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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称买保险，借机行抢劫

推销员被迷晕
!

本报通讯员 胡传仁 李 根

现年
!"

岁的冯英!化名"是河南省信阳市一名农村妇女!

今年
!

月!经朋友介绍!冯英进入一家保险公司从事保险销售

工作"

为提高业绩!冯英工作特别努力!想尽一切办法来推销保

险业务"有一天!冯英学会了通过微信来发现附近的人!然后

再向这些附近的陌生人发送消息!推销保险业务"

今年
#

月
"$

日!信阳市河区农民朱玉贵在微信上收到

了冯英发来的推销保险信息"朱玉贵平时无所事事!经常游荡

于赌场与网吧之间!手头也十分拮据"

见到冯英发来的推销保险信息!朱玉贵突发奇想#何不以

买保险为借口!伺机抢劫一点钱财$主意拿定后!朱玉贵便化

名为石德友!开始在微信上和冯英聊起了保险业务!流露出能

与冯英尽快见面详谈的渴望"

面对如此热忱的客户!冯英没加思考爽快答应!并与朱玉

贵约定第二天中午在某饭店见面!不见不散"

鱼儿如此顺利地上钩!朱玉贵内心窃喜"当天夜里!朱玉

贵将母亲常吃的一种服用后会昏睡的药片找出来! 取出两片

研成粉末!然后用纸小心包装起来!藏在衣兜里"

次日! 两人如约来到饭店! 朱玉贵点上几个菜和两瓶饮

料!两人便开始边吃边聊"席间!冯英去了一趟卫生间!朱玉贵

便趁机将事前准备好的药粉倒入冯英的饮料中"

冯英回来喝完饮料后!开始意识模糊!头昏目眩!渐渐失

去了知觉"随后!朱玉贵拿着冯英的手机以及钱包中的
"$$

元

现金!悄悄地离开了饭店"

后来!饭店的服务员发现沉睡的冯英后将其叫醒!发现冯

英脸色苍白!神志不清!便拨打了
%"$

电话将冯英送往医院"

经过抢救!冯英脱离了生命危险"

冯英报警后!警方根据冯英的陈述%饭店服务员的证言以

及饭店附近卡口监控录像等线索!很快锁定了朱玉贵的踪迹"

案发的第二天!警方在南湾街上将犯罪嫌疑人朱玉贵抓获"到

案后!朱玉贵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经信阳市河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

月
%'

日! 法院一审

以抢劫罪判处朱玉贵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张小伟觉得自己的做法是最稳妥的了，但还是被骗了钱———

操盘手上门服务
!

本报通讯员 赵宝仓

何芳莉 李 颖

"$%!

年
'

月以来! 山东聊城

青年王潇找到了一个挣钱的门

路&&&在优游娱乐赌博网站上担

任代理!可由于没有资金!他便想

要利用别人手中的资金挣钱" 于

是! 他在
((

群里自称自己是专

业网络操盘手!虚构可'零风险(

购买国家福彩旗下时时彩的谎

言!吸引他人参与!从中赚取好处

费和回扣"两年时间!他共发展下

线
%%

人! 接受投注! 抽头渔利
!

万余元"

"$%#

年
)

月
%#

日!王潇

被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检察院以

开设赌场罪提起公诉!

&

月
'

日!

本案开庭!截至发稿仍未判决"

稳赚不赔的承诺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鹤煤公司

职工张小伟有一个创业梦! 可苦

于缺乏大额创业资金! 没有好的

投资项目! 所以他经常在各种网

站上寻找商机! 希望能够找到投

资少%见效快的项目"

"$%#

年
!

月! 张小伟在
((

群里与一个山东聊城的网友小雨

闲谈! 正巧他们所在的贷款
((

群里发来一则消息# 国家福彩旗

下时时彩!本人专业操盘!现寻时

时彩投资方 ! 每天做本金保底

%$*

利润!每个月做
"#

天左右!每

日所得利润五五分成! 一天一结

算"可前往投资方所在地操作!资

金若有亏损!本人包赔)与客户签

合作协议! 白纸黑字写清双方责

任利益!确保客户资金万无一失)

初始资金
!

万!做
!

天!

!

天后客

户决定增加投资或者结束合作 "

利润和资金成正比! 资金后期可

随时随意追加! 并可购买本人技

术)给客户单独开设账号!绑定客

户本人银行卡作为提现卡! 提现

卡一旦绑定! 任何第二人的银行

卡就无法捆绑"我碰不到钱!只负

责每天做利润出来! 每日利润客

户提到自己卡里再按约定分成 )

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微信"

这条消息让张小伟眼前一

亮!心动不已!可真有这样稳赚不

赔的好事$ 他抱着半信半疑的态

度想要试一试! 于是他与发布这

条消息的网友王潇取得了联系"

张小伟向王潇咨询网络操作

方法以及如何进行利润分成!这

期间! 为了让张小伟相信投资可

以稳赚不赔! 王潇给张小伟发了

其他人盈利的截图"看过截图后!

张小伟打消顾虑! 决定让王潇到

鹤壁市" 王潇在二人商量后的当

晚便从山东聊城赶到了鹤壁"

介绍朋友来投资

操盘手已经请来了! 可是没

钱让王潇操作怎么办$ 这让张小

伟犯了愁" 于是张小伟向朋友李

建国介绍了这个投资项目! 李建

国听了王潇天花乱坠的承诺!放

松了警惕!同意提供
!

万元资金"

他们口头约定!赚钱后给好处费"

一切都谈妥了! 接下来就是

网上操作" 李建国按照王潇的要

求在宾馆开了两间房! 并向王潇

注册的账号上转账
!

万元" 两人

一左一右地坐在王潇身旁! 屏息

凝神等着看王潇如何操作"

可到了关键时刻! 王潇却把

他们赶到了隔壁房间! 声称#'这

是我的技术!你们不许看!直接等

着收钱好了" (在王潇的强烈要求

下!两个人不情愿地离开了"

自己的
!

万块钱就这样被一

个刚认识的陌生人控制着! 张小

伟和李建国担心得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一早! 他们就急忙敲开王

潇的门! 看到电脑屏幕上王潇注

册的账户余额由
!

万变成了
+,%

万!两人喜出望外!没想到真有这

样的高回报率"于是!李建国高高

兴兴把挣的钱取了出来! 按照约

定分给王潇
##$$

元 ! 张小伟

%#$$

元!李建国拿着钱心满意足

地走了"

看着自己的朋友挣钱了 !张

小伟对王潇承诺的稳赚不赔更加

深信不疑"可是!他开始有些贪心

了!不甘心自己就挣个好处费"

于是! 张小伟让妻子徐萍找

亲朋好友借款! 凑了
%-#$$

元交

给了王潇!而王潇又不负所望!在

短短几个小时内挣了几千元" 兴

奋的张小伟又让朋友送来了
"

万

元充进了账户"

两次赚钱经历! 让张小伟放

宽了心! 他放心去隔壁房间睡觉

了!做了一晚上的发财梦"第二天

一早!张小伟去敲王潇的门!却发

现王潇不见了!手机已没法打通"

张小伟开始着急了! 可是除了手

机号% 微信号再也没有联系方式

了"就这样!借来的
+

万元打了水

漂" 面对朋友的埋怨% 妻子的责

怪!张小伟肠子都悔青了!最后选

择了报警"

小代理有大收益

经过侦查 !

"$%#

年
+

月
%)

日! 王潇在山东省聊城市火车站

被鹤壁警方抓获"

在侦查期间! 王潇供述了其

如何走上赌博网站代理道路的过

程"

"$%!

年
'

月! 他正在上网期

间! 一个陌生的
((

号发来消息

'想不想赚钱(! 对于没有正式工

作的王潇来说! 挣钱无疑是巨大

的诱惑! 就这样王潇成了优游娱

乐赌博网站上的代理! 代理可以

自己赌博! 也可以根据下线的参

赌金额赚取抽头渔利! 抽头渔利

是稳赚不赔的! 但自己赌博赚钱

多%快并且刺激!

据王潇供述 !优游娱乐是国

家禁止的私彩平台!并不是其声

称的国家福彩旗下的时时彩" 从

优游娱乐获得账号和密码后!便

可参加'上海时时彩('重庆时时

彩('黑龙江时时彩( 的赌博!每

五分钟开奖一次!每天开奖上百

次"

这样的开奖频率让参赌者们

看到了更多的中奖机会! 再加上

玩法简单!起步价低!挣钱快!令

不少想以小博大的彩迷们心动不

已" 这种私彩并不像王潇承诺的

没有任何风险! 他不告诉别人真

相是因为担心资金不到位"

而与一般彩迷们不同的是 !

王潇除了是操盘手! 他还是优游

娱乐网站有代理权的会员! 也就

是俗称'庄家(!可以自己参与买

彩票!也可以为自己发展下线!但

无论下线是输是赢! 根据下线的

参赌金额! 他都能从上线那儿获

得
%*

至
+,#*

的回扣!赚取的回扣

网站会直接发给他"

由于王潇发展的下线只有
%%

人! 因此其得到的收益和回报相

对于其他代理会员并不高" 但这

对于普通市民而言仍是个天文数

字! 短短的十几天就轻而易举地

有上万元的进账"

赚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王潇

挥霍的速度! 他梦想着赚取更多

的金钱"于是!他便在网上散布消

息!吸引更多的'客户(" 最终!王

潇未能兑现自己稳赚不赔的承

诺!仓皇而逃"

办案检察官李颖指出# 私彩

最大的弱点是信誉问题! 因为是

私人开的! 随时有平台代理关闭

携款私逃的风险" 这起网络赌博

案件虽然告破! 但给许多想通过

赌博致富的彩迷们敲响了警钟 !

也印证了那个亘古不变的道理 #

天上不会掉馅饼!有的只是陷阱!

而网络赌博! 则是通向犯罪的不

归路"

"文中被害人为化名#

私刻砖厂印章，谎称代购红砖

农户被骗109万
!

郭琼华 黎 震

"$$&

年下半年!随着当地建材价格的下调!渐渐富裕起

来的湖南省资兴市汤溪镇掀起了一股建房热潮" 由于当地没

有砖厂!建房用的红砖得到
#$

公里外的湖南省郴州市的'福

乐机砖厂(购买!部分建房村民嫌麻烦!遂委托其他建房农户

代购"

现年
!)

岁的青年农民王春锋认为这是一个生财好机会"

他平时就不务正业! 好吃懒做! 这次为了弄钱! 竟打起了村

民的主意" 王春锋花钱私刻了 '福乐机砖厂( 印章! 私印了

'福乐机砖厂业务员( 名片! 谎称自己是 '福乐机砖厂( 资

兴片区的业务经理! 可以廉价代购代销 '福乐机砖厂( 的红

砖" 为了获取建房户的信任! 其甚至以低于出厂价的价格!

销售 '福乐机砖厂( 的红砖给建房农户"

王春锋的这一招果然管用! 不仅汤溪镇的建房农户信以

为真! 邻近乡镇也有建房农户慕名请其代购红砖" 收到农户

的红砖预付款后! 王春锋除了少部分用于代购红砖外! 大部

分用于自己吃喝玩乐挥霍" 为了保证资金来源! 王春锋除了

骗取农户代购红砖预付款! 还采用支付高额利息% 虚构投资

项目的手段! 从建房农户手中骗取借款"

由于挥霍无度! 至
"$%+

年底! 王春锋的资金链基本断

裂! 建房农户见付款后换不来红砖! 遂找他讨要" 他见事情

败露! 不仅中断了与农户的联系! 并企图逃跑了事"

岂料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

年春节前! 王春锋在

逃往广西南宁途中! 被布控的资兴民警抓获归案" 经审讯!

他对自己以代购代销红砖作饵! 诈骗农户
%$&

万元红砖款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

经湖南省资兴市检察院提

起公诉!

&

月
""

日! 资兴市法

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王春锋有

期徒刑十一年零六个月! 并处

罚金
%%

万元"

“搬家处理电脑”，30人上当
!

吕飞翔 崔 毅

'

.)

四核
/01

!

-2

内存 !

"2

独显!

#$$2

硬盘(! 价值
#$$$

多

元的品牌电脑现在不到
"$$$

元

就能买到)碰到这样的大便宜!你

捡不捡$这不!在一群'有心人(的

精心设计之下!

!$

位贪便宜的江

苏徐州市民就上了钩"

今年
'

月
%$

日!家住徐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李先生在小区单

元门口看到了这样一则广告&&&

本人有急事回家! 以下物品

急转#

%,

红木沙发
%

套 !

",

原装惠

普台式电脑
%

台 !

.)

四核
/01

#

-2

内存#

"2

独显#

#$$2

硬盘#票

据齐全"!后面还留了联系电话"

李先生觉得这台电脑很合

算! 就联系对方表示想买" 没多

久! 一个外地小伙子就提着电脑

来到李先生家中" 小伙说他是湖

南长沙的!准备回老家!刚买两个

月的电脑想处理掉"随后!小伙又

掏出两张国美电器的发票! 开票

价
#$$$

多元"

李先生看到电脑成色很新 !

就让对方开机看看"开机后!小伙

打开了桌面上一个叫'鲁大师(的

硬件检测软件! 上面显示的硬件

信息和小伙子说的一致" 李先生

也没多想! 还价以
%'$$

元成交"

晚上!李先生想用电脑!但电脑一

直黑屏!怎么都开不了机"李先生

数次拨打小伙子电话! 对方却一

直挂断!不肯接听"李先生觉得上

当了!第二天就报了警"

就在李先生上当的那几天 !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鼓楼区%铜

山区警方接连接到类似报案"

"$%#

年
'

月
%#

日!犯罪嫌疑

人彭向阳等
)

人被抓获归案 "经

审查! 彭向阳一团伙交代了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先后在

徐州市区以贩卖假电脑的方式骗

取他人财物的事实
!$

起"

彭向阳!湖南省平江县人!今

年
"+

岁"

"$%+

年! 彭向阳在广东

东莞打工时认识了张某" 张某专

门从事报废电脑翻新骗钱的生

意"彭向阳认为这生意来钱快!就

让张某给他供货"

彭向阳同时联系老乡黎某等

)

人一起到徐州卖翻新电脑!说这

生意挣钱快! 比在工厂里打工强"

在徐州碰头后!彭向阳告诉他们电

脑是'水货(!真实配置大概是
%#

年前的!最多只能玩个
((

"

然后彭向阳用别人的身份证

在徐州办了
)

个手机号码! 这样

可以避免自己的身份曝光"

与此同时!彭向阳联系张某从

广东把电脑托运到徐州" 到货后!

他们把张某同时发来的'惠普(%'

.)

处理器(等标志贴到电脑上"

之后!他们就开始在徐州市区

各个小区贴广告!广告大概内容是

'本人要离开徐州! 有一套红木椅

和一台电脑要转让(" 其实彭向阳

他们根本没有红木椅!之所以这样

写!是为了让'交易(显得更真实"

如果有客户打留在广告上的

号码! 彭向阳就开车带着黎某等

人一起到客户约定的小区交易"

交易时! 他们就当着买家的

面打开桌面上预先安装的 '鲁大

师("这个'鲁大师(也是假冒的 !

显示的硬件信息是早就设定好

的"如果客户想拆开机箱看硬件!

彭向阳等人就会指着事先贴好的

封条说'封条一旦拆开!厂家就不

保修了("这样!很多买家就会打

消拆机的念头"

在每次交易成功后! 彭向阳

要
%$$$

元的抽成!剩下的归出面

交易的人"

他们在卖过电脑后! 还会标

记作案的小区和上当的买家电

话! 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到相同小

区重复卖电脑!容易被发现"有不

少被骗的买家在事后联系过彭向

阳他们!他们就直接挂掉电话"

"$%#

年
-

月
#

日! 犯罪嫌疑

人彭向阳被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其他
'

人被

取保候审"

两次赚钱经历#让张小伟放宽了心#他放心去宾馆隔壁房间

睡觉了#做了一晚上的发财梦$

连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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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湖暗流

中
篇
小
说

王
鸣
隆

著

引子

3

省滨洲市!

"$%!

年元旦清

晨!雾霭弥漫的太白岩比平日更

多了几分柔美与飘渺"

太白岩下的夕阳红公园内!

晨练的人们和往常一样!悠闲地

'忙碌(着!或小跑!或做操!或舞

剑**这天!一切似乎与平常无

异"

突然!几声'咔嚓('咔嚓(树

枝折断声伴随着重物落地的沉

闷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有人跳岩了)(随即传来惊

呼"

晨练的人们纷纷向声响处

跑去"

岩下的一片红枫林中!一个

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躺在枯草

之上!外套已经散开!汩汩渗出

的鲜血将白色的衬衣和身边的

草丛染得猩红"

'快来人啊!快打
%"$

)(

先到现场的人们!有的打电

话叫救护车!有人报警!忙成一

团"

'天啦!这人是谁啊$(

'啊!好像是李副市长)(

有晨练者认出躺在地上的

是滨洲市副市长李荣武"

李荣武跳岩了)

一

三个月前!滨洲市中级人民

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敲响法槌!宣告被告

人李荣武受贿罪不成立当庭予

以释放"

肖远林的头脑'嗡(了一下!

尽管判决结果也曾在他的预想

之中! 但这在他的检察生涯里!

尤其是他作为主诉检察官以来

从未有过的事儿"

肖远林带着祝阳和陈雁疾

步走出审判庭!脸色铁青"

他的心中不由自主地翻涌

出丝丝苦涩!甚至是沮丧"他大

步地走!似乎要逃离开身后的什

么!祝阳紧随其后!陈雁捧着案

卷三步并作两步勉强跟上他们

的脚步"

刚到大厅门前!守候已久的

一群记者就迎了上来#

'请问你对判决结果有何感

想$(

'李荣武真的是无辜的吗$(

'检察院在办案的时候确实

存在违法行为吗$(

一连串的问题像机关炮一

样向肖远林他们倾泻而来"

肖远林顾不上回答!只是礼

节性地朝记者们点点头!径直来

到停在路边的警车旁!打开车门

钻了进去"

记者还不死心!又紧跟到车

前" 趁祝阳陈雁开门上车的机

会!滨洲电视台'法治在线(记者

谢小艺迅速地把话筒递到了肖

远林面前#

'肖处长! 请问对于这个判

决结果检察院会抗诉吗$(

肖远林望了望这张十分熟

悉又漂亮的面孔! 略一沉吟!轻

声说道#

'暂时无可奉告"(

二

滨洲的夜晚分外美丽!湖光

山影交相辉映!与三峡工程修建

前相比!滨洲犹如从一个纤瘦娇

弱的少女已然出落成了一位美

艳动人的少妇"

林立的高楼!参差错落于敞

阔的长江两岸!三座风格迥异的

长江大桥横跨南北!彩带般的滨

江路沿长江两岸蜿蜒"

造型现代的体育馆如斜冲

俯地又腾空而起的飞碟!与挺立

于江边的古老钟楼对应成景"

夜色中! 各种建筑物上橙

黄%银白的节日灯饰恰到好处地

勾勒出滨洲这座江城繁华现代

又不失典雅的都市轮廓"

国庆前夕的滨洲!一座不夜

的江城"

今晚! 与这座江城一起不

眠的! 还有肖远林和他的战友

们"

坐落于北滨路移民广场旁

的滨洲市人民检察院! 九楼的

检察委员会会议室灯火通明 "

时间已近子夜! 但会议才刚刚

进开始"

从省城赶回滨洲的检察长

王海川亲自主持会议! 除了检

察委员会委员! 承办李荣武受

贿案件的祝阳% 陈雁以及反贪

局侦查人员也应邀列席"

'同志们!( 王海川神情凝

重地扫视了一眼大家说#

'明天就是国庆节! 今天这

么晚把大家找来! 想必你们也猜

出几分缘由" 我刚在省院开完全

省案件质量分析会! 我们滨洲李

荣武案成为了最热门的话题" 对

此! 不知道大家有些什么感想$

远林! 还是你先说说吧(

今天这个会! 肖远林本来

是作了充分准备的! 但王检开

场即点他的将! 对他来说还是

稍感意外" 他望了一眼王海川!

清清嗓子开口说道#

'大家都知道! 今天上午我

们起诉的李荣武受贿案被法院

判定无罪! 这是新刑诉法修改

试行以来我院起诉的第一起反

贪自侦案件 ! 对于这个结果 !

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平湖暗流)是一部反腐题材的中篇小说&讲述的是

(

省滨洲市检察院以检察长王海川*反贪局长罗永健为

核心的检察干警与犯罪分子李荣武*栾成杰以及+老领

导,等人斗智斗勇的故事'故事取材于真实案例&作者系

检察一线指挥员'作品不仅具有贴近现实*客观真实的

特点&还有着对复杂人性的细致刻画&对新形势下检察

工作的深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