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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豪车别墅装阔，专门骗高档玉货

“河北首富”二进宫
!

王永强 李丰翠

张强是河北保定人!曾因诈骗坐牢!出狱后手中无钱!就

再生了诈骗之心" 他与做珠宝生意的河南镇平人韩保红认识

后!让韩给他联系大珠宝商骗钱"

!"#$

年
$

月!韩保红谎称有

生意!把玉器经销商周东明!化名"骗到保定!他向周东明介绍

张强在北京有别墅#有奔驰车!张强自己也说家里开着红木家

具厂!还经营钻石#象牙#犀牛角生意!是$河北首富%"

!%&$

年
$

月底! 张强对周东明说想收一批高档玉货"随

后!周东明给做玉器生意的李森林!化名"打电话!说河北有一

个大老板!经济实力十分强!现在想买一批高档玉货!让他带

一批玉货过来"

'

月初!李森林来到保定!被安排在一家豪华

宾馆"

在宾馆! 张强看了李森林带来的一批翡翠! 选中了价值

!%%

多万元的其中两件"因李森林急着去沈阳办事!张强先付

给他
!%

万元!其余货款李森林让周东明负责要回"

十天后! 韩保红和张强又对李森林说有一个煤老板想买

高档玉货!让他再组织一批货过来!一并将上次余款结清"

没多久!李森林就将一批货带到保定"张强谎称对方有事

过几天才能来!让李森林把货先留在这里!货款没问题"张强

又开着租来的宝马车将李森林拉到一处别墅! 谎称是自己买

的!还说自己在浙江金华开了一个大会所!主经营玉器#钻石"

李森林发现这套别墅很大很气派!就相信了张强!让周东

明留在当地!自己先去山东威海办事了"李森林走后张强给周

东明写了一张借货单!内容是货的名称和价值"第二天!张强

称河北石家庄有人要货!带上货物离开后就失联了"

周东明感到事情不对!就给李森林打电话!李森林听后也

赶到保定!找遍别墅#会所都不见张强"会所有个姓施的人说!

这会所不是张强开的!张强的别墅是租的!$张强是个穷光蛋!

因诈骗罪今年刚出来"%李森林如梦初醒!遂向公安机关报案"

韩保红迫于压力于
!%&(

年
)

月
!%

日投案"随后!张强也被警

方抓获"

*

月
&)

日!经河南省镇平县检察院提起公诉!张强#韩保

红分别被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年"

他一直在想下一步怎么办，留下来肯定是不安全的，但是假如逃跑，厂子没人管理、老人身体有病、孩
子没人看管，怎么办？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顾不上老人孩子那些了，决定远走高飞———

世上没有避罪天堂
!

徐 波 徐立平

游戏厅蹊跷关门

刘颖!化名"在山东昌邑开了

一家游戏厅!雇了小齐当店员给她

管理" 刘颖一般每月到游戏厅一

次!结一次账!顺便给小齐发工资"

!"&$

年
(

月
&+

日上午 ! 又

到结账的日子了! 刘颖到了游戏

厅! 却发现 $铁将军% 把门! 小

齐不知去了哪里" 以为小齐只是

短暂外出了! 加上当时还有其他

事! 刘颖就离开了" 可是! 她走

了之后感到不放心 ! 第二天傍

晚! 她叫着邻居老丁开车又来到

游戏厅" 她从外面看到游戏厅屋

里黑着! 门也锁着! 她就到旁边

一家烧烤店打听! 店老板说游戏

厅已经两三天没开门了"

刘颖感到事情有点蹊跷! 就

买了工具把锁割开! 她和老丁进

门后闻到一股恶臭! 只见里间宿

舍小齐的单人床空着! 床下面用

白色粉格被子盖着一个东西! 从

形状上看好像是个人! 旁边放着

一个不锈钢盆! 盆里的水是红色

的" 她意识到小齐出事了! 连忙

跑到门外! 打电话报了警"

公安侦查人员迅速赶到! 对

现场进行了详细的勘验! 发现被

子下面盖着的正是小齐的尸体!

除了被子! 盖在小齐尸体上的还

有正处通电状态的电褥子"

锁定家具厂老板

尸体已经高度腐败! 法医根

据死者头部的多处创口! 推断小

齐系头部遭受钝器暴力致颅脑损

伤死亡" 技术人员推断出了小齐

的死亡时间! 并且从现场提取了

重要的物证"

他杀是毫无疑问了! 然而究

竟是什么人要杀害一个游戏厅的

打工仔呢& 死者尸体上的电褥子

还通上了电! 凶手意欲何为& 公

安人员展开走访调查工作"

死者小齐并不是当地人 !他

在当地熟人不多" 最后看见死者

的是在游戏厅附近一家美发店打

工的小赵! 他曾于案发前看到小

齐和一个戴眼镜的男青年吵架 !

并听出吵架原因是戴眼镜青年上

午在游戏厅赌钱! 开始赢了
&

万

多元!下午输了!让小齐再给他加

分!小齐不肯!戴眼镜的青年就赖

着不走! 最后小齐给戴眼镜的男

青年一沓钱! 戴眼镜的青年才走

了"另一个证人认识这个男青年!

他提供了其家里开工厂# 做木材

生意#媳妇在韩国等重要信息"

根据走访调查到的这些信

息! 调取的现场附近的监控录像

以及
,-.

鉴定! 公安机关初步

确定了犯罪嫌疑人就是某家具厂

的老板李成松" 然而! 李成松已

逃到了韩国"

昌邑市检察院经提前介入 !

反复论证! 根据现有证据依法作

出了批准逮捕的决定" 公安机关

按照程序层报到公安部! 李成松

被列入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名

单"

!%&'

年
)

月
!

日上午! 首都

机场"一架韩国飞往北京的客机徐

徐落地!在首都机场边检处工作人

员的协助下! 刑警登机将李成松

$请%了下来" 至此!外逃一年之久

的杀人逃犯李成松终于落网了"

赌输后恼羞成怒

李成松归案后! 对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李成松供述!

!%&$

年
(

月
&'

日早上!他带着
$

万元货款!准备

去为厂里进木材"可是!当他走到

他经常光顾的游戏厅时! 又犯了

赌瘾!决定先玩几把再说"玩了不

到两个小时就赢了
&

万多元 !中

午随便吃了点饭! 又继续在游戏

厅玩" 可是!下午不一会儿工夫!

他不但把上午赢的钱全输光!还

输了一部分木材款"

赌徒心理使他完全忘记了自

己的生意! 晚饭后他想把输的钱

赢回来! 结果又输掉了货款
&

万

多元" 然后! 他找了一家旅馆住

下了! 决定第二天一定要把输掉

的货款赢回来" 可是事与愿违 !

第二天他输得兜里只剩下不到

&%%%

元了"

此时! 游戏厅的小齐告诉他

说! 他这种情况! 可以通融一下

店老板! 退给他几千元钱" 但直

到晚上! 小齐也没有跟老板联系

好退钱的事"

第三天上午! 李成松在网吧

找到小齐后又来到游戏厅! 商量

退钱的事" 这期间他与小齐发生

争执! 遭到小齐的嘲讽! 说他是

赌棍# 赌徒! 于是他恼羞成怒 !

将小齐摔倒! 压在身下! 同时用

马扎击打小齐的头部 ! 小齐反

抗时掰疼了他的手指 ! 这使得

他更加生气 ! 即用马扎用力朝

小齐的头部 # 面部猛打 ! 打得

小齐不再反抗! 仍不罢手! 继续

猛打小齐的头面部! 最后将马扎

都打碎了"

李成松发现小齐头上流了很

多血! 已经停止了呼吸! 他这才

慌了! 先在小齐的床上坐了一会

儿! 害怕被来游戏厅的人看见 !

于是赶紧将游戏厅的门从里面

锁了 ! 然后开始处理现场 ! 擦

掉了自己留在地面的血脚印 !

将床上的被子# 电褥子盖在小齐

的尸体上"

游戏厅只有一个门且朝向商

业街! 门外人来人往! 白天他肯

定是不敢出去的 ! 只有等到晚

上! 趁夜深人静出去才保险" 可

是! 室内充满了血腥味! 而且身

边还有一具可怕的尸体" 李成松

说! 当时十分恐惧# 紧张! 几乎

要窒息" 除了破坏现场! 消除痕

迹外 ! 他一直在想下一步怎么

办! 留下来肯定是不安全的! 但

是假如逃跑! 厂子没人管理# 老

人身体有病# 孩子没人看管! 怎

么办&

就在这时! 他想到自己有韩

国护照!妻子也在韩国打工!随即

产生了逃到韩国躲藏的想法" 经

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他顾不上老

人孩子那些了!决定远走高飞"

逃韩国投靠妻子

好不容易挨到当晚
!$

时
$%

分 ! 他看到街上基本上没有人

了 ! 就匆匆逃离了现场 " 逃离

前! 他还从小齐身上翻找到部分

现金作为路费 ! 将电褥子通上

电! 企图毁尸灭迹" 出了门! 他

又将门外锁! 希望延长罪行暴露

的时间! 达到顺利出逃的目的"

当晚! 他偷偷潜回家中! 找

到护照# 登陆证" 次日一早! 他

乘车去了青岛! 然后从青岛乘飞

机去了韩国"

他逃到韩国 ! 找到了妻子 !

骗妻子说与朋友做生意被骗了 !

厂子也垮了! 没有办法就来了 "

随后就开始在当地一处工地上打

工" 可是! 打工的艰辛! 丝毫未

能减轻他精神上的折磨" 虽然逃

到了海外! 远离了恐怖的杀人现

场! 但杀人的一幕! 始终像噩梦

一般纠缠着他" 一方面是内心的

恐慌! 一方面还要瞒着妻子! 生

怕妻子产生怀疑! 巨大的精神压

力就这样每天折磨着他! 李成松

一直提心吊胆# 战战兢兢! 在内

心煎熬中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

!%&'

年
/

月
&'

日! 因登陆

证就要到期! 他在办理延期时!

得知护照已被吊销! 韩国警方出

具了通缉令! 他被关押到韩国法

务部的看守所"

!%&'

年
)

月
!

日!

李成松被遣返回国"

!%&(

年
*

月
!'

日 ! 经法院

审理后!李成松一审被判处死刑" 货车变“水车”，废铜少两吨

精明老板也上当
!

郭筱琦 袁俭根

!%&'

年
&!

月
&

日! 江苏省无锡市某机械厂需要处理废

铜!联系从事个体废品回收的桑新斌上门回收"因之前合作过

好几次!老板田某与桑比较熟悉!双方很快便以
'

万元左右一

吨的价格拍板成交"

&!

月
/

日一大早!桑新斌手下的黄寿兵带工人过来整理

废铜"不一会儿!驾驶员蒋正军开来货车!按惯例先空车过磅!

再装货称重"虽满意对方出价豪爽!但凭生意人的直觉!田老

板总怕过磅有$猫腻%"为防万一!田老板先亲自跟空车!分别

到两处过磅!回厂装好废铜!又换了三处反复过磅验证"结果

空车过磅
+0*/

吨!满车
&&0!+

吨!算下来废铜重
!0$!

吨!黄寿

兵付了
&"

万余元货款走了"

田老板左思右想!总觉得不对劲!他拿出近期进出货记录

算了一下!这次卖掉的废铜总该有
'

吨上下!为何平白少了近

两吨呢&不放心!他又拿出前两次与桑新斌交易废铜的进出货

单据一算!出入也不小"吓出一身冷汗的田老板连忙报警"

公安机关通过调取监控录像! 发现当天运送该批废铜的

货车过完磅!驶往厂区装货时!货车驶过后!原本干燥的路面

却出现蹊跷的一道水迹"

原来!桑新斌的货车有$机关%!车厢底下另装了一个水

箱!过磅前!先用空车加水方法增加车辆净重!过磅后!沿途悄

悄将水放掉再装货!减少废铜结算重量"一进一出!便可白赚

一部分废铜"桑新斌常用的两辆货车都经过改装!分别可装水

$0''

吨及
(0&(

吨 "这种改装过的货车叫 $水车 %!自
!"&$

年

起!桑新斌便与$水车%司机蒋正军等
)

人合伙从事这种勾当!

先后
'

次诈骗废紫铜线#废铝近
&"

吨!价值近
!+

万元"

!"&(

年
&"

月
&/

日! 经无锡市滨湖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桑新斌等
)

人分别以诈骗罪被法院判处十一个月到四年零六

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办案检察官提醒' 这类 $水车% 经改装! 只需按动驾驶

室内一个按钮 ! 便可悄悄将

水放掉! 手法隐蔽不易发现"

对打 $高价收购 % 幌子的收

旧人需多加警惕 ! 过磅前后

安排人手盯紧 ! 防止骗子做

手脚"

一针玻尿酸，左眼再也看不见
!

冯 建 方 照

对于
!$

岁的四川姑娘小王

来说 !

*

个月前就开始了她近一

年的噩梦"因为!爱美的她接受了

无证医生葛梅的玻尿酸隆鼻注

射!从此左眼就再也看不见了"

经浙江省宁波市医学会鉴

定!小王已属于
+

级伤残"

!"&(

年
&

月
!&

日下午!小王

和她的两个朋友在出租屋里等着

美容医生的到来! 她们通过微信

联系上了私人美容医生 $

.1

私人

订制%上门服务"

也是通过朋友介绍! 她们几

天前加了这位$

.1

私人订制%的微

信! 这位私人美容医生微信上都

是一些外貌普通的女子通过注射

肉毒素除皱#瘦脸!注射玻尿酸隆

鼻填充面部等微整形手术变美的

图片"

看到这些! 三个小姑娘很是

心动!于是在微信上和$

.1

私人订

制% 谈好价钱! 玻尿酸隆鼻每针

!(""

元!肉毒素针除皱每针
&+""

元" 三个小姑娘都打算接受玻尿

酸隆鼻注射! 其中一个还要进行

肉毒素针瘦脸"

&

月
!&

日就是约好的医生上

门的日子了" 下午
&

点左右!$

.1

私人订制%如约准时出现!站在小

王等人面前的$

.1

私人订制%是一

位年轻貌美的女子! 随身携带的

是一个小小的医疗箱"$

.1

私人订

制% 自称自己就注射过玻尿酸和

肉毒素! 这让三个小姑娘想变美

的心情更加迫不及待"

$

.1

私人订制%让一个小姑娘

坐在凳子上!把头扬起来!自己戴

上手套! 从药箱中拿出一个小瓶

和一枚细长的针! 用消毒药水在

女孩鼻尖上消毒后 !$

.1

私人订

制% 从小瓶中吸了所谓的玻尿酸

就从鼻尖开始注射! 整个过程几

分钟就结束"

小王是三个女孩当中最后一

个接受$

.1

私人订制%注射的" 而

当液体注射进鼻尖的那一会儿 !

小王就叫了起来!说自己头疼!眼

睛难受!马上停止注射后!小王的

不适感没有丝毫减弱"$

.1

私人订

制%又为小王注射了$玻尿酸溶解

酶%!还是不起作用"

此时! 小王说自己的左眼越

来越疼!而且模糊不清了"众人马

上送小王前往宁波一家医院医

治! 当晚又送到上海红十字会眼

耳鼻喉科医治!都被诊断为$视网

膜中央动脉阻塞% 导致左眼视网

膜坏死"在医院!小王的男友打电

话报警!警方随即赶来将$

.1

私人

订制%带回派出所调查"

在派出所!$

.1

私人订制%告

诉警察!自己姓葛!浙江宁海人!从

事私人美容行业!平时就是通过微

信推广业务"

!"&'

年
/

月!她在上

海禾悦国际医疗机构花了
++""

元

参加了一个$王会勇注射美容培训

高级研修班%! 学习注射肉毒素除

皱#瘦脸!注射玻尿酸隆鼻填充面

部等微整形手术!拿到了两张毕业

证书! 虽然证书上写着学了
'"

课

时!其实她就学了四天三晚"

葛梅说!她用来帮客人注射的

美容药物! 就是以每针
&"""

元的

价格从她学习的这家机构买来的"

在这之前!葛梅从来没有任何从医

经验!更别说取得从医资格了"

&"

月
!&

日!涉嫌非法行医罪

的葛梅被浙江省奉化市检察院提

起公诉"同时!小王还向葛梅提出

了
'*

万多元的民事赔偿"

李成松被遣返回国

连载"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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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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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的车辆采取了追踪措

施吗&%安国兵插问道"

$采取了! 已调取各交通要

口的监控录像进行查找! 还有!

对他的通讯情况进行分析!并已

向各地公安机关发出了协查通

报"%

$那个叫唐燕的女子也跑

了&%肖远林问"

$这个女子在乔南山出事后

就没了踪影!不过相关的追捕工

作也已展开"%

$王检! 今天是李荣武案件

宣判后的第十天!是否提起抗诉

必须有个决定意见了"% 副检察

长余栋梁提醒道"

是啊! 王海川何尝不明白

呢!这些天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

萦绕在他的心头" 乔南山被杀!

栾成杰潜逃!唐燕失踪以及巡视

组稍显反常的态度!这一系列的

问题都说明李荣武案件不简单"

他安排罗永健秘密开展的几项

工作! 尽管取得了一些收获!但

也还没有关键性的突破"到底怎

么办&暂时实在难以下定决心"

$远林! 你们的意见呢&%王

海川把目光投向肖远林征询地

问道"

$说实话!在这之前!我内心

一直是倾向于抗诉!这个案件尽

管在细节上有些瑕疵!但基本事

实是清楚的! 证据也算确实充

分!审判机关因为嫌疑人和证人

翻供以及腿部伤痕就判定侦查

部门存在违法办案缺乏依据"%

停顿了一下!肖远林接着说'$刑

诉法修改后!专门确定了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但到底什么是非法

证据!哪些应该排除!条文规定

并不十分明晰!在实际的应用中

也因为不同的把握出现了截然

不同的情况!对于李荣武这个案

件! 我们和法院就有不同的认

识!通过抗诉!可以引起各方足

够的重视! 认真思考相关标准!

甚至形成实际的判例!引导未来

的诉讼!也让法律的尊严得到应

有的维护"%

$说说你现在的意见(%王海

川打断问"

$经过这几天的事情! 我觉

得这个案件比我们想象得更加

复杂!在许多关键问题没有侦查

清楚以前!我们又何必急于一时

呢&毕竟!必要时我们还可以提

请审监抗"%

$但是! 现在社会舆论和老

百姓对这个案件十分关注!我们

不抗!是不是会给出一个错误的

信号&%余栋梁的问题!显示出他

的担忧!这其实也是社会舆论关

注的焦点"

$舆论固然应当重视! 但它

不能成为左右我们办案的决定

因素! 我也同意远林的意见!我

们保留提起审监抗的权力!侦查

工作要结合乔南山这个命案深

入推进(% 王海川明确地表达了

自己的态度"

回到家里!肖远林下意识地

打开电脑!他那篇博文下面已经

有了不少留言! 赞许者有之!批

评者有之! 提问探讨的也有不

少"但最引发他关注的!还是一

句看似无关的留言'在情与法之

间!我们真的能够作出坚定的选

择吗&

这个给他留言的不是别人!

正是$过眼云烟%!他打开
22

!点

出$过眼云烟%在对话框中发过去

一个问号"他不明白她留言的意

思!好奇心驱使着他想要搞明白"

好像一直等待着似的!那只

灰色的$狐狸%由灰变红居然真

的跳动了起来'$你好!博士(%还

是和以往一样!和问候一起过来

的!还有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

$为什么有那样感慨的留言

呢&感觉你不是一直非常理性的

吗&%

$女人本来就是感性的动

物!理性只是她们谋生的手段和

基于防卫的本能%"

$说说吧 ! 遇到什么刺激

了&% 肖远林同时发过一个龇牙

的表情"

$博士! 你认为所有的罪犯

都是坏人吗&%

$坏人& 我不这样认为!其

实!法律只能够界定刑法意义上

的罪犯与非罪犯!那主要服从于

社会公共秩序的需要!甚至有时

与道德都无关!比如说!一场事

故的过失犯!遇到非法侵害时的

防卫过当等! 从道德意义上!我

们不能说人家就是坏人"%

$那对于贪污受贿的人呢&

你怎么看&%

$那也不能一概而论啊!不

同的对象!不同的情节!人们会

有不同的判别! 但一般来讲!老

百姓痛恨腐败!所以大多都被看

成是坏人"% 肖远林忽然觉得有

些奇怪'$咦! 今天你是怎么了&

怎么这么奇怪呀&这不像我所认

识的那个伶牙俐齿的 )狐狸 *

哟(%

$哎 ! 狐狸也有迷惘的时

候"%$过眼云烟%说完!还发过一

个无助的表情过来"

肖远林感到有点疑惑!同时

也有些滑稽"同一个$过眼云烟%

怎么前后就判若两人呢!以前那

个才思敏捷!能言善辩的鬼灵精

为什么忽然就变成了多愁善感

甚至有些糊涂幼稚的傻大姐儿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