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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制售假精盐，一个掺入辣椒粉

黑心商贩真可恨
!

本报通讯员 程欢彦

今年
!"

岁的时召卫是安徽六安人!

#$$%

年来到上海打

工!只有小学文化的他只能从事一些体力活"所幸时召卫有驾

驶技术!依靠这点本领干起了#跑货车$的活!收入虽然不算太

高!日常花销却足够了%但时召卫并不满足!总想着找点门路

赚点外快"一次偶然机会!时召卫发现工业盐和食用盐的价格

相差很大!很多人却不懂区分!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一条赚钱的

&好路子$%

#$&!

年
%

月!时召卫从老乡那打听到上海一家工业盐销

售公司!于是开车前去!以&给化工公司送货$为名购买了
'

吨

工业盐%时召卫将盐拉回自己在松江区洞泾镇租住的房屋中!

用从小贩那购买的假包装袋进行分装%为了快速封装!时召卫

还购置了专门的封装机器%就这样!一袋袋蛇皮袋大包装的工

业盐转身变成了一袋袋小包装的&中盐精制矿井盐$%

'

吨盐很快就售完了% 时召卫又先后去往工业盐销售公

司三次!购买工业盐加工并售卖!直到被公安机关抓获%

时召卫购买加工的这么多假食用盐都去哪儿了呢' 时召

卫说大多都在商贸城中销售给散户了! 哪些商户买过自己也

记不清了%但有一名卖辣椒的年轻男子!因购买量特别大!自

己有印象%根据时召卫提供的联系方式!公安机关找到李博!

李博承认自己曾在时召卫处购买过
!$$

斤袋装盐用于辣椒加

工% 虽然知道时召卫卖的盐与自己之前在市场上购买的正规

食用盐价格差距很大!但为了图便宜!他还是用了时召卫售卖

的盐加工辣椒!并且交代!他用这种盐加工的
&$$

多公斤辣椒

粉!已经全数卖出去了%

调查过程中! 公安机关从时召卫住处查获工业盐
&%

袋!

每袋
!$

公斤!及包装好的&中盐牌海藻精制加碘盐$

'

箱!每

箱
!$

包!每包
%$$

克%从李博处查获工业盐
!

袋!每袋
!$

公

斤%经检测!所有盐产品均为不得食用的工业盐%

时召卫将工业盐重新分装冒充食用盐出售! 李博用工业

盐代替食用盐用于辣椒粉制作!两人的行为均涉嫌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

(

月
&&

日! 上海市松江区检察院对二人依

法批准逮捕%

让人想不到的是，殷立锐和婉玉虽然离了婚，但二人决定再给彼此一个机会，尝
试能否挽回婚姻，因而两人仍旧住在一起———

不干脆的情感
!

郑 义 樊 离

#$&!

年
)

月
#)

日中午
&#

点

多! 在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一新

建小区内! 一青年男子爬上一栋

高楼的第
#*

层! 一手抓着窗户!

半边身子悬在空中! 大喊着要跳

楼%楼底下聚集了很多围观者!很

快!消防车和警车也呼啸而至%有

人大声告诉民警)&这个小伙子刚

刚杀死了自己的前妻! 现在可能

要畏罪跳楼自杀了* $

从同学到夫妻

&(*(

年出生的殷立锐! 初中

毕业后外出打工!后来到江苏常熟

一个技校参加短期技术培训% 在

此! 他遇到了江苏盐城女孩婉玉%

婉玉一米七五的个头! 相貌俊美!

很快吸引了殷立锐的心!开始暗恋

婉玉% 为期半年的短期培训结束

后!殷立锐和婉玉分赴不同地方打

工!但两人的联系一直没断% 经殷

立锐的追求!

#$$*

年下半年!两人

终于确立了恋爱关系%

#$$(

年冬

天!两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婚后!

两人一起回到常熟打工%

从同学到夫妻! 本该恩爱有

加% 不料婚后两人发现性格有点

不和!常常为家庭琐事吵嘴!偶尔

吵凶了!还会动手打架%

#$&$

年!

婉玉生下一个胖儿子% 有了新生

命! 殷立锐和婉玉吵架的频率少

了很多%为了照顾孩子!两人决定

回到老家淮安生活%不久!婉玉在

殷立锐家所在的镇上开了一间服

装店! 而殷立锐则跟随父母搞装

修%

#$&%

年底的一天! 殷立锐偶

然发现婉玉脖子上有一条崭新的

金项链%殷立锐便立即追问婉玉是

从哪儿来的! 婉玉开始说是假的!

在路上捡来的!但殷立锐觉得明显

是真的! 于是继续追问项链来历!

婉玉对此闪烁其词! 不能自圆其

说%对此!殷立锐非常愤怒!怀疑婉

玉外面有了男人% 但婉玉矢口否

认% 为此!两人大吵了一架%

这件事在殷立锐心中留下了

阴影!便开始悄悄观察婉玉%殷立

锐发现!自从怀疑婉玉后!发现她

有点反常!以前!每天下午早早关

掉店铺回家照看孩子! 但现在每

天回去很迟% 有几次殷立锐下班

路过店里! 都发现婉玉在玩手机

聊天! 一看到殷立锐! 就立即下

线% 这更加大了殷立锐的怀疑%

一天晚上! 趁婉玉忙家务的

时候! 殷立锐悄悄翻开婉玉的手

机! 发现她与一个陌生号码通话

非常频繁! 而且每次通话的时间

都很长%这个发现!更印证了殷立

锐的怀疑% 于是! 殷立锐大发雷

霆!逼问婉玉是否外面有了男人%

最终!婉玉承认!自己通过陌陌社

交软件认识了本镇的离异男子赵

某%但坚称两人就是普通朋友!没

有什么特殊关系% 殷立锐哪里相

信!当天晚上!两人打了一架%

本来就常为琐事争吵的夫妻

二人! 从此更有了吵架的理由 %

#$&!

年春节期间! 婉玉提出了离

婚!殷立锐表示同意%但是!考虑到

双方父母的感受! 二人经商议决

定!离婚的事暂时瞒着双方父母%

#$&!

年
'

月
#(

日!殷立锐和

婉玉两人来到民政局! 办理了协

议离婚手续%协议规定)婉玉净身

出户!儿子的抚养权归婉玉%没想

到! 就是这份抚养权协议为日后

埋下了祸根%

在爱与不爱间纠缠

办完离婚手续的第二天 !两

人以外出打工为由! 一起来到常

熟! 孩子则交给了殷立锐的父母

照看%但让外人想不到的是!殷立

锐和婉玉虽然离了婚! 但二人决

定再给彼此一个机会! 尝试能否

挽回婚姻! 因此两人仍旧住在一

起%

有天晚上!两人刚吃完晚饭!

婉玉接到了赵某打来的电话% 见

婉玉还与赵某继续往来! 殷立锐

火从心起! 再次与婉玉发生激烈

争吵% 一气之下! 殷立锐离开常

熟! 回到淮安% 见殷立锐一人回

来!父母产生了怀疑!殷立锐只得

将自己与婉玉悄悄离婚的事如实

相告%听说孩子给了婉玉!殷立锐

的父母不乐意! 认为孩子由自己

带着!抚养权却归婉玉!这算什么

事! 为此! 要求殷立锐向婉玉提

出!要么婉玉将孩子带走!要么将

孩子的抚养权归殷家%

但殷立锐向婉玉提出这个要

求后!她一口回绝!发狠死都不会

交出孩子的抚养权%为此!二人常

在电话里发生激烈争吵%

今年
%

月份的一天晚上 !殷

立锐手机突然收到婉玉的一条短

信!说自己活得非常痛苦!决定了

结自己的生命! 并说已经买了安

眠药% 看到短信! 殷立锐非常焦

急! 想到自己与婉玉从同学到夫

妻!加上有个孩子!爱怜之情涌上

心头% 殷立锐决定一定要去阻止

婉玉轻生% 因为之前两人通电话

时得知! 婉玉现在已经独自来到

扬州打工!于是!殷立锐连夜驱车

赶往扬州! 但在婉玉说过的打工

地点! 殷立锐根本看不见婉玉的

踪影%而再拨打婉玉的手机!显示

已关机%在扬州呆了一夜后!殷立

锐只得回到淮安%没想到第二天!

婉玉告诉殷立锐! 自己根本不在

扬州%昨天发短信!只是耍耍殷立

锐而已% 对此!殷立锐非常愤怒!

但因为不知道婉玉的确切地址 !

又无计可施%

此后!围绕儿子抚养权问题!

二人多次发生电话争吵%有一次!

婉玉突然提出如果可能! 希望能

与殷立锐复婚!一起照顾儿子%虽

然对婉玉心怀恨意! 但毕竟几年

的夫妻情! 殷立锐内心深处还是

爱着婉玉! 也非常希望能与婉玉

复婚%见婉玉主动提出!殷立锐当

即答应!让她赶紧回来%但是几天

后!婉玉又表示不愿意复婚%

就这样! 围绕孩子的抚养权

和复婚的问题!两人反反复复!一

直纠缠不休%案发前几天!殷立锐

再次向婉玉索要孩子的抚养权 !

没想到婉玉告诉殷立锐) 这个孩

子根本不是你的*

听说这话! 殷立锐愤怒到了

极点! 立即打电话告诉婉玉的父

亲)如果孩子真的不是自己的!就

开车将婉玉撞死*随后!殷立锐带

着儿子去做了亲子鉴定! 结果表

明)这个孩子确实是自己的儿子%

但这个结果却并没有让殷立锐高

兴! 而是对婉玉如此耍弄自己产

生了越来越深的仇恨%

争夺孩子抚养权

)

月
#%

日下午! 婉玉打电话

给殷立锐! 说自己要到家里看孩

子%在婉玉和孩子玩耍时!殷立锐

从婉玉的包里看到了淮安区某新

建小区里的一个游泳馆的很多张

优惠券% 殷立锐由此判断婉玉就

在这家楼盘上班%

当天晚上!应殷立锐的要求!

婉玉留在了殷立锐家里% 第二天

早上!殷立锐驾车送婉玉离开!婉

玉却不肯说出自己的工作地点 !

二人僵持在车上%就在这时!婉玉

接到了男友赵某的电话! 问婉玉

人在哪! 婉玉告诉赵某自己的位

置%

见婉玉说话吞吞吐吐的 !赵

某不放心!就开车去接婉玉%到了

婉玉说的地点后! 赵某看到婉玉

坐在殷立锐车子的副驾驶上% 赵

某下车来到殷立锐的车子边!对

殷立锐说)#你们现在都离婚了!

你现在这个样子有什么意思' $殷

立锐没有理睬赵某! 赵某又说 )

#有什么话!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

谈谈% $见二人发生争吵!婉玉下

了殷立锐的车! 殷立锐也随即下

车! 责问婉玉)#你现在到底愿意

跟哪个走'你要真愿意跟他走!你

就跟他走* $随后!婉玉毫不犹豫

地坐到了赵某的车子上%

殷立锐见状!说)#行* 这下!

你们到哪边 ! 我就跟你们到哪

边* $随后赵某开车离开!殷立锐

立即开车尾随其后% 为了甩开殷

立锐!赵某加快速度在镇里转圈!

但始终无法摆脱殷立锐% 后在一

转弯处! 殷立锐的车子撞到了路

边!赵某和婉玉才得以脱身%

被赵某甩掉后! 殷立锐立即

按照在婉玉包里发现的那个小区

找了过去%到售楼处一问才得知!

婉玉确实在这里做售楼小姐%

)

月
#"

日下午! 殷立锐来到

售楼部找到婉玉! 要求面谈移交

孩子抚养权的问题% 但婉玉以正

在上班没时间为由! 没有和殷立

锐谈话%当天晚上!殷立锐再次约

婉玉面谈! 婉玉再次以晚上要开

会为由拒绝%

他想跳楼自尽

)

月
#)

日上午
)

点多! 殷立

锐早早来到婉玉上班的售楼部!再

次找婉玉谈儿子的抚养权问题%

上午
*

点半钟! 殷立锐见售

楼处有人上班!立即走过去!看到

婉玉正把她个人物品放到自己的

柜子里! 殷立锐就走到婉玉跟前

跟她说)#我们抽个时间谈谈% $婉

玉说她没有时间!她要上班% 殷立

锐说)#就几分钟时间% $婉玉就开

口骂了殷立锐好几句% 说话间!婉

玉把东西放好并往售楼处大厅走

去%因为售楼大厅里已经有不少人

上班!殷立锐便对婉玉说)#我就坐

这边等你!你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

候跟我谈% $婉玉也没搭理殷立锐

就离开了% 随后!殷立锐就坐在售

楼处大厅的沙发上等婉玉%

等了很久! 婉玉也没理睬殷

立锐!他很生气!于是回到车上拿

烟抽!就在这时!一直放在车上的

一把小匕首跳入殷立锐的眼睛 %

#$&!

年春节期间! 殷立锐带儿子

逛街时!在一个地摊上给儿子买了

几个玩具! 看到有一把匕首很精

致!就买了下来!一直放在车里%

想想近几个月婉玉对自己态

度的反反复复!殷立锐心里突然冒

出了一个可怕想法)#如果今天再

谈不好!我就和她同归于尽%$想到

这儿!殷立锐在自己手机上编辑了

一条短信)#爸(妈!我把婉玉杀了!

我也走了!别伤心% 你们不要怪任

何人!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实际她

就不该再来招我!我们虽然到这地

步!但希望你们两家不要为我们的

事再闹下去!让我们走安稳点++

别为我们伤心!我们做错事!是要

付出代价的++$

殷立锐一边抽烟一边等婉

玉%一直等到中午下班!殷立锐看

婉玉准备往放私人物品的柜子那

儿走!就走过去!再次提出要和婉

玉谈谈%见摆脱不了殷立锐!婉玉

便和殷立锐来到大厅的接待沙发

坐下%

谈话中! 殷立锐再次要求婉

玉将儿子抚养权交给自己! 婉玉

坚决不肯% 随后殷立锐问婉玉是

否还愿意和自己生活! 婉玉冷笑

了一下!没有回答%殷立锐继续追

问她到底什么意思' 婉玉被追问

急了!就说)&我没有什么意思!我

就是想耍耍你% $婉玉接着大骂殷

立锐%

殷立锐被婉玉骂急了! 便猛

地拿出揣在身上的匕首! 威胁婉

玉不要骂自己% 婉玉没听! 继续

骂%殷立锐头脑一片空白!握着匕

首朝婉玉身上捅去! 婉玉用双手

抵挡匕首!并大喊救命!但殷立锐

不顾婉玉的呼救一直猛戳%

听到呼救声! 售楼部保安赶

过来!喝令殷立锐住手% 这时!殷

立锐才看到婉玉已经瘫倒在地 !

身上鲜血淋淋%一瞬间!殷立锐清

醒过来!意识到自己杀人了%一瞬

间! 杀人偿命四个字跳入殷立锐

脑海!他决定跳楼自杀%

随后! 殷立锐拿起匕首冲出

售楼大厅! 来到靠近售楼处的一

幢高楼%进了电梯后!殷立锐按了

最高的一层!直奔楼顶阳台!但到

达后发现门被锁了起来! 蹬了几

脚没蹬开后! 殷立锐就敲开了这

幢楼最高层一户人家的门! 并不

顾对方的问话! 径直冲进屋子跳

到客厅阳台窗户上%

随后!殷立锐一手抓着窗框!

一手握着手机打电话给父亲和姐

姐!哭着告诉他们!自己把婉玉杀

了!现在自己准备跳楼自杀%接到

电话! 殷立锐的父母和姐姐赶紧

劝说殷立锐冷静! 等自己到场再

说%此时民警赶到现场!劝说殷立

锐冷静!消防车也在楼下待命%

很快! 殷立锐的姐姐赶到现

场%为了安抚殷立锐!姐姐谎称婉

玉在医院没有死! 已经抢救过来

了!有什么事情好好谈!千万不要

做傻事% 听说婉玉没死!殷立锐似

乎有所松动% 在大家的一致劝说

下! 殷立锐放弃了跳楼的想法!从

楼上下来% 随后!殷立锐被警方带

走%而此时不远处的凶案现场!

&#$

赶到后发现婉玉已无生命迹象%

*

月
)

日!殷立锐被淮安市淮

安区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

准逮捕%

)

文中除嫌疑人外均为化名
*

跨国网络赌博，涉案赌资9.8亿

赌博网站公司化
!

韩江龙 宇俭

#$&#

年底!福建省安溪县人王阿江(王阿冬在菲律宾克

拉克建立鸿利国际赌博网站!主要经营&百家乐$&二十一点$

等真人视频在线赌博及&体育赛事$&电子游戏$等赌博项目!

定期公布网站银行账号!供参赌人员结算赌资%

#$&%

年初! 王阿江找来同乡青年王阿龙等人到网站工

作%同年
'

月该网站迁往柬埔寨巴域!内部分为技术(财务(客

服等部门!王阿冬(王阿龙分别负责财务管理和客服管理!同

时采取各种途径招聘数十名工作人员! 安溪人陈阿强应聘为

该网站的平面设计师%

该网站制定了详细的日常管理和财物管理等制度! 还通

过在会员中发展代理(给代理优惠返还利益的方式!鼓励代理

发展更多的会员上该网站参赌% 网络会员每次投注不论输赢

均有一定的返利!且通过网银转账立即将返利打入会员账户%

#$&'

年
&$

月和
#$&%

年
!

月!安徽省马鞍山市无业青年管小

非( 陶小民被该网站发展为代理%

#$&'

年
&&

月至
#$&%

年
&$

月中旬!管小非代理账户下挂
%&

个会员有效投注额人民币近

&+'

亿元!其个人从国际网站获返还款人民币近
!$

万元%陶小

民下挂账户有效投注额人民币
!%

万余元!其个人获返还款人

民币
#'

万余元%

#$&%

年
&$

月至今年
#

月!六名被告人先后被抓获归案%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提前介入此案!与

警方共同梳理已有证据!找准了审查突破口!被告人最终全部

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此案
"

月中旬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开

庭审理认为) 六名被告人行为均已构成开设赌场罪且系共同

犯罪!六名被告人当庭均表示认罪%

*

月下旬!一审法院以开

设赌场罪对王阿江(王阿冬(王

阿龙(管小非 (陶小民 (陈阿强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有期

徒刑十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

万元至
!

万元%

(

月
"

日判

决生效%

连载"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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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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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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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应对帝

国主义的核讹诈$中国开始研发自己的核武器%与此同

时$ 担负核武器维护管理的
+

部队也在西部高原秘密

组建%在完成这一神圣使命的过程中$艰苦寂寞的日子

常人无法想象$潜在的危险如影相随$甚至有人付出了

宝贵的生命%尽管如此$很多年轻人依然踏着父辈的足

迹义无反顾地走上高原'(

",

以 &外人$ 的身份回兰谷!

是我的一种全新感受% 从一九

六一年初秋第一次进入这片大

山算起! 已出去进来过不知多

少回了! 包括下放农场几年后

重新回来! 都是回到自己家的

心情, 而此次回来! 距我离开

不过才几个月! 我却身份已变!

成了另一单位的人! 来寻曾经

的故地了%

几乎每经过一个路段 ! 都

能想起某次进出兰谷时的一些

故事! 在一种能让自己的血液

流动加快( 暖到竟一阵阵战栗

的亲切感当中! 又夹杂了一丝

莫名的愧疚% 可能跟刚刚看望

过晓风有关吧! 我总是没办法

把他在事故中的受伤致病跟我

离开兰谷分割开% 当初决定离

开兰谷的时候! 我曾用无数的

理由来安慰自己! 成为一名教

员以后我更是用教书育人同样

也很有价值来勉励自己, 但是

在看到了病床上的晓风以后 !

我还是感觉到阵阵不安! 感觉

到对他的某种歉意%

哨兵示意我止步% 这哨兵

我有些面熟! 想必他也是看我

面熟的! 微笑着! 请我出示证

件% 我把导弹学院的工作证掏

给他看! 他让我到传达室去登

记 % 传达室值班的是个老兵 !

认出我来了! 诧异地说) &吴

主任! 您怎么---$

&啊 ! 我已经调离咱们部

队 ! 现在到别的单位工作了 %

得按规定登记啊%$

他就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

笑! 把我工作证要过去! 登记%

一面例行公事地问我 ! 找谁 !

何事%

这时我才给张金凯打了个

电话! 说我已经到兰谷了! 在

传达室正登记呢%

张金凯一听我声音 ! 惊喜

之中嗔骂道) &你这家伙* 怎

么搞突然袭击呢' 你等着! 我

马上过来++$

就这样回到了兰谷 ! 就这

样踏进了久违的营区%

先在张金凯的陪同下去资

料室查询了有关数据! 然后我

们又一起去看小梅%

小梅也没料到我会过来%她

正在用一道布帘隔成两间的外

屋洗衣服!见我进门!愣了一下!

便兴奋地叫了起来)&哎呀!你咋

过来了呢' $

她自从和晓风结婚时在延

娜的倡议下对我和延娜的称呼

改了口之后!好像总是没法彻底

改过来!写信是叫我&大哥$!当

了面却能不叫就不叫%

我说) 我到这面有点事情!

顺便先到了
,

市!看了看晓风!

刚回到兰谷%

她更没料到我已看望过晓

风!马上变得急切起来)你见到

晓风了' 他现在咋样了'

我说!晓风手上的伤还没全

好!还得住些日子!然后要在医

院做全面体检%他让你不用为他

担心!在家把自己照顾好!把儿

子带好!他也就放心了%

小梅就把门帘撩起!把我和

张金凯领进里间% &刚把他哄睡

了%$她冲着那张小床努努嘴说%

&这娃呀!缠人着呢!他醒着的时

候我啥也弄不成!他睡着了我才

能有空收拾一下% $

里间有一张大床和一张四

面带有围栏的婴儿床% 小床上!

小高原捂了被子! 只露出个小

脸! 睡得正香% 那两颊和下巴

肉嘟嘟的! 面色红扑扑的! 一

看就健康无瑕%熟睡中这小家伙

的嘴唇还不时地嘬弄着!不知梦

见了什么!逗得我们直乐% 再看

小梅! 比刚生孩子时那份富态!

可是瘦多了!眼窝深陷!眼圈发

黑!面颊几乎瘦成了一条%

回到外间坐下来说话 % 我

把一堆奶粉( 炼乳和麦乳精等

从包里拿出来! 还有给高原的

两件童装! 给小梅的一件羊毛

衫! 对小梅说! 这是你延娜姐

让我带给你的% 晓风顾不上家!

你把儿子带这么好! 真不容易%

可是你也得注意自己身体! 给

自己多补充点儿营养%

小梅说 ! 我身体没问题 !

好着呢% 也亏得当初跟着延娜

姐学着带小孩! 早就攒下经验

了% 然后她就问了一堆延娜和

小娜的情况%

我说! 你延娜姐和小娜可

都很惦记你和小高原呢%

小梅一笑! 说) &从生了

孩子后我就没再去服务社上班

了! 全部时间在家带孩子% 晓

风只要在家! 洗衣做饭啥活儿

他都干 ! 所以也没觉得多难 %

他有任务的时候! 一出去就是

十天半月 ! 我就得辛苦些了 %

这次晓风先是去有任务! 在那

面受了伤! 接着就送去医院了!

我就着急上火! 替他担心! 所

以会显得疲惫些% 不过没关系!

等晓风回来! 一切都会好的%$

她说得那么轻松! 内心充

满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可是她

哪里知道晓风并非普通伤病 %

就是出院回来! 只怕也帮不了

她! 反倒还需要她精心照顾%

年轻的小梅! 天真的小梅*

到了那时! 你该怎么办' 你瘦

弱的肩膀! 如何承受这样的生

活重担'

殷立锐在接受讯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