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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狱友牵线，代理网络赌博

管培训还管饭
!

本报记者 郭树合 通讯员 张甜 赵树芬

张爱慧是山东青州人! 她的儿子因犯抢劫罪被关押在潍

坊市看守所"

!"#$

年底!为了解儿子在看守所里的情况!她与

已出狱的儿子的狱友李凯文相识!并来往频繁"

!%&'

年
&

月!张爱慧与丈夫开车送李凯文回老家时!认识

了王宝海!王宝海向他们介绍自己代理的一个叫#易购娱乐$

的赌博网站!一天挣几百元很容易!一年下来就能挣几十万!

当时他们并没有认可%

!%&'

年
!

月!李凯文又来到张爱慧家中!用其自带的笔记

本电脑和无线上网卡进行网上赌博!张爱慧将
'%%

元钱交给李

凯文让其帮忙赌钱!很快便赚了钱" 看到这个办法来钱快!张

爱慧便让李凯文教她玩!李凯文在她家的电脑上安装了&易购

娱乐$的软件!给她和她的丈夫开设了账号!并教会了她如何

操作'怎样发展下线"

因为总是输钱! 李凯文便把他的上线王宝海请到了青州!

教他们一起网上赌博"王宝海对张爱慧说!只要发展下线!给下

线开号!他们的赌资网站会给
&%(

左右的返利!每级代理可以留

下
%)'(

!剩下的留给下线!这样以此类推!每级都能挣取返利"

为获得返利!张爱慧迅速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发起攻势!竭力

宣传这个赌博网站!很快便发展了十余个下线!这十余个下线又

往下发展下线!张爱慧用自己和丈夫的账号为他们开通账号"

为下线开通账号后!张爱慧联系李凯文!再由李凯文联系

王宝海!将下线集中到自己家中!由王宝海对他们进行培训"

后来!张爱慧便直接负责教下线如何操作!甚至组织下线在自

己家中进行网上赌博!有些人中午留在她家!她便让丈夫做饭

招待"由张爱慧发展的下线!赌资共计
&&*

万余元!她共获得返

利
$+&,

元!但是她将钱投入网站赌博!一共输了
&

万多元"

!%&'

年
*

月
&-

日! 青州市公安局网监大队在网上发现异

常!经过审查!公安机关当天决定立案侦查"

*

月
&+

日!张爱慧

被抓获到案" 上线李凯文'王宝海仍在逃"

!%&'

年
$

月
!$

日! 山东省青州市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开设赌

场罪批准逮捕了张爱慧"检察院还向公安机关发出了继续侦查

取证意见书!建议公安机关深入调查!严厉打击此类犯罪"

假若年逾花甲的老黄没有那段下海经历，或许就不会有这段地下情；假若小芳是歌中唱
的那个淳朴姑娘，也许不至于为钱丢掉性命———

黄昏悲歌
!

孙兴国 齐建轩

原本生活人人称慕

!%&'

年
'

月
&+

日 ! 家住山

东齐河的黄静因犯故意杀人罪被

德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 !

缓期二年执行" 至此! 这起在鲁

北小城里引起轰动的婚外情杀人

案件终于尘埃落定"

这起发生在
!%&$

年
.

月
!,

日的杀人案件! 并不十分复杂 !

警方从接到报案到全案告破仅用

了几个小时"

杀了人的黄静 ! 在当地人

们都叫他老黄 ! 已是
,'

岁的老

人了 ! 他当过兵 ! 上过大学 !

从部队转业后一直在政府机关

工作"

前些年! 老黄赶上了机关单

位轮岗的大潮! 于是离开原来的

工作岗位! 自己办起了一家小型

印刷企业"

企业虽说不大! 但老黄经营

有方! 加之他在机关为官多年 !

在社会上很有人脉! 企业办起来

就承揽了很多机关 ' 学校的业

务! 生意也日渐红火"

赚到钱的老黄在县城里购置

了多处房产! 此时妻子也从政府

机关退休! 儿子已经结婚! 和儿

媳都在政府部门工作 ! 生活幸

福" 在这个不大的小县城里! 老

黄这个家庭可以说是一个人人称

慕的家庭" 几年前! 老黄办理退

休手续! 将企业转卖给了他人"

,'

岁的他! 想在这个含饴弄

孙' 颐享天年的年龄! 安享后半

生的好日子! 可谁曾想到! 就因

为几年前自己交下的情人小芳

!化名"! 对自己死缠烂打! 非要

#%

万元的分手费! 让老黄安享晚

年的愿望成了泡影"

小芳的所作所为激起了老

黄的杀机 ! 老黄也锒铛入狱 !

自己的后半生恐怕都要在铁窗

下度过"

理发店里认识小芳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 长

得好看又善良 ! 一双美丽的大

眼睛 ! 辫子粗又长(($ 李春

波的一曲 )小芳*! 让人们特别

是那些经历过文革时期下过乡

的人们 ! 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似

水流年的年代%

老黄的父母是公社干部! 他

出生在乡下! 很自然地就把自己

的身份和下乡知识青年联系了起

来%

!%%,

年冬天! 老黄经朋友介

绍来到一家理发店理发! 店主说

她叫小芳% 尽管眼前这个小芳眼

睛不大! 也没有粗长的辫子! 但

她的年轻美丽还是引起了老黄的

注意%

小芳
#+-,

年出生在齐河县

一个边远乡镇! 不愿读书的小芳

初中没有毕业 ! 就开始四处打

工% 她在附近几个乡镇的饭店做

过服务员! 见识过路边饭店过往

食客对自己粗俗下流的打情骂

俏! 也享受过通过推杯换盏' 搂

搂抱抱! 换来金钱的快意%

但随着扫黄打非的严厉整

治! 路边饭店几近绝迹% 小芳也

立刻转型! 来到县城里的一家理

发店! 干起了理发的生意% 禀性

难移的小芳在理发店故伎重演 !

还曾引得几个有志青年为她争风

吃醋! 家庭破裂%

那天来理发的老黄 ! 当时

已经
'%

多岁! 哪能架得住
!%

岁

出头的小姑娘的目挑心招 % 一

来二去 ! 两个人就熟络起来 !

以后只要老黄来理发 ! 小芳都

殷勤服侍 ! 极尽花样服务好 !

搞得老黄神魂颠倒 ! 恨不得天

天来理发 ! 好常常见到这个善

解人意的小芳%

!%%.

年
.

月的一天! 老黄打

电话给小芳! 让她去他所办的厂

子里! 说有件东西要给她% 心领

神会的小芳! 放下手头的工作 !

来到老黄的厂子! 没等说话二人

就搂抱在一起! 此后二人就发展

成了情人关系%

后来小芳辞去理发店的工

作! 来到老黄的厂子! 从此过上

了锦衣玉食被包养的幸福日子%

几番谈判分手费

!%#%

年 ! 随着老黄年龄增

大! 自己经营印刷厂太操心! 他

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 就把厂子

全部卖掉了%

在老黄回到单位继续上班等

待退休的日子里! 或许老黄是顾

及自己的颜面! 也或许是怕被他

人发现! 他与小芳的接触越来越

少了! 有时甚至几天都难得见上

一面%

!%#!

年! 老黄在单位办理了

退休手续! 每天在家与妻子照看

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孙子! 忙得不

可开交 ! 更是顾不上与小芳见

面% 不过此时老黄并没有完全忘

了旧情! 为了按时凑够给小芳买

房的月供! 经朋友撺掇! 他投资

了几笔生意! 但事与愿违! 投资

的钱都打了水漂! 老黄的日子越

来越紧张%

投资的生意赔了钱! 妻子儿

子都埋怨! 而且老黄退休后工资

卡也被妻子没收! 没钱的老黄真

是苦不堪言%

小芳却一如既往地找老黄要

钱! 每次打电话都是要钱! 老黄

在家庭和情人的几重压力下! 有

了与小芳分手的想法% 而小芳见

从老黄这里实在榨不出钱来! 也

想与他分手%

小芳本来不想结婚! 就这样

和老黄一直好下去! 可见到老黄

已沦落成这步田地! 小芳也不想

继续浪费青春耗下去%

没多久! 小芳结婚了! 组织

了新的家庭! 新婚的二人感情也

比较稳定% 但小芳内心深处始终

过不了这样一个坎! 她觉得自己

与老黄好了这么些年! 虽然他给

自己买过房子和车! 但与自己几

年的青春付出还是有差距的! 就

算要分手也得找老黄要
!%

万元

的分手费%

打定主意的小芳依然像往常

一样给老黄打电话要钱! 经过几

次交涉! 老黄实在拿不出
!%

万!

二人最后协商 ! 老黄同意付
#%

万元分手费%

老黄一时恼羞成怒

可是拿出
#%

万元对老黄来

说也很难%

!%#$

年
.

月
!,

日晚!

小芳再次找老黄拿钱! 老黄劝说

少要点钱! 并诱骗小芳开着她自

己的轿车拉着老黄来到县城南面

一僻静处%

老黄继续劝说' 甚至哀求小

芳少要点钱! 均遭到拒绝! 老黄

一时恼羞成怒! 用在路边捡到的

一根双芯白皮铝线! 勒住小芳的

颈部! 将小芳勒死在车内% 做完

这些后! 老黄深深地吐出了一口

气 ! 并故作镇静地从地上捧起

土! 洒在小芳的尸体上和车内 !

以期小芳能早日入土为安%

案件刚刚过去几个小时! 老

黄就被警方抓获归案!

-

月
#%

日

被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

年

'

月
#+

日! 经检察院提起公诉!

德州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

处黄静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等

待他的将是漫长的铁窗生涯%

人们常开玩笑说!&男人有钱

能变坏! 女人想坏就有钱$! 该

起案子几乎就是这句玩笑话的翻

版% 假若老黄没有那段下海的经

历! 在单位按部就班地工作! 或

许就不会有这段地下情% 假若小

芳就是歌中唱的那个淳朴的姑

娘! 也就不会把钱看得这样重 !

以至于为钱丢掉了性命% 但愿这

一案件! 对于生活中的人们有一

点警示作用%

网上卖食品，收款不发货

这是涉嫌诈骗
!

黄维萍 荆 波

!,

岁的尹林龙高中毕业就离开江西老家四处打工!曾在

福建厦门做过食品销售!

!%#$

年
,

月到湖北武汉做起了二手

车生意%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个长相清秀的年轻人除了做生意

竟还干起了诈骗的勾当%

王先生在江苏无锡开了一家进口食品店! 还开了网店%

!%#$

年
,

月的一天!他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厦门德

华源贸易有限公司的老板!叫尹林龙!专门做批发生意!想做

王先生的供货商%尹林龙说!他直接从台湾拿货!价格低%挂了

电话!王先生心里合计起来!这种进口休闲食品每月销量有好

几百箱!如果对方提供的信息属实!每月能增加不少利润%

王先生上网查询!发现正如对方所言!从台湾直接拿货价

格确实便宜! 而且尹林龙随后将厦门德华源贸易有限公司的

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传过来!非常完备!谈吐也非常

专业!王先生相信了对方%

见王先生有合作意向! 尹林龙表示因为之前先发货被客

户欺骗过!所以现在必须先收款才发货%王先生订购后!将货

款
#

万余元打到对方账户上%尹林龙将一张写明货物名称'单

价等明细的出库单发给了王先生!说要对货物进行包装!三天

后发货%然而十天过去了!王先生还没见到货的影子!就打电

话询问!对方告诉他!送货的车子在浙江出了车祸!损失了三

分之一的货!正要赶去处理!过两天会再补发!如果王先生不

想要货了也可以退款%

做了多年生意的王先生一听就觉得不对劲! 哪有这么巧

的事+就向对方索要货物的运单号和出车祸的地点%结果王先

生联系物流公司!对方称最近根本没有出过车祸%王先生又多

次联系尹林龙! 对方要么以各种理由拖延! 要么干脆不接电

话%王先生马上报警%

承办案件的民警发现!除王先生外!公安机关还连续接到

了多名被害人的报案!作案手法

与王先生的经历如出一辙%

!%#$

年
#%

月!公安机关将

尹林龙抓获归案 %

!%#'

年
'

月

!-

日! 无锡市北塘区检察院以

尹林龙涉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

公诉%

抵押的房产都不是他的
!

本报通讯员 张萌萌

朱振华 罗 飞

今年
*,

岁的邓权家住河南

省南阳市宛城区白河南岸! 由于

地理位置优越! 该地段居住的居

民日子基本上都过得不错! 家家

户户都有为数不少的存款% 邓权

家的条件也不错! 他还担任了村

里的文书!家庭经济比较宽裕!算

得上是当地的&富户$%

然而!钱一多!空闲又多 !邓

权便有了一个不良嗜好,,,赌

博%闲暇之时!他经常到赌场参加

推牌九赌博%可是!邓权的运气实

在太差 !从
!%#*

年以来 !他是赢

少输多!居然陆续输掉了
-%

多万

元!这其中还有借的高利贷!每个

月仅利息就将近
!

万元% 背上了

巨额债务! 邓权的日子可没法安

稳了!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来

想去!他开始想歪招生钱%

邓权把主意打到了自己之前

在村里的一块宅基地上%这块地!

他早在
!%##

年春天以
-

万元的

价格卖给了同村一个叫孟某的

人% 孟某买完地后! 便开始盖房

子%因为邓权正好是本村的文书!

孟某就请邓权帮忙办手续! 一系

列手续都是用邓权的名字办的 %

房子盖好之后! 孟某准备把房子

卖掉赚钱%因为信任邓权!孟某把

房子钥匙交给邓权! 请邓权帮忙

张罗把房子往外卖%

这处房子一直没有卖掉 %邓

权便想到! 如果对外声称房子是

自己的!把房子抵押出去!就能借

到一定数额的钱! 偿还自己赌博

输掉的钱!能解决燃眉之急%

说干就干! 邓权编造了给女

儿治病急需用钱的理由! 谎称该

处房子是自己的! 并伪造了居民

建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请书

和虚假证明! 并由盖房时认识的

熟人杜某出面担保! 获得某担保

公司孙某的信任%

以这处房子为抵押物 !于

!"#$

年
%

月 ! 借了孙某
#&'%

万

元%两人约定借款两个月!月息
(

分! 邓权给孙某提供了自己的银

行卡号! 孙某把钱转到邓权的账

户上% 两人签下一个买卖房子的

协议! 规定到期如果邓权没有还

钱!房子将以
$$

万元的价格抵给

孙某!归孙某所有%

这笔钱到手后!邓权没有马上

还赌博欠下的
%)

多万元欠款!而

是又跑到赌场! 想用这笔钱翻本%

然而!邓权很快把借款挥霍一空%

邓权急得上蹿下跳!他决定拆

东墙补西墙!再借钱来填补窟窿%

邓权领着杜某到村里转悠 !

故意漫不经心地说! 某几处房子

都是自己的!自己有能力还款%杜

某听信了邓权的吹嘘%

其实! 邓权除了和妻子居住

的老宅子! 一处额外的房产都没

有! 这一切杜某却毫不知情 %而

且!邓权借钱让杜某担保!给了杜

某一部分好处!小恩小惠后!杜某

更相信邓权是有钱人! 一直被蒙

在鼓里!后来又多次为邓权担保%

!*#$

年
%

月底! 邓权让杜某

担保! 以在汉冢乡有个钢骨架工

程需要用钱为由!向阚某借款
#+

万元! 约定借期
(

个月! 月息
$

分% 这次借款邓权以村中一处自

建房做抵押! 其实此房是同村的

杨某所有! 只是地皮是邓权帮忙

联系的! 但是产权和所有权与邓

权没有一点关系%借款时!邓权还

装模作样地给阚某打了一张借

条!保证到期一定归还%邓权拿到

钱还了一部分赌债! 剩余的钱又

拿去赌博输光了%

!*#$

年
##

月!邓权又一次找

到杜某!想让杜某帮忙借钱!佯装

准备把自己名下的另一处房产抵

押出去%杜某想也没想!马上同意%

这次!他们找到了岳某!以位

于村中的一处房子做抵押! 约定

借款期限三个月!月息
!

分!月月

清%然后!邓权把自己的银行卡和

密码都交给了杜某! 杜某负责与

岳某联系!岳某把
#*

万元钱转到

邓权的账户上%

借到这笔钱后! 邓权知道这

点钱不够还债!思来想去!决定卷

钱逃跑%之后!邓权玩起了人间蒸

发!甚至女儿过生日都没有回家%

眼见借款到期!不见借钱人来

还!孙某'阚某和岳某多次联系不

上邓权!便到邓权的村里和家中查

看情况% 结果三人调查后都蒙了-

抵押的房产竟然都不是邓权的.

三人先后报警 %

!*#(

年
!

月

!+

日! 公安机关将此案立为诈骗

案进行侦查%

!*#(

年
#!

月
,

日!

邓权在深圳被抓获%

!*-+

年
(

月

-%

日!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检察

院以诈骗罪批准逮捕了邓权 %经

检察院提起公诉!

,

月
'

日!法院

依法判处邓权有期徒刑五年%

读 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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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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师!求求你了!能

不能让我静一会儿+我//我每

次想 起 姐 姐 的 事 !就 心 乱 如

麻 //$ 苏雨荷一副完全被打

败了的表情!无奈地恳求道%

&好吧好吧! 看在雨荷妹子

的分上!我就闭嘴吧%不过!话说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很需要一个

温暖的胸膛来靠一靠呢+或者一

个宽阔的肩膀来依偎一下呢+不

要客气哦!我这里有.$李云林边

说!边把自己的身体向苏雨荷的

方向靠拢%

&谢谢//$出乎意料地!苏

雨荷没有拒绝! 她轻轻地把头倚

靠在李云林的肩膀上! 眼神很迷

离-&大师!你是个好人!我只希望

姐姐!能尽快走出她的梦魇//$

&呵呵!如果走出梦魇之后!

面对的是更可怕的现实呢+$李

云林保持着身体不动! 低声说

道%

别墅内%

李云林的对面坐着的!是一

个脸色憔悴! 妆容不整的女人!

眉眼间和苏雨荷有八分像%这个

人就是苏雨荷的姐姐苏雨晴%

&雨荷!他是什么人+你找他

来做什么+$

&雨晴妹子! 你少问了一个

问题!你应该像所有大学门卫一

样! 问我三个哲学上的终极问

题-你是谁!从哪来!到哪去+$李

云林抢在苏雨荷之前接过了话

题%

&我没问你%$苏雨晴的态度

冰冷无比%

&姐姐!他是读瞳大师!他能

读出所有人的心事!我想他能帮

你//$苏雨荷轻声说%

&呵!读瞳大师+江湖骗子就

差不多.$苏雨晴脸色一冷%

&首先!我不在江湖!虽然江

湖上有我的传说%其次!我不是

骗子!最多是个小偷//偷心的

小偷.$李云林拿过桌上的杯子!

好整以暇地回答着%

&哦+你倒很坦率%$苏雨晴

看着李云林的动作!讽刺地说%

&是的! 可惜我在你这里是

不可能成功的! 我只能说这么

多!你懂的%$李云林放下杯子!

轻轻地说%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却令苏

雨晴浑身一震-&你//你真的

会读瞳+$

&你说呢+我是读瞳大师!不

是江湖骗子%我知道你一切身份

资料! 不过那都是明面上的东

西!不难调查得到%如果苏小姐

真要验证我的能力的话//)葬

心*!这就是福禄村血案的起因!

我说得对吗+$ 李云林看着苏雨

晴的眼睛!镇定地说%

苏雨晴脸色一白!嘴唇不住

地颤抖-&葬心//心已死!何谓

埋葬+心已葬!如何不死//$她

的嘴里不停地念着这两句话%

&姐姐!你怎么啦+$苏雨晴

紧张地冲上去! 握住苏雨晴的

手%

&我没事//$ 苏雨晴回过

神来! 她的眼神逐渐变得炽热-

&你知道多少+$

&不多! 我知道你心中有未

解之谜!有放不下之事!你看得

穿!但放不下%$李云林笑着说%

&那//你能帮我解开吗+$

苏雨晴的眼神越来越火热-&解

开埋藏在我心中
*

年多的秘密!

为什么!为什么要葬心+$

&乐意效劳! 不过还请苏小

姐打开心结!告诉我!葬的!是谁

的心+$

&我的心! 还有她的心!或

许//还有她的心% 陆小琪!一

切都是从她开始的//$苏雨晴

说着!已经泣不成声%

&告辞了!我会再来找你的!

苏小姐%希望下次见面!你的心!

能重新活过来//$李云林满意

地站起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别

墅%

读瞳大师事务所%

&大师.太好了!你果然在.$

肖元彤兴奋地冲了进来!脸颊上

满是汗珠%

&美女! 这里是我安身立命

的地方!我不在这!还能在哪呢+

怎么+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的节奏+$李云林笑着说%

&大师! 我仔细地看了莫琳

一案的卷宗!我想问你!究竟是

哪里可疑呢+$ 肖元彤不理会李

云林的调侃!着急地说%

&这个//要得到一样东

西!一定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小

的时候! 我以为这是世界的真

理//$ 李云林看着肖元彤 -

&长大之后!我确信这就是世界

的真理//$

&可是//可是大师! 现在

公务员都惨着呢!我们的工资都

十多年没加过了!灰色收入什么

的完全没有!全国人民还不允许

我们加薪!吐槽都不给%你说我

哪付得起什么代价啊+$ 肖元彤

委屈地说%

&美女! 谈钱就俗了//你

还有其他东西可以交换嘛//$

李云林不怀好意地盯着肖元彤%

&大师!你要干什么+$肖元

彤警觉地后退-&太快了!人家一

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呢.$

&哈哈!美女你想哪里去了%

这样吧!我告诉你疑点!但是你

要帮我了解一件事!当年!江海

大学陆小琪自杀一案的资料%$

李云林正色说%

老黄在县城某高档小区为小芳买了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