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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克还是108克，卖毒者与买毒者各执一词，此时孤证无援。检察官引导侦查，两位关键证人现身解疑———

108克才是事实
!

王宇 徐培亮

面对仅有买毒人供述的贩卖

毒品案! 承办检察官审查后认为

犯罪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较大 !两

次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 多次介

入引导侦查! 最终认定犯罪嫌疑

人贩卖毒品
!"#

克的犯罪事实"

$

月
%%

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检

察院以涉嫌贩卖毒品罪对李建

军# 施小华提起公诉! 以涉嫌贩

卖#运输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

对张玉明提起公诉"

现有证据不足

%"!&

年
'

月
!$

日凌晨!民警

在宿迁市区巡逻时! 发现一男子

形迹可疑!便上前盘查"面对民警

的询问 !该男子神色慌张 "随后 !

民警将该男子控制! 从其身上搜

出疑似冰毒的白色颗粒物" 经审

查得知!该男子名叫施小华!搜出

的白色颗粒物是冰毒! 被查获前

正在找机会出售"施小华交代!他

是在帮一个名叫张玉明的人出售

冰毒" 公安机关顺藤摸瓜将张玉

明抓获归案"

张玉明交代 ! 自己分别于

%"!&

年
(

月底#

#

月初#

#

月底先后

三次从南京的李建军处购买冰毒!

数量分别为
%&

克#

)*

克#

&#

克!所

购冰毒除部分供自己吸食外!其余

的通过施小华出售给他人吸食"根

据张玉明的供述!公安机关从他的

手机中调取了他与李建军联系购

买
&#

克冰毒的通讯信息"

%"!&

年
!"

月
'

日!公安机关

在南京将李建军抓获"归案后的李

建军仅承认自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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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底

出售冰毒
&#

克给张玉明的犯罪事

实!而对于张玉明供述的其前两起

出售冰毒的犯罪事实则坚决予以

否认" 由于缺乏其他相关证据!公

安机关对李建军前两次向张玉明

出售冰毒的事实未予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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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公安机

关将该案移送宿城区检察院审查

起诉" 承办检察官审查案卷材料

后认为! 张玉明没有理由虚构向

李建军购买冰毒的事实! 他的供

述也较为详细!应该真实可信!该

案的关键是在李建军拒不承认犯

罪事实的情形下! 如何寻找其他

相关证据进行认定"

根据张玉明的供述! 他第一

次从李建军处购买冰毒时是通过

不知情的李斌!化名"从南京带回

宿迁的!第二次购买冰毒时!是和

一位名叫胡焱!化名"的男子一起

开车到南京取回的"

查找关键证人

多次翻阅证据材料! 承办检

察官发现!张玉明交代!他每次从

李建军手中购买冰毒都是通过银

行汇款交付毒资! 而公安机关调

取的李建军的银行账户往来明细

也显示 ! 在
%"!&

年
(

月底 #

#

月

初!该账户分别有两笔进账!金额

与张玉明供述的购买冰毒的钱款

数额相吻合"同时!公安机关从银

行调取的监控录像显示! 当时张

玉明的确是在银行自动柜员机上

办理汇款业务"

$这两笔钱应该就是张玉明

所汇% 但如何才能证明这两笔钱

是用于购买冰毒的呢&'承办检察

官决定先接触李建军! 希望能够

从其辩解中找出漏洞! 继而制定

策略"

$我只卖过
&#

克冰毒给张玉

明 !而且只有那一次交易 "'李建

军依然对前两起犯罪事实予以否

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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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底 #

#

月初 !你

的银行账户有两笔汇款! 这两笔

钱是谁汇给你的&'

$那两笔钱是我向胡焱借钱!

他汇给我的"' 李建军胸有成竹!

并一一交代了自己借钱的原因 #

时间和具体金额"

$每次都是胡焱汇款给你

吗&'

$这我就不清楚了!也有可能

是他让别人汇款的! 但我的确是

向他借的钱"'

$胡焱是该案的关键证人!只

有找到他! 才能分辨李建军辩解

的真假"'承办检察官立即与公安

机关侦查人员联系! 要求尽快查

找胡焱的下落"很快!消息反馈回

来( 确有胡焱其人! 但其行踪不

定!一时难以找到"

承办检察官将该案退回公安

机关补充侦查! 要求公安机关寻

找胡焱的下落"但是!胡焱一直没

回家!其家人也不知道他的去向"

收到公安机关传来的消息

后! 承办检察官再次与公安机关

侦查人员就如何寻找胡焱的下落

进行了多次沟通"之后!公安机关

按照承办检察官的建议! 对胡焱

的社会关系进行梳理! 一一上门

走访! 最终从他的一个朋友处得

到他正在使用的手机号码! 将其

找到"

完善证据链条

胡焱证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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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底的

一天晚上! 张玉明开车带着自己

前往南京!后来见到了李建军!李

建军给了张玉明一个黑色袋子 !

自己当时才知道张玉明到南京是

向李建军购买冰毒的"同时!胡焱

称李建军从来没有开口向自己借

过钱!自己更没有给他汇过款!也

没有委托别人给他汇款"

根据胡焱的证言! 承办检察

官建议公安机关侦查人员从交警

部门调取当天张玉明的行车轨迹

进行印证"调取的行车记录显示!

张玉明的轿车当天晚上的确是从

宿迁开往南京!后又从南京返回"

至此! 张玉明供述的其第二次向

李建军购买冰毒的犯罪事实得到

证实"

之后! 承办检察官开始审查

张玉明供述的第一次向李建军购

买冰毒的犯罪事实"证人李斌称!

自己当时到南京办事! 张玉明委

托自己从南京带样东西回来 "自

己到了南京中央门汽车站之后就

按照张玉明提供的号码拨了过

去!对方很快赶到!将一个盒子交

给自己!自己也没打开看!就带回

宿迁交给张玉明了" 自己并不知

道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也不认识

把盒子交给自己的那个人" 李斌

的证言与张玉明供述的第一次购

买冰毒的经过相吻合"

为进一步证明该起犯罪事

实! 承办检察官要求公安机关侦

查人员再次找到李斌详细询问盒

子的具体特征! 并与张玉明的描

述进行核对! 同时组织李斌对李

建军进行辨认!制作辨认笔录"在

辨认时! 李斌一眼就认出了李建

军是当初在南京将盒子交给自己

的人! 同时他对盒子的描述也与

张玉明的描述基本一致" 张玉明

供述的其第一次向李建军购买冰

毒的犯罪事实得到证实"

虽然李建军对前两起贩卖毒

品的犯罪事实仍然拒不承认 !但

根据两次补充侦查调取的相关证

据!承办检察官认为!李建军先后

三次贩卖毒品共计
!"#

克的犯罪

事实能够被证明!遂依法认定!并

以此对其提起公诉"

为何凌晨出逃
!

周炜 陈萍

$我本想借钱渡过难关!但

没想到走上不法之路! 不仅没

挽救自己的生意! 反而害得乡

亲们血本无归" 我在这里给你

们说声对不起! 你们的钱我一

定想办法还"'

&

月
!*

日!被告

人石学在最后陈述阶段! 转身

面向参加庭审的被害人们表达

了深深的歉意"

石学和韩琳本是一对勤恳

夫妻! 但二人因生意失败借上

了高利贷"为支付高额利息!二

人采取打欠条的方式向周边村

民收购粮食! 再将粮食转手卖

掉偿还高利贷! 至于村民的粮

食款!他们是能拖就拖"最终!

石学和韩琳不仅没能还清高利

贷!反而欠下粮食收购款
'"

余

万元"见事情无法再隐瞒!二人

带着孩子仓皇逃离家乡 "

%"!&

年
(

月
!!

日!已逃至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的他们被

抓获归案"

%"!$

年
&

月
!*

日! 江苏

省泗阳县法院开庭审理石学和

韩琳涉嫌诈骗一案"在法庭上!

他们不承认自己是诈骗! 辩称

只是临时周转而已! 难关过后

肯定会还钱"

$石学!你一开始借了多少

高利贷&利息是多少&'公诉人

林红霞按照事前准备好的出庭

预案!展开了法庭讯问"

$大概有三百万!利息从每

月一分到五分不等"'

$你每个月大概要还多少

利息&'

$六七万元"'

$你当时的经营状况如何&

收购了多少粮食&'

$前两年!我先后经营过鱼

塘#养鸡场!亏了七八十万元"

后来开起了粮食收购站! 赚了

一点钱!但用来还高利贷了"这

次我先后收了
'#

万元的粮

食"'

$按你所说!即使你把所有

收购来的粮食全部卖掉! 也无

法还清你所欠下的高利贷!你

又用什么来支付村民们的粮食

收购款呢&很明显!你们并不具

备偿还能力! 在收购粮食时虚

构了事实# 隐瞒了事实真相"'

林红霞直指问题要害"

$当时我还不了!但只要我

的生意有了起色 ! 我肯定能

还"'石学解释道"

$既然你说自己会主动还

钱! 那为什么要离开家前往新

疆&'

$我去新疆不是逃跑!是去

追债" 一个朋友欠我
!$

万元!

我想把钱要回来付粮食款"'石

学很淡定"

$那你为什么在约定还款

时间到期时举家前往新疆!而

且在凌晨两三点钟离开&'公诉

人提出困惑"

听到公诉人的发问! 石学

显得有点慌张! 但仍一口咬定

自己并不是逃跑"

$石学和韩琳不仅举家趁

夜前往新疆! 而且在离家前将

所有钱都转到另一张银行卡

上!到达新疆后!二人不仅将手

机关机!还更换了手机卡"这足

以证明他们是携款潜逃"'听完

公诉人的分析后! 石学有些坐

不住了!他满脸通红地低下头!

沉默不语"过了好一会儿!石学

抬起头!承认了自己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骗取村民粮食收购

款的犯罪事实"

石学虽然承认了犯罪事

实! 但他坚称所有的事情都是

自己一个人做的! 与自己的妻

子韩琳无关"

根据公安机关移送的证

据! 公诉人能够断定诈骗事实

是石学#韩琳夫妻二人合谋!共

同实施的" 石学是想让韩琳逃

避罪责"

$粮站的经营主要是谁来

负责&'

$都是我在负责!我妻子不

参与"'石学回答得很干脆"

$平时收购粮食的账目是

谁保管的&'

$也是我保管的!跟韩琳没

关系"'石学坚持为韩琳开脱"

$可是粮站的账册上有你

妻子韩琳的签名"很明显!你在

撒谎%'林红霞直接指出其辩解

的不可信之处"

此时!石学低下了头!没再

继续辩解"

林红霞见到这种情况!认

为只要适当引导! 他会认罪悔

过($石学! 你回头看看旁听席

上的村民们! 他们辛苦一年也

不容易! 可你们却让他们血本

无归!他们也要生活!也有一家

老小要养! 你这样做难道就对

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低下头的石学久久不语!

时而双手捂面!时而双手抱头"

良久!石学抬起头!承认了与妻

子韩琳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

并转身面向旁听席! 深深地鞠

了一躬"

安全气囊上采证
!

胡传仁 魏霞 张灵生

为让酒后肇事的丈夫逃避处

罚 !保住工作 !妻子为丈夫顶包 !

岂知办案检察官发现了蛛丝马

迹! 继而又从安全气囊上找到顶

包的证据"

$

月
%(

日!被告人李光

莉因涉嫌包庇罪# 其丈夫牛国志

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河南省潢川

县检察院提起公诉"

今年
)

月! 一起普通的交通

肇事案被提请到潢川县检察院审

查批准逮捕"卷宗显示(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许!犯罪嫌疑

人李光莉驾驶豫
+)*"""

号小

型轿车沿潢川县弋阳路由西向东

行驶至刘靛行村胡大塘组路口

时! 将前方由蔡某驾驶的自行车

撞倒! 致蔡某及乘坐人陈某二人

受伤!蔡某#陈某经抢救无效而死

亡"经事故认定!李光莉负此事故

的全部责任"

在反复审查案卷材料后 !检

察官发现! 犯罪嫌疑人李光莉供

述事发当时是自己驾车由北向南

行驶! 其丈夫牛国志坐在副驾驶

座位上" 当车行至事故发生地点

时与对方驶来的自行车相撞 )而

在审查警方提供的路口监控录像

时! 承办检察官却发现肇事车辆

与被撞自行车竟然是同向行驶 !

而非相向行驶"

她在说谎& 承办检察官当即

与交警部门联系! 建议交警部门

对肇事车辆驾驶室弹开的安全气

囊上的痕迹进行生物物证遗传关

系鉴定"

随后! 承办检察官与交警部

门一起深入现场附近! 展开更大

范围的走访!寻找目击证人"经过

大量的调查走访! 有一名证人证

实(案发后!从肇事车辆驾驶室出

来的是一名男性! 此后再也没看

到有其他人从车里出来"

为进一步取得扎实的证据 !

承办检察官在交警的配合下 !进

一步调取了事发路段的全部监控

录像" 经过对肇事车辆案发前的

行驶轨迹进行认真梳理! 承办检

察官从事发地点前一路口的监控

录像发现! 当时肇事车辆的副驾

驶座位处于无人状态"

带着重新取得的证据!承办检

察官再次提审李光莉"李光莉回答

道($是我开车带着牛国志的!牛国

志当时就坐在副驾驶位上"因牛国

志喝多了想吐!我只顾转头去看他

了! 没有看到对面有人骑车过来!

结果将对方撞倒了"'

李光莉对事故发生经过的陈

述始终一致!可当承办检察官问为

啥有证人证实只看到有一名男性

从驾驶室里出来#车内再没有其他

人等情况时!李光莉却答不上来"

假如李光莉不是该案的犯罪

嫌疑人! 那么真正的犯罪嫌疑人

很可能就是其丈夫牛国志%

承办检察官建议交警部门立

即对牛国志采取强制措施" 牛国

志到案后! 承办检察官对其展开

讯问!但牛国志一口咬定!事发时

是妻子李光莉驾的车! 自己喝得

酩酊大醉!什么都记不清了"

面对牛国志的百般抵赖 !承

办检察官再次建议交警部门对事

发后第一时间段内牛国志的通话

清单进行调取!以补强证据"从调

取的通话清单显示! 牛国志在案

发后第一时间内就与其妻子李光

莉进行通话"与此同时!生物物证

遗传关系鉴定结果终于出来 "鉴

定结果显示! 安全气囊上的物质

也为牛国志所留下的"

案情逐渐明朗" 承办检察官

先后提审了李光莉#牛国志"承办

检察官一边向他们出示监控录像

截图# 生物物证遗传关系鉴定结

果#通话清单以及证人证言)一边

对李光莉# 牛国志分别进行耐心

思想教育和劝导! 告知其作伪证

所要承受的严重后果"最终!二人

分别交代了案发当晚的实情"

%"!$

年
%

月
%&

日!牛国志驾

车到朋友家拜年! 高兴之余饮了

不少酒"朋友见牛国志喝得大醉!

就给牛国志的妻子李光莉打电

话 !让李光莉来代驾 "随后 !李光

莉让儿子骑摩托车将其送到朋友

家! 由李光莉驾车沿着县城航空

路由北向南行驶" 因李光莉临时

有事先下了车! 然后牛国志驾车

沿潢川县弋阳路由西向东行驶 !

当车行至刘靛行村胡大塘组路口

时! 与同方向行驶的由蔡某骑行

的自行车发生追尾! 后撞上道路

南侧电线杆! 致蔡某及乘坐人陈

某二人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肇事后! 牛国志担心坐牢后会被

单位开除! 就打电话让待业的妻

子李光莉顶包"

)

月
%%

日! 李光莉因涉嫌包

庇罪被潢川县检察院批准逮捕 !

其丈夫牛国志也因涉嫌交通肇事

罪被批准逮捕"

公诉人简介

林红霞，女，1976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泗阳
县检察院党组成员、公诉科科
长。从事检察工作十多年来，
始终坚守在执法第一线。
2002年2月，参与办理沈阳
“慕马”大案，因成绩突出，被
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
位联合通令嘉奖，2006年，被
全国妇联授予“全国维护妇女
儿童权益贡献奖”。

回 拨
!

口述 谢璐 整理 吴

刚接触未检工作的时候#我以为和干公诉工作一样#只要

让内心充满正义# 就能干好这项工作$ 但是这两年的未检工

作#却让我明白#只有正义是不够的#未检工作需要的是悲悯

之心#是%治病救人&$

不久前我办过一个未成年人抢劫的案子$那天#经多次传

讯#我终于在审讯室里见到姗姗来迟的少年小孙和他的母亲$

其兄弟俞某打伤三轮车司机后#指示他抢走三轮车的电瓶#因

兄弟情义#他按照指示做了#遂因涉嫌抢劫罪被公安机关移送

审查起诉$ 眼前的小孙有些不安# 但他看起来不是一个坏孩

子'衣着朴素#无染发无文身也无耳钉#更没有%杀马特式&的

怪异造型#不过是个普通少年$

那天做笔录的时间着实有些长# 除了核实案情( 批评教

育#更多的时候我要求小孙的母亲多谈谈自己的孩子'出生在

农村的他兄妹六人#排行老三的小孙初中未念完便踏入社会#

现在做的车间工每月休息四天# 每天从早上八点干到晚上十

一点$小孙除了表示认罪以外言语寡淡#但听到母亲说自己每

月能挣三千多元(会往家里寄钱(是家中最懂事的孩子时#表

情中分明透出一丝自信与骄傲$ 家庭教育能发挥社会教化达

不到的人格塑造作用#较之艰涩难懂的法律#父母的批评与肯

定能给未成年人尚未成熟的心智提供成长的土壤和动力#悔

之愈深(改之愈切$

笔录作罢#我批评小孙数次违反纪律不到案接受讯问#他

却轻声说出原因'%检察官姐姐#我不接电话并非不遵守纪律#

车间里人太多#我害怕打电话被人听见#老板知道了会)炒我

鱿鱼*的$下次你再打电话来#我一定回复你$&

于是#后来与小孙的多次接触#我拨打电话他挂断#他回

拨我接听#俨然成为了一种默契$

开庭那天# 在一审法院的圆桌法庭内我最后一次与小孙

碰面#在庭审中除了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外#我也谈到了小孙

的个人表现(家庭情况(悔罪态度#并当庭建议一审法院对小

孙适用缓刑$

收到缓刑判决踏出法庭的那一刻# 小孙对我咧嘴一笑#我

能看出他内心中的真诚$我想#他将会是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干未检工作这些年#有时候我会问自己#我忍心将这群不

懂事的少年推向社会的对立面吗+ 让他们在还没有完全懂事

的时候就被社会遗弃吗+其

实#我的内心早就有了答案'

我更愿意当他们的大姐姐#

为他们撑起一片蓝天$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

市镇海区人民检察院#

幻 觉

!

口述 张敏 整理 王帅迪

%被告人段明哲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

月$&

%"!$

年
$

月
&

日#随着法官的宣判#站在法庭上的段明

哲泪流满面$

%

月
%(

日提审时#段明哲对我们说'%我从小与母亲相依为

命#如今
%*

岁了#还让母亲操心,,&他红红的眼#满是愧疚$

他与母亲相依为命#所以他感情世界里最重要的人就是妈妈$

面前的他精神状态正常#对自己曾做过的事依旧记得$结

合本案被害人陈述及我们走访所得的证人证言# 基本还原了

案情$

%"!&

年
!"

月
%*

日傍晚#他吸毒后产生了幻觉'自己的母

亲会有生命危险#必须马上去救她$随后#他就跑到朋友家借了

双运动鞋#还告诉朋友'%我必须在天亮之前赶到#不然我妈妈

会有生命危险$&

!#

点
&"

分#他盯上了小区附近的一辆雪佛兰

轿车#口中念叨着%有人追我&之类的话#他打开了这辆汽车的

车门#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乌日娜!化名"被陌生的段明哲惊

到#立即逃离了汽车#很快#段明哲启动了汽车#绝尘而去$

二十分钟后#他将该雪佛兰车停在了一段施工道路旁#徒

步越过该路段#上了出租车司机林大海!化名"的车#要求林大

海以
!%"

元的价格将其送到钱家店镇$ 林大海觉得这位顾客

狂躁不安#一直要求自己将车窗和空调都打开#并且还抱怨自

己开得太慢$由于当时是
!"

月末#气温其实非常低#根本不

热#所以他当时就觉得不对劲#便想将车靠边停下$但就在那

时#段明哲突然拿出手机顶在林大海的脖子上#吼了句'%要车

要命+&听到这句话#林大海本能地选择了跳车保命$

!'

时
&"

分#段明哲行驶至钱家店镇前腰小学附近时#决

定再换一辆车#这样才能摆脱%追赶自己的人&$与此同时#他

发现不远处有一辆捷达轿车也停了下来$于是他跑过去#拍打

着车门#向车主索要钥匙$车主陈国!化名"正摸不着头脑时#

对方的拳头已经落在了自己的脸上$

莫名其妙挨了一拳后#陈国开始反击#接下来两人开始了

近身肉搏$已过不惑之年的陈国不是段明哲的对手#于是陈国

开始呼救'%有人抢车-&他的呼救被附近人听见#随后大家将

段明哲扭送至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接手该案后#段明哲的亲属及律师要求对其进行

精神疾病鉴定$

%"!&

年
!%

月
%%

日#内蒙古通辽市精神卫生中

心司法鉴定所对段明哲进行了精神病鉴定'段明哲为限制刑事

责任能力人$ 但其在一小时内作案三起# 侵犯财产价值
!$,$(

万元#破坏了社会秩序$

%"!$

年
)

月
)!

日#科尔沁区检察院就

该案提起了公诉#

$

月
&

日

段明哲因寻衅滋事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

"作者单位! 内蒙古自

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

检察院$

林红霞
-

右一"出庭支持公诉$

张玉明
#

月初在某自助银行向李建军汇毒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