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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对 郝涛涛

她们是校友、同事，生活中是形影不离的闺蜜。同为医院门诊收款员的俩闺蜜，实施犯罪之前及过
程中都没预谋商量，直至案发都没向对方透露半个字——

闺蜜的秘密
!

纪 萍

!"

后的章缨!芮雪前后两年考

入江苏省常州市某卫生护士学校"

章缨学的是药剂专业" 芮雪学的是

护理专业"因为不同届"校园里擦肩

而过互不相识#

#$$%

年
!

月章缨毕

业后被常州市武进区某卫生院招聘

为门诊收款员" 第二年即
#$$!

年
!

月芮雪毕业" 也被同一卫生院招聘

为门诊收款员"不久"同一岗位的两

姐妹就形影不离了"也算有缘$

监管失控轻易得手

工作不久芮雪谈恋爱了" 对象

小沈为
!$

后独子"任性贪玩"个子

不高% 家境一般的芮雪喜欢他的帅

气"百般迁就"意外怀孕后干脆登记

结婚了$装修新房"购置家用"筹备

婚礼"芮雪一一办妥$哪来这么些银

子呢&她自有办法$

卫生院规定" 下班前收款员要

把日报表及收费存根交给出纳万灵

报账核对"万灵没严格遵守制度"隔

天报账也行" 现金甚至拖一个月上

缴也没事" 这就有了乘虚而入的空

间"制度再好也得靠人执行啊$

手头吃紧的芮雪第一次拿了公

款
"$$

元"隔几天补交上"万灵没发

现"芮雪胆子大了$开始她还把截留

的收费存根拿出来理理"好有个数"

克制一下欲望" 可万灵核对账目只

局限上缴的部分" 对芮雪隐匿不报

的部分丝毫没有察觉" 芮雪说一直

没人核查" 就不再翻看隐匿的发票

存根"不知不觉数额很大了"就开始

篡改电子台账"销毁收费存根''

芮雪%章缨是合同制用工"待遇

比正式编制人员要低一半还多"但

是工作量并不少$ 看看身边几个体

制内的同龄女孩的消费档次要比自

己高得多"难免有种委屈感失落感"

俩人聊天时经常触及这个话题$心

理失衡得有途径调适" 很快闺蜜俩

找到了出口" 就在芮雪挪用公款的

同时"章缨也向公款伸手了"其手法

与芮雪如出一辙" 而她俩事先并没

有商量交流"各干各的"虽然无话不

谈"但是都对对方隐瞒了这个秘密$

俩闺蜜隔三差五逛逛街 "高档

消费街区富克斯流行广场每周至少去

一次"去一次几千元就没了"巴宝莉时

装
&$$$

元一套" 迪奥凉鞋
'#$$

元一

双"雅诗兰黛精华素
($$$

多元一小瓶"

)*+,-./

用了没多久就换
)*+,-."

"夏

天去青岛" 冬天去海南''爽得一

塌糊涂$父母虽发现女儿购物疯狂"

问过"但都被黄毛丫头糊弄过去(打折

的"促销活动"很便宜''

物质消费带给人的满足愉悦是

短暂的"必须周而复始再度消费才能

再获得满足#于是"伴随俩闺蜜疯狂

消费的是作案频率的加大#刚踏上社

会的
!"

后
0$

后"大多不具备抵御各

种诱惑的能力"如果本职工作是与现

金打交道"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患难之交情谊深

芮雪生下儿子欢欢 !化名""丈

夫小沈的玩心并没有因为当了爸爸

而有所收敛"经常彻夜不归"芮雪独

自带着孩子忙得四脚朝天" 在家从

不干家务的章缨成了免费钟点工"

抱孩子洗衣做饭"甭管干得好不好"

有这份心足以让芮雪感激涕零了#

章缨一直没对象" 闺蜜情成了唯一

的情感寄托" 喜欢吃啥芮雪就给她

做啥#闺蜜是什么&闺蜜就是患难时

默默地守在你身边的那个人呗#

闺蜜俩都了解对方家境" 潜意

识里见对方出手阔绰感到过诧异"

哪来这么些钱呢&也像我这么干吗&

但谁也没捅破那层窗户纸# 案发后

章缨说( 这块是唯一不能被对方触

摸向对方敞开的" 想在对方心里保

持一个良好的形象吧# 如果早点敞

开秘密"或许不会走偏得太远#直到

在看守所见到芮雪" 才知道我俩挖

的是同一个坑"四目相对"都哭了#

#$(&

年
1

月" 芮雪与小沈的婚

姻走到了尽头"协议离婚"虽然协议

书上写明小沈承担二分之一孩子的

抚养费"但是他始终分文未付#芮雪

不敢把离婚之事告诉爸妈" 因为当

初是她不顾父母反对硬嫁给那小子

的"不能再让爸妈为她烦心了"好在

身边有章缨里外帮衬"感觉好多了#

物质的满足能暂时消弭内心的

失落和痛苦" 离婚促使芮雪在物质

消费上更加随心所欲满足自己"截

留公款数额也增大"最多一次
"$$$

元# 她用公款
&

万元购买了金银首

饰"前夫没能给的一切"她要自己给

自己) 她用公款
1

万元将小家装修

一新"意味着忘掉过去"一切从头开

始) 她用公款给欢欢购买一流品牌

的吃穿用" 还给孩子办了数万元保

险"不能委屈了没爸的孩子)她用公

款将原来的轿车换成了越野车"很

多夜晚"芮雪开车"章缨抱着欢欢坐

在后排"高架上兜兜风"是他们仨最

快乐的时光''

与此同时" 始终没对象的章缨

也把物质消费作为满足虚荣弥补内

心失落的主要方式"频繁作案"案发

后她交代" 拿得多了自己也没能力

还了"而且结账时间都过去很久了"

再补交也补不进去了#

作案特点如出一辙

虽然俩闺蜜实施犯罪之前及过

程中都没预谋商量" 直至案发都没

向闺蜜透露半个字" 但是她俩的犯

罪特征出奇的如出一辙(

一是时间起点上" 犯罪的时间

都从参加工作第三年开始" 前两年

工作勤勤恳恳"不敢有丝毫懈怠"两

年后思想开始发生变化" 渐渐放松

对自己的要求" 认为干得多待遇低

得补偿自己"最终走向犯罪#

二是消费观念的变化上" 刚踏

上社会时还能量力而出"克制欲望"

渐渐受到周围同龄人消费倾向的影

响及物质的诱惑" 逐渐羡慕追求高

消费生活" 因为入不敷出即把手伸

向了公款#

三是犯罪轨迹转化上"开始截留

公款后等付了工资还能归还一部分"

不约而同地都试探过负有监管责任

的出纳万灵"断定万灵不可能核查电

脑台账及发票存根"万灵的玩忽职守

为她们大开绿灯" 继而胆子越来越

大" 每次截留的数额也越来越大"消

费档次越来越高"周而复始的消费中

忘乎所以" 滚雪球式窟窿越来越大"

直至挪用公款数额巨大而不可自拔#

案发后"她俩都不清楚自己究竟具体

挪用了多少公款"可见犯罪的主观恶

性程度很严重了#

哥哥婚礼那天被带走

#$(&

年底" 卫生院医药科室发

现院里进的药都卖出去了" 但账户

上缺口很大"钱没打进来"院领导立

即组织力量调查" 进入收款员电脑

系统逐笔核对"发现章缨%芮雪有挪

用公款之嫌疑" 即向检察机关报案

而案发"

#$(/

年春节前"常州市武进

区检察院反贪局分别对芮雪% 章缨

挪用公款案立案侦查#

#$(/

年
#

月
1

日大年初七"春

节假期后第一天上班" 芮雪迫不及

待地截留了这天的门诊收费款
"$$$

元"因为明天众亲戚聚会"她要送出

"

份压岁钱''

#

月
#$

日是正月二十一" 黄历

上标明这天是迎娶新人的好日子"章

缨的哥哥今天大婚#这日一早章缨提

前上班" 准备
0

点时请假去参加婚

礼#上午
!

点
&$

分"院长电话通知芮

雪%章缨到他办公室来一下"反贪局

检察官当场向她俩出示了传讯通知

书"芮雪%章缨分别被带到检察院接

受审查#新郎哥哥左等右等不见妹妹

踪影"打手机也不接"直到婚礼开始

前才接到章缨的电话"哥哥听到了电

话那头妹妹的抽泣声''

经查(

#$((

年
(

月至
#$(/

年
#

月间"章缨%芮雪受事业单位委托"

在收取% 管理门诊费过程中利用职

务之便" 采用收不入账的手段截留

公款"芮雪共计挪用公款
&12%

万元"

章缨共计挪用公款
#/21

万元"均用

于个人消费而挥霍一空#

审查中她俩坦言( 不知道这么

做触犯什么罪名" 更不知道拿这么

多公款要判多少刑" 脑子里一笔糊

涂账#芮雪说"也想到过万一事情暴

露该怎么办" 知道父母有笔拆迁款

/3

多万元" 到时候能帮我还上#提

审时检察官质问芮雪( 拆迁款是你

父母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家业" 也是

他们的养老钱" 凭什么这个钱就应

该填补你的胡乱挥霍& 你于心何忍

呐&你肆无忌惮地消费公款的时候"

就不能想想你的父母" 就不能心疼

一下他们吗*芮雪低头不语''

案发后芮雪父母拿出所有拆迁

款及存款全额退赃" 为女儿从轻处

罚创造条件) 章缨的家人也尽力协

助退出部分赃款$另外"章缨!芮雪

在接受检察院第一次询问时" 都如

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 根据有关

规定" 被认定为自首" 可以从轻处

罚$

铁窗下的俩闺蜜

#4(/

年
($

月
(&

日" 经检察机

关提起公诉"法院判决"因犯挪用公

款罪"

#"

岁的芮雪被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

#1

岁的章缨被判处有期徒刑

五年)同时"她俩所在的卫生院的上

级主管部门对玩忽职守的出纳万灵

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

判决生效后笔者在常州市看守

所分别见到了俩闺蜜" 一说起章缨"

芮雪就哭了( 开庭时才看到章缨"她

瘦了好多"好心疼她"比自己坐牢都

心疼"她洗衣服手脚慢"很想帮帮她"

如果有可能"能不能把我俩投送到一

个监狱"在一个监室住"我想天天看

到她"这样我俩有个伴"相互帮助相

互支撑"日子就不那么难熬了''说

到今后的打算" 章缨说想在监狱多

学点法律"人生还长"不懂法的话出

去了还得栽跟头$

#$("

年
#

月
(!

日大年夜"新年

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笔者在常州监

狱女子分监狱
#%

!

#0

监区再次分别

会见了她俩" 俩闺蜜都热泪盈眶(没

想到大年夜能在这里再见到您"一定

记住您的话"埋头苦干"争取减刑*

#$("

年
"

月
(#

日" 正值国际护

士节" 常州市检察院女检察官协会到

常州监狱女子分监狱组织帮教活动"

芮雪! 章缨案件承办人李明春了解到

俩闺蜜服刑期间表现较好" 当即向监

狱领导请示"经批准"俩闺蜜见了面"

她俩紧紧抱在一起" 久久不愿分开

''李明春说(你们的护士专业不能

丢"出狱后还能为社会服务$俩闺蜜

表示一定努力改造"早日回归社会$

闺蜜除了相互慰藉疗伤之外 "

更重要的是相互提升相互完善$

"未经作者同意#其他媒体及网

络不得转载$

案后说法

有调查表明# 近年来$ 职务犯

罪年轻化倾向明显$

!"

后
0$

后成

为职务犯罪一股不可忽视的暗流$

他们的特点是# 入职时间短$ 文化

程度高 $ 犯罪手段大多属于智能

化$ 如本案中两名被告人篡改电脑

台账等% 贪欲在作案过程中迅速膨

胀$ 作案频繁且涉案金额大$ 无所

顾忌% 赃款都用于奢侈消费$ 案发

时大多挥霍一空% 法制观念极其淡

漠$ 可谓 &无知者无畏'( 在第一

次接受检察院审查时$ 芮雪) 章缨

不约而同地说# *我把事情都说完

了$ 可以让我回家了吧+' 令办案

人员无奈且痛心( 她俩坦言# 不知

道涉嫌什么罪名$ 也不知道挪用数

额是量刑的标准$ 更不知道拿了这

么多公款要判多少刑期$ 总之$ 从

第一次作案到案发$ 脑子里都是一

笔糊涂账(

大批
!"

后
0$

后将踏上工作岗

位$ 其中一部分人将从事与现金打

交道的工作$面对金钱$面对扑面而

来的花花世界$怎样才能做到*常在

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呢,

物质消费的基本原则是# 取之

有度$ 用之有节( 年轻人要努力克

服贫富差距导致的心理失衡$ 生活

是不公平的$ 你要去适应它% 摒弃

攀比 $ 切忌过分爱慕虚荣追求时

尚$ 时髦不等于时尚$ 时尚是一种

生活态度$ 是自信) 达观) 进取的

生活姿态 ( 司马光说 # 由俭入奢

易$ 由奢入俭难( 物质消费获得的

满足是短暂的$ 精神的独立和富足

才是永久的--

%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公

诉局检察员 李明春$

若为艺术故，一切皆可抛？

这年头$ 谈论艺术是很冒风险

的事$很容易被指责*你不懂'(鉴赏

人体摄影$ 应抱着一颗追求美的心$

不要谈*裸'色变(这都是应该的(但

一堂所谓的人体视觉艺术盛宴$或者

说摄影师的一次*巅峰'创作$是不是

非要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这*艺术'

到底是个什么*艺术',值得怀疑(

近日$ 有摄影师在故宫博物院

为女模特拍摄裸照的消息经报道后$

引发舆论关注(除了摄影师自己在微

博的言论仍无歉意外$网上几乎谴责

声音一片(面对摄影师的*傲娇'$故

宫方面由先前的澄清自己与此事无

关$表示谴责外$现在也变得强硬$故

宫博物院再次对*女模故宫拍裸照裸

骑螭首'一事回应称$故宫已及时报

案$目前公安部门在依法处理中(

登录该名摄影师的微博会发

现$ 其发布的一组人体艺术照片显

示$一名模特全身赤裸$宏伟故宫和

熙攘游客在身后$ 一名摄影师正在

拍照$微博同时配文 *

5,67)-8

我在

故宫'( 在此事引发巨大争议后$该

名摄影师说什么这只是一种艺术创

作$并没有影响到任何人(就摄影师

的回应来看$ 并不能让人认同与接

受$ 也许你在拍摄过程中没有影响

其他游客游览$ 但并不能认为此举

就具有合理与合法性$ 如果说只要

不影响任何人$ 就可以随随便便地

脱衣拍照$ 治安法规还怎么约束他

人,还有什么公序良俗可言,事后你

拍摄的裸照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产

生怎样的恶劣影响$你都不管不顾$

那你这个想法也太简单了$ 起码说

明既不懂法$也无基本社会责任感(

据称这名摄影师已经在人体摄

影圈里小有争议了$ 此次为了再次

出名他也的确是煞费苦心$ 只可惜

这剑走偏锋也太偏了$ 都扎到法律

边界了$可他自己还一无所知(相关

法律专家已表示了$ 如未经主管部

门同意$拍摄裸照的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的社会公

德和公序良俗$是原则性上的违法(

也有专家指出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规定$*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

情节恶劣0的行为$应当处以治安拘

留或者罚款(

所以说这件事情的争议点倒不

是说该不该拍裸体照$ 我们国家现

在对各种艺术形式兼容并包$ 也已

经不再像过去那些年那么封闭保守

了$ 但并不是说任何地方开展所谓

的艺术形式都不受约束$ 该不该在

故宫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

去进行这样的拍摄, 法律又允许不

允许,有不有违公序良俗,这个是我

们重点探讨的问题(

事实上$在公共场所$尤其是游

客密集的著名旅游文化景点拍摄裸

照的现象在国外也早已不鲜见$包

括美国帝国大厦) 秘鲁马丘比丘遗

址)埃及金字塔)柬埔寨吴哥窟等在

内$都曾发生过类似现象(但即使在

思想开放的西方国家$ 如果一名摄

影师要在博物馆等公众场所拍摄人

体艺术照片$ 也必须事先征得主管

方的同意$选择闭馆的时间$或在指

定区域进行封闭拍摄(

日本 .刑法 /规定 $在神社 )寺

庙) 墓地以及祭祀场所公然实施不

敬行为者$ 可能被处以
1

个月以内

徒刑$ 以及
(4

万日元以内的罚款(

.轻犯罪法/规定$在他人能看到的

地方实施引起公众厌恶情绪的行

为$ 或随意露出身体隐私部位的行

为$可能被处以拘留和罚款处罚(

#4(&

年
!

月$纽约摄影师艾伦1

亨森在帝国大厦游客密集的顶层观

景台上给一位裸露上身的女子拍摄

照片(帝国大厦方面认为$帝国大厦

是纽约的地标性建筑( 这种不当行

为影响了这幢世界著名摩天大楼的

声誉$对摄影师进行了起诉$并索赔

((4

万美元(

以此类推$我想$欧洲应该也不

会允许在圣彼得大教堂前拍裸照$

印度应该也不允许在泰姬陵前拍裸

照$ 美国定不允许在林肯纪念堂前

拍裸照$那么$我们接受不了在故宫

拍裸照$也是理所应当的吧(

新拍案

学 法
所在社区要征地拆迁了"作为社区书

记的曹壮平看准了这个+致富,好机会"他

通过伪造材料"骗取拆迁安置房两套"还帮

人骗取安置房$

1

月
0

日上午" 因被指控贪

污"南京市江宁区方山街道健康社区原党

总支书记曹壮平在南京市中级法院受审$

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 曹壮平除了

给自己骗取两套房子外" 还帮别人套取

了三套房子" 其中包括两套房子和一套

房子拆迁补偿款$ 这些人分别是当时的

街道副主任!街道拆迁办人员!园区拆迁

办副主任$庭审中"曹壮平称"+让我出假

材料的都是分管拆迁的主要领导" 他们

在拆迁认定中实际作用很大$,而他的辩

护律师" 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当时要

求他出假材料的都是上级直接负责拆迁

的领导"领导说要帮自己的大舅子!小姨

子弄套房子"曹壮平作为下级只能服从"

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

去年
!

月" 社区上级机关召开各区

负责人大会" 会上就拆迁过程中的违法

风险% 领导干部廉正风气等问题作了强

调$第二天"曹壮平就去了纪委"主动交

代了自己的违法行为" 并退回了骗取的

安置房$庭审中"曹壮平认罪悔罪"并称

自己违法犯罪"不能将责任归咎于别人"

是自己法律意识淡薄带来的恶果$

摘自
!

月
"#

日&现代快报'

相信他是真不懂法( 不然也不会开

完会$第二天就去了纪委(他说#不能将

责任归咎于别人(看来他也是有担当的(

那责任应该归咎于谁呢, 他的律师说#

*作为下级只能服从$是一种2不得已而

为之3的行为(0这倒引起了我的联想(下

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这是毫无疑

问的事(但$下级应该服从上级什么呢,

上下级的关系是因工作而来的(下

级服从上级$是就工作而言的(为了个人

的利益$上级命令下级去做的事$你完全

可以不做嘛(可我这么一说$又想到了另

一句话444不得已而为之( 有什么不得

已的呢,无非是会得罪了上级$把关系搞

僵$甚至他的上级会给他穿小鞋(在不懂

法的他看来$得罪了上级那是天大的事(

因为他不知道$ 给上级做了这样的 *好

事0$自己违法的结果是什么(如果知道

了$他还敢去做吗,

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 如今已不是

问题了(可在实际生活中$真临其事时$

有很多人还是难免会糊涂( 如果自己再

是个法盲$那遇到权力的号令$又怎么不

会迷失了方向呢, 反腐倡廉不是一句空

话$不光要让干部知道腐败的危害性$更

要让干部知法$ 知道自己违法的后果有

多么严重( 毕竟$ 没有人会为了服从上

级$陷自己于牢狱之中吧(

法律意识淡薄这样的话听得多了$

难免让人麻木( 然而$ 对于违法的人来

说$这确实是痛心之语(我们大家都该学

学法$尤其是干部(学法$可以让我们少

些*不得已0(

%本期坐堂(张笑$

闺蜜俩都了解对方家境$潜意识里见对方出手阔绰感到过诧

异$但谁也没捅破那层窗户纸( 制图
$

马菲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