

个人沉默着

抬起头!看着他"

(这个别墅这么荒凉偏僻!

事先也没有人知道我们会来这

里"而且!王芸丽的房间在二楼!

窗户和门没有损坏的痕迹!我们

一直在一楼打牌! 这样看来!外

来人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凶手!

很有可能就在我们之间') 马漠

漠语气坚定地说!其他
'

人沉默

依旧"

正视行贿查处“四多四少”难题

行贿犯罪严重腐蚀了国家

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廉洁性!但

长期以来" 在查办腐败案件时"

大部分行贿者没有得到应有的

惩处!据河南省上蔡县检察院统

计"自
"%$%

年以来"该院共立案

查处行贿犯罪案件
"$

件
"&

人"

涉案金额达
&'%

余万元!该院调

查发现 "当前行贿犯罪存在 #四

多四少$现象%

受贿人员查处多$行贿主体

查处少*

"%$%

年以来" 该院共查

处
"&

名行贿人&

&!

名受贿人!该

院调查发现"受制于本县经济条

件"行贿者不可能为不大的经济

效益大额行贿"多是针对某一人

一次行贿 &小额行贿 "多数构不

成犯罪或者依法可以免予刑事

处罚!而受贿人虽然每次受贿数

额少"但次数多"累计数额大"且

他们大都是国家工作人员"查处

后在本地影响比较大!如上蔡县

商务局原副局长张卫东利用分

管家电下乡补贴兑付工作的职

务之便 "收受刘某 &雷某等
*

家

家电经销商
+#

笔贿赂款物计

,-)$

万元 !最终 "张卫东因受贿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而行贿

者多数行贿数额都在起刑点以

下 "且系主动交代 "并愿意作为

证人帮助检察机关办案" 最终"

这些行贿者都没有被追究刑事

责任!

间接行贿案件多$直接行贿

案件少* 行贿的目的是为了谋取

不正当利益"行贿者一般会选取

适当的时机行贿"行受贿行为已

越来越多地脱离了 '一手交钱"

一手办事$的原有钱权交易贿赂

模式 "正在演变为 '办事时候不

送礼 "送礼时候不办事 $的长期

稳定的交易形式!这种行贿方式

隐蔽性强"容易形成长久互惠互

利的利益共同体 "因此 "间接行

贿成了当前行贿者的首选!根据

统计"在上蔡县检察院查处的
"$

起行贿案件中"单纯采取就事送

钱& 直接行贿的案件有
(

件"仅

占
"'-).

(综合运用'感情投资$&

送'节礼$及随 '份子 $等方式间

接行贿的有
$!

件" 占
,!-".

%如

上蔡县百尺乡大何庄原村支书

朱北"通过向县扶贫办原主任科

员梁建业 !已被判刑 "之子赠送

价值近
$%

万元的轿车" 拉拢与

梁建业的关系"获取了对该村生

猪养殖补贴项目的实施监督授

权" 骗取国家扶贫资金
("

万余

元" 给国家造成
)!

万元的经济

损失 %最终 "朱北数罪并罚后被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

查案带出案件多$举报引发

案件少 *实践中 "行贿犯罪线索

往往是靠间接手段获取或由其

他案件牵连发现的"因举报发现

的行贿犯罪案件线索较少%据统

计"在上述
"$

起案件中"因举报

而立案侦查的有
,

件 " 仅占

''-'.

( 其余行贿案件都是查案

过程中自行发现或上级查案中

交办的%行贿犯罪没有具体的受

侵害对象"行贿人和受贿人都是

既得利益者"双方都不愿打破利

益联盟"不愿举报%再者"行贿犯

罪很少关系普遍的大众利益"没

有利益驱动和证明行贿犯罪行

为发生的确切证据"群众基于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也不愿

举报 %由此 "对行贿犯罪的查处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对

自营线索的深挖%如该院在查处

县艾防办药械管理股原股长王

炜!已被判刑"受贿案时"挖出了

赖平原为垄断双黄连冻干粉针

等艾防药品供应权向其行贿的

案件线索%

适用缓刑多$ 判处实刑少*

由于行贿犯罪的关键构成要件

!#不正当利益$"在实践中难以认

定" 及个别司法人员 '重查处受

贿 &轻查处行贿 $的错误执法理

念" 加上目前立法方面对行贿犯

罪设置的特别出罪条款和从宽处

罚条款!包括%刑法&第
')*

条第

'

款'第
'*%

条第
"

款'第
$!&

条

第
&

款等""使大多数行贿人免除

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 导致

当前实践中对行贿犯罪的处罚较

轻% 在该院查处的
"&

名行贿者

中"判处实刑的仅有
,

人"刑期最

长的也仅是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

月%这种高回报&低风险的处罚结

果" 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犯罪分子

的侥幸心理"容易造成再犯%

由于行贿是受贿的重要诱

因和源头 "对行贿犯罪的 '轻刑

罚化$判处会进一步导致贿赂犯

罪易发多发%为破解上述执法困

局 " 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

度"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旗帜鲜明地提出'惩办

行贿与惩办受贿并重$的刑事政

策 "抛弃 '重打击受贿轻打击行

贿 $的习惯性思维 "并通过平面

媒体&网络媒体及自媒体进行法

治宣传"争取社会各界及广大人

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二是拓展贿赂犯罪科技侦

查手段" 综合运用手机短信&网

络监控&微信等电子数据收集手

段"以信息主导侦查方式破解行

贿犯罪的隐蔽性"切实提升查办

行贿犯罪的执法能力%

三是严格司法 "杜绝 '法外

开恩$"严格执行'两高$*关于办

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适用从轻&

减轻& 免除处罚以及适用缓刑&

免予刑事处罚的规定"认真纠正

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等非监禁刑

的不当适用" 变 #柔性司法$为

#刚性司法$%

+作者单位 !河南省上蔡县

人民检察院&

高考作弊是一种“社会病”综合征
!

张桂辉

!

月
,

日,法制晚报-报道!

今年
'$

省份相继出台文件!明

确表态
"%$(

年将加大力度严

对高考舞弊" 如!广州要求目前

流行的智能手表. 智能腕带等

不能带入考场" 海南则规定如

考生携带违禁物进入考场 !监

考员也将被追究责任"

近年来! 高考作弊现象已

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各地政

府及相关部门 ! 动脑筋想办

法! 创新监考手段! 如采用电

子监控 . 网上巡视等现代科

技 ! 强化高考的监督与管理 "

对考试作弊行为情节严重的考

生! 除了取消当年全国统考各

科成绩. 下一年度不得参加全

国统考外! 触犯法律的! 还要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但是! 高

考作弊还是魔招迭出. 防不胜

防"

高考舞弊! 已呈现出 (四

化) 态势& 集团化***近年来

舞弊团伙! 数量不断增多! 规

模不断扩大 ! 分工越来越精

细/ 职业化***通过帮助考生

作弊! 获取非法利益! 已经成

为一些犯罪分子的固定职业 .

生财之道! 但凡大规模集体舞

弊案 ! 背后都有 (职业舞弊

者) 的身影/ 内部化***个别

地区高考期间出现教师. 校长

在监考的同时公然 (助考 ) !

如湖南嘉禾一中高考舞弊案 .

吉林松原高考作弊事件等/ 网

络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

发展 ! 林林总总的作弊器材 !

只要上网搜索! 足不出户! 轻

而易举就能从网上找到卖家"

透过现象看本质! 高考作

弊是一种 (社会病 ) 综合征 "

因此! 不能就事论事! 而应从

社会层面查原因. 挖根源" 君

不见!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背景

下! 假冒伪劣. 坑蒙拐骗. 尔

虞我诈. 权钱交易之类! 非但

时有发生. 屡见报端! 且不以

为耻! 反以为荣"

高考作弊所以久治不愈 !

固然有 (一考定终身 )! 甚至

(一分定终身 ) 等高考制度不

尽科学等方面的原因" 制度可

以批评! 诚信不能缺失" 从某

种角度讲 ! 极少数考试作弊

者 ! 对每一个守纪考生而言 !

是最大的不公平" 况且! 凭借

歪门邪道斩关夺隘! 非但不能

叫成功! 反而是自欺欺人"

公车接送上下班
透露特权思想

!

陆志坚

近日(有市民举报称(榆林市

司法局制式警车频繁出入城区肤

施路一小区(晚上也停在小区(存

在)公车私用$的嫌疑*记者调查

后发现( 确有两辆号牌分别为陕

/0%!%

警和陕
/0$"%

警的制式

警车(经常出入该小区*对此(榆

林市司法局局长苏世强称(+用公

车接送领导干部上下班( 不存在

任何问题,,据
!

月
)

日新华网-%

其实( 公车接送领导干部上

下班是不是个问题( 只要问一问

民众就知道答案* 民众对这种接

送(必定是反感的*

据相关纪律条款解释( 凡是

与工作无关的使用公车行为都属

于+公车私用,*回家吃饭-睡觉(

也属于公务活动吗. 答案不问自

明*公车不接送(领导干部是否就

可以不上班了呢.荒唐的逻辑(只

能得出荒谬的结论*何况(领导上

下班可以公车接送( 普通干部职

工咋办. 他们为啥不能享受接送

待遇.+地理位置比较偏远,+老同

志,之类(非但不能释去公众的疑

虑( 反暴露出了相关领导根深蒂

固的特权思想( 这是法纪所不允

许的*普通干部职工走路-坐公交

上班(局领导干部坐公车(这到底

是炫耀特权(还是无视禁令.

在八项规定之下( 一些领导

干部仍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我行我素(这说明了在纠+四风,

中狠抓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果+关键少

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严格践

行各项规定(谁还会公车私用.

因此(对+用公车接送领导干

部上下班,现象(当地纪委必须严

肃处理*纠正+四风,(就应着力解

决那些民众反感的不是问题的

+问题,( 真正让领导干部从特权

思想中醒悟出来( 做遵纪守法的

先行者*

多些“原则上不坐飞机”
!

戴先任

今后!广州市仅副省级以上官员可乘坐头等舱出差!而像副市

长.各部门正副局长等则只能乘坐经济舱出行"日前!广州市财政局

印发,市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当中明确规定!

科级及以下人员原则上不乘坐飞机!因出差旅途较远或出差任务紧

急需乘坐飞机要从严控制!需经本单位领导批准方可乘坐飞机
1

据
!

月
,

日*信息时报+

2

"

近年来!中央颁布各项禁令!对(三公消费)产生高压态势"此次

广州的这项规定!是对(三公消费)的进一步压缩"

一些公务员对中央压制(三公消费)的决心有误解!认为这些只

是一阵风!是运动式治理!于是他们认为!等风头一过!又可以铺张

浪费!挥霍无度"只有制定刚性的制度!才能将中央与民众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的决心与期望制度化.常态化"这样的制度!需要顶层

设计!需要制定法律法规!也需要地方政府多出台一些细则与规范"

此次广州市的,办法-!对各级官员乘坐交通工具予以细化与明确!

才能让公务员在实际行动中!有明确标准参照执行!杜绝公款浪费

现象的发生"

廉洁自律是从小事做起!蚁穴溃堤!腐败堕落也是由小事开始"

在遏制(三公消费)!反腐倡廉观念深入人心的当下!更应该让这些

反腐举措(精细化)"(原则上不乘坐飞机)的规定!就值得借鉴!可以

多从小处着手!对公务员的公职行为!予以全方位无死角的规范"这

样才能巩固与扩大反腐成果!更好地规范权力的运行!达到从严治

吏的目的"

给“枪手”替考来个彻底终结吧
!

曾 颖

今年高考刚一开考! 就曝

出了记者卧底高考替考组织 !

正在江西南昌一些高考点参加

考试的惊人消息" 卧底记者调

查发现!(枪手) 均持有由 (上

线)提供的具有本人照片的(身

份证)(准考证)!且确认这些证

件信息已存于江西教育考试院

系统!照片就是(枪手)本人" 最

新消息是! 江西省九江市公安

局
!

月
)

日下午通过其官方微

博宣布!

,

日
+)

时许!九江警方

快速反应! 抓获南昌替考事件

犯罪嫌疑人彭某!与此同时!舞

弊案头目赵某浮出水面 ,据
!

月
)

日中国新闻网-"

听闻这个消息! 真不知道

是该为之感到震惊! 还是该为

之感到无奈" 一方面! 在高考

首日即曝出这样的丑闻! 这让

那些公平应试的考生和家长们

该作何感想 % 可另一方面呢 !

最近这么多年! 考生换了一茬

又一茬! 替考却俨然成了保留

节目! 陕西洋县替考事件! 河

南郸城县替考事件! 云南宣威

替考事件$$无论哪一年! 似

乎都有替考事件发生"

我们不得不大胆地怀疑 &

被曝光的替考事件也许只是所

有替考事件中的九牛一毛! 还

有大量的替考事件自始至终也

没有被发现! 大量的作弊者正

是凭此 (捷径) 挤掉了那些用

功学习的孩子! 并且永远地改

变了他们的命运'

我们不得不可怕地想象 &

今年! 是不是只有记者卧底的

江西高考存在替考现象% 又或

者! 替考其实在更多考点都同

样存在! 且至今仍在顺利参加

考试% 为何相关部门每年都只

会跟着媒体曝光去执法% 倘若

没有媒体介入! 替考就是 (安

全性) 最高的舞弊途径% 查处

替考舞弊究竟有多难% 为何媒

体能够卧底曝光的! 相关主管

部门却屡屡后知后觉%

毋庸置疑! 替考泛滥已让

高考的公平性被极大破坏! 所

有关于高科技防止舞弊的那一

切 ! 更是仿佛成了一个笑话 "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 在舞弊手

段和技术 (日新月异 ) 的当

下! 替考这种非常原始落后的

舞弊方式为何屡试不爽% 某种

意义上! 这再次证明& 高考作

弊主要不是技术问题! 而是制

度问题/ 如何防止考试管理者

和监考人员腐败! 要远比防止

高科技作弊更加重要"

几乎所有的替考事件背

后! 除了替考中介与替考 (枪

手 )! 还必然会有考试部门的

(内鬼)" 具体到江西这次替考

事件! 替考中介何以能将江西

教育考试院系统里的考生照片

换成 (枪手) 的% 没一点权钱

腐败的能量 ! 他们怎么做得

到% 所以! 首先要查的不仅是

替考中介 . 替考 (枪手 ). 被

替考的考生及其家长! 更有教

育考试院系统里的 (内鬼)"

替考的 (一条龙服务) 里

必然隐藏着一条黑色利益链

条" 每年只是就事论事地查处

被曝光个案! 已经不能满足公

众需要" 作为最落后的作弊手

段! 替考本应是最容易被发现

和查处的! 之所以替考反而成

了年年上演的保留节目! 不得

不上升到考试系统腐败的高度

来深挖严惩" 请来个深度的调

查! 来个严厉的反腐! 并且来

个彻底的终结吧'

上下齐动拍“蝇”灭“蚊”
!

申国华

近期!纪检部门密集(拍苍蝇)"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已制

定,

"%+(

年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专项工作要

点-"据不完全统计!

&

月
"'

日以来!仅一个多月时间!中央纪委网站

通报了广东.福建.山东和贵州等
&

省份共计
&+

起发生在群众身边

的腐败问题典型案例,据
!

月
,

日*北京青年报+-"

一般情况下!单个(苍蝇)(蚊子)的影响面虽不及单个(老虎)

广!但由于数量多.离群众近!(苍蝇)(蚊子)往往能让群众感受到切

肤之痛!甚至由痛生恨"从这个角度看!(苍蝇)(蚊子)离间党群.干

群关系!动摇党的执政基础"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苍蝇)(蚊子)的危害决不可小视"现实生

活中与自然界一样!(苍蝇)(蚊子)远远比(老虎)多!而且(苍蝇)(蚊

子)到处飞!几乎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无论是在偏远乡村还是城

市郊区!无论是高楼大厦还是平房农舍!无论是老弱病残还是妇女儿

童!稍有不备都可能被(咬)一口"现实中!村长.组长.乡镇所长甚至

有些办事员骗取贫困低保.挪用扶贫资金就是典型例证"这些连(芝

麻官)都算不上的(小官)!却什么事儿都敢干!什么饭都敢吃!什么

钱都敢拿!无论是五保户的(生活费)还是重症患者的(救命钱)!据为

己有眼睛都不眨一下"他们如此明目张胆地违纪违法!甚至无法无

天! 不仅让群众感受到了切肤之痛! 而且透支群众对党员干部的信

任!损害党的形象"

(苍蝇)(蚊子)不会自行消失!需要下大力气治理!标本兼治!打

出一套套(组合拳)!才能彻底消除干净"只有从思想上做好持久战

的准备!从制度上!既增加科学含量!又提高执行分量!从策略上!既

要解剖麻雀抓好典型!又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铲除其滋生蔓延的

土壤!才能减少存量!遏制增量!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

彻底胜利"

打破贪官(平安着陆)幻想
!

王威

退休
++

年! 一直在美国养老!

!"

岁的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

管理局原副局长谭丽群大概没有想到! 自己的晚年生活也许有另一

种可能" 而带来这另一种可能的! 就是
"%+'

年落马的广州市副市

长曹鉴燎" 谭丽群被控共同受贿逾
""%%

万元一案!

!

月
(

日在深

圳市中院开庭审理 ,据
!

月
,

日 *半岛都市报+-%

(退休
++

年! 一直在美国养老) 的谭丽群被查处! 不是第一例

也不会是最后一例" 一个个退休官员被查! 我们在为之叫好的同

时! 还应考虑如何完善有关追诉时效的法律规定"

职务犯罪不同于一般的刑事犯罪! 因而应该实行特殊的追诉时

效制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第
"*

条规定& (各缔约国根据本国

法律酌情规定一个较长的时效! 以便在此期间内对根据本公约确立

的任何犯罪启动诉讼程序! 并对被指控犯罪的人员已经逃避司法处

置的情形确定更长的时效或者规定不受时效限制") 我国既然加入

该公约! 就要积极做好与该公约的衔接工作"

因此! 我国刑法应作出明确规定! 所有职务犯罪的追诉都不再

受时效限制! 而要实行 (终身追诉)" 这样才能彻底打破贪官赋闲

养老即 (平安着陆) 的幻想! 让法律真正成为始终高悬在腐败分子

头顶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