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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拍案

城镇化进程中房地产行业迅猛发展，土方市场日益火爆，为了获取更多资源，哥哥开
始“招兵买马”，为弟弟抢占市场保驾护航———

“土方江湖”土崩瓦解
!

郑 义 许 野

!"#$

年
$

月
#%

日!江苏省淮安

市淮安区车桥镇泥瓦工孙青推出电

动自行车准备上班时! 一位工友打

来电话!兴奋地告诉孙青"#潘剑$潘

伟和他们手下的那帮混蛋被法院判

刑啦%&一听这话!孙青激动地骂了

粗话!将电动车一丢!跑到车库!把

早已蒙尘的变拖车开了出来'

孙青决定!今天!他要正大光明

地把自己的变拖车开上马路! 开去

上班%

土方市场日益火爆 "#土

方江湖$逐利而生

车桥镇位于淮安东南方! 水陆

交通便利!市场繁荣(随着房地产业

的崛起! 这个苏北小镇也迎来发展

的快速期(

修筑道路!集镇面积扩容!新建

房屋地势填高!农田取土!乃至农民

翻盖房屋$建筑垃圾的处理!都离不

开建筑土方的经营(于是!专门经营

土方的老板越来越多! 土方市场日

趋火爆(

&'

岁的潘伟也成为 #土方

大军&中的一员(

其实! 经营土方技术含量并不

高!只要有变拖车$挖掘机!雇几个司

机就可以运转起来(关键是要能接到

工程(市场资源是有限的!大量人员

流入!素质良莠不齐!土方市场常常

上演为抢业务大打出手的情景(

潘伟带着自己的弟弟潘剑!又拉

拢了几名社会闲散人员! 开始勇闯

#土方江湖&(不久!他就惹来了事端(

!%%'

年
(

月!因抢夺土方生意!潘伟

将竞争对手殴致重伤!被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潘伟坐牢后!

比他小
!

岁的弟弟潘剑开始涉足土

方市场(

!%#%

年
(

月
#$

日!潘伟被假释

出狱(为了形成自己的势力!并为潘

剑的土方生意提供庇护! 潘伟开始

招兵买马! 十多名各色人等被召集

到其部下(

为了加强管理! 潘伟要求每位

手下随叫随到$外出时要请假)统一

提供食宿!发放奖金福利!并购买了

大量管制刀具供组织成员使用(

为了尽快在社会传出自己的

#名号&!潘伟出入各种场所!都是前

呼后拥(每次带手下到浴室洗澡!都

是潘伟先洗澡! 手下则站在更衣室

或浴池里进行#护卫&(

有了潘伟势力的庇护! 潘剑加

快了垄断周边土方市场的步伐(

骚扰滋事 "%这工程你不

给我做我就打&

!%#%

年
(

月! 淮安区车桥镇某

村搞农田复垦!需要拆迁一批房屋(

潘剑派人和村民商谈! 但潘剑要价

太高! 村民决定将工程交给土方老

板贺某(得知消息后!潘剑给村民放

下话"不给我们拆!其他人来也拆不

了!房子拆下来的建筑垃圾!其他人

也拖不走%果然!贺某安排工人拆房

的第一天上午! 潘剑就带着手下来

到工地!让贺某停工(贺某随即与潘

剑争辩!潘剑撂了句狠话#你再施工

试试%&见潘剑等人离开!贺某没当

回事!让工人继续干活(

第二天!听说贺某还在施工!潘

剑便打电话给潘伟!让他带人到工地

给自己助威(潘伟当即叫上
)

名手下

与潘剑的人汇合(随后!一群人来到

工地!喝令挖掘机驾驶员停工!并一

把把挖掘机驾驶员拖了下来!驾驶员

拿起手机准备通知贺某!王某飞起一

脚!将驾驶员的手机踢飞!手机电池$

后盖当即都掉在地上!驾驶员刚要低

头捡手机!王某对着驾驶员的屁股又

是一脚!随后!潘伟的手下一拥而上!

围着这名驾驶员殴打(其他施工人员

见状!纷纷丢下手里的活!不敢出声(

贺某闻讯赶到工地! 只见挖掘

机驾驶员嘴角在淌血! 工人都站在

一旁不敢吱声( 潘剑对贺某说"#昨

天已经和你讲过了! 叫你停工不要

再做了!你还敢做%&此时!一个手下

操起一把菜刀!朝着贺某冲去!贺某

吓得逃离了现场(

此后!为了防止贺某再次施工!

潘剑派手下天天开车在贺某工地周

围#巡逻&!只要工地一动工!潘剑便

马上带人前往阻扰( 贺某先后多次

报警!警察一来!他们就跑!警察走

了!他们便再次回到工地阻工(

就这样!工程拖了一个多月!没

有任何进展(万般无奈之下!贺某最

终不得不将工程拱手相让(

釜底抽薪 "%把所有驾驶

员变成我的人&

如果老是滋扰生事!不是长久之

计!潘剑兄弟二人琢磨出了一个#釜

底抽薪&的妙计(

做土方生意! 必然需要大量的

变拖车帮助运送土方( 如果这些变

拖车驾驶员能控制在自己手里!其

他老板自然无法经营(

于是! 潘剑将周边乡镇的变拖

车驾驶员招到自己的工地干活(还以

种种借口扣下他们的工资!并规定不

到自己工地上的干活都叫#干私活&(

一旦发现谁干私活!拖欠的工资将不

予兑现!并给予#严厉处罚&(

这些驾驶员的工资被长期克

扣!家庭支出没了来源!于是!他们

就悄悄接其他土方老板的活( 潘剑

很快就发现了( 除了威胁驾驶员不

准接私活外! 还安排了手下每天开

车上路#巡逻&(

一天晚上
'

点多钟! 潘剑带着

两名手下巡逻! 发现有几名驾驶员

在替他人拖运建筑垃圾! 潘剑用汽

车挡住变拖车去路! 让手下范某带

人对他们进行#管理&(

最前面那辆变拖车的驾驶员刚

打开车门!范某就猛地捣了他一拳!又

连续打了他十几个耳光! 对方当即满

脸是血(接着!范某等人来到孙青跟前!

连打几个耳光!猛踢孙青腹部一脚!孙

青捂着肚子摔倒在地! 疼痛难忍的孙

青大声求饶!#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以

后不敢了%饶命啊%&但范某没有停手(

他们又一一上前殴打另几名驾驶员(

一边打!一边骂(半小时后!范某累了停

了手!威胁说!如果再干私活!就将其打

残(随后!潘剑等人扬长而去(

几名驾驶员带着伤! 自己去医

院医治( 因为早就听说潘剑有个混

黑社会的哥哥! 为了不遭受更大的

折磨!被打伤的驾驶员无一人报警(

不能及时拿到工资! 又不敢接

私活!为了生计!很多驾驶员只好改

行(孙青不得不改做泥瓦工(即使这

样!孙青依然不敢开变拖车外出!害

怕再被撞见而遭毒打%

除了控制变拖驾驶员! 潘剑还

对挖掘机主进行威胁(

!%##

年春天!

车桥镇个体户赵某购买了一台挖掘

机! 接到的第一笔生意就受到潘剑

的恐吓威胁!迫于潘剑的淫威!赵某

不敢在潘剑的地盘上接活! 由于生

意惨淡! 第二年赵某就将挖掘机低

价转卖!亏了近十万元(

随着驾驶员$ 车主被潘剑兄弟

控制! 很多从事土方生意的老板被

逼纷纷转行! 土方市场潘剑一家独

大(随后!潘剑抬高土方市场价格!

导致周边乡镇群众盖房成本水涨船

高(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 %土

方大哥&的末路

!%#!

年
)

月份! 流均镇一村民

盖房!要填房子前的小河塘!做土方

生意的卢山谈下了这笔生意( 这个

消息很快被潘剑知道了! 便威胁卢

山不要做这个工程( 卢山并没将潘

剑放在眼里(

)

月
!'

日!工地施工的第二天

一早!卢山接到电话!说驾驶员在运

土的路上被人拦下! 被逼将土倒在

路边( 卢山心里来火! 和合伙人商

量!决定对潘剑工地进行报复(

卢山叫人用汽车堵了潘剑工地

上拖土进出的路(潘剑闻讯!立即打

电话请求潘伟支援! 潘伟叫上
(

名

得力手下与潘剑汇合( 得知卢山在

某茶楼喝茶时! 潘剑兄弟带着十余

人驾车直奔茶楼(

到了茶楼后
*

潘剑$潘伟叼着香

烟走在前面! 十几个青年紧跟其后!

见到卢山!双方没说几句话就开始谩

骂!其间!潘伟用手里的烟头朝卢山

身边的朋友脸上砸去( 见潘伟动手

了!其他人一拥而上!打成一团(服务

员见状!赶紧报了警(警方赶到时!茶

楼已人去楼空!一片狼藉(为尽快查

明真相!淮安区检察院第一时间提前

介入侦查!引导警方调查取证!发现

多起案件均指向潘剑$潘伟兄弟(

!%#&

年
+

月下旬! 公安机关对

潘伟$潘剑及其团伙骨干成员进行抓

捕(

(

月
#$

日!江苏省检察院$江苏省

公安厅决定!对潘伟$潘剑涉嫌黑社

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予以挂牌督办(

!%%,

年以来!潘伟$潘剑兄弟纠

集多人组成黑社会团伙! 控制变拖

车及挖掘机驾驶员! 滋扰其他人正

当经营土方生意! 垄断和控制淮安

区#淮流&线车桥$泾口等乡镇的土

方市场(此外!该团伙还涉嫌寻衅滋

事$聚众斗殴$强迫交易$开设赌场

等违法犯罪活动(

!%#)

年
$

月
!#

日! 淮安区检察

院将潘伟$ 潘剑等
#+

名涉案人员以

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聚众斗殴罪$非法经营罪等多项

罪名向法院提起公诉(

!%#$

年
$

月!

淮安区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强

迫交易罪$开设赌场罪!实行数罪并

罚!判处潘伟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
,-$

万元)以聚众斗殴罪$寻

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非法拘禁罪!

实行数罪并罚!判处潘剑有期徒刑四

年零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

万

元!其他十四名被告人分别被以参加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聚众斗殴罪$寻

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等罪名判处拘

役三个月至有期徒刑四年不等(一审

判决后!潘伟$潘剑等人不服!提起上

诉(

!%.$

年
##

月
#+

日! 淮安市中级

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文中人物除潘伟"潘剑外均为

化名#

案后说法

彪形大汉" 手持凶器" 见人就

打$ 无恶不作%%提起 &黑社会'$

大家的脑海或许会立即浮现这些影

视剧里的镜头(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构成 &黑

社会性质' 的犯罪$ &暴力手段'

是四大必备要素之一) 但纵观本案$

&暴力' 特征似乎并不明显* 犯罪分

子虽然有殴打变拖司机的暴力行为$

但造成的人身伤害后果并不严重+

为了排挤竞争对手$ 他们百般阻挠

对方施工$ 对方报警后$ 他们则采

用 &游击战' 的方式$ 逃避警方打

击$ 最终逼迫对方向自己妥协) 这

种 &软暴力' 黑社会性质犯罪$ 值

得我们警惕)

虽是 &软暴力 '$ 其危害性却

不可小视) 犯罪分子通过言语, 行

为的 &软暴力' 手段$ 不断从心理

上骚扰被害人$ 造成被害人报警无

济于事$ 抵抗又力不从心$ 最终因

不堪心理折磨而只得向他们屈服$

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心理上的恐

慌" 精神上的压抑$ 降低社会安全

认可度$ 威胁社会和谐稳定)

这种 &软暴力' 犯罪手段给司

法机关依法打击带来难度) 因为暴

力特征不明显$ 对他们犯罪行为如

何定性容易产生分歧) 加之受到心

理上的威胁 $ 很多被害人不敢报

警$ 不敢作证$ 给警方的取证带来

困难)

对于此类案件$ 检察机关要提

前介入$ 引导警方侦查取证$ 以过

硬的证据锁定犯罪事实$ 有力打击

此类犯罪$ 还社会和谐安宁)

'江苏省淮安市检察院宣传教

育处处长 汪彦(

上好“互联网+社会责任”的公开课

报载$ 有一座宽容博物馆$其

主题是宽容"人权和多样性$目标

是提高和促进不同宗教"文化背景

的人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对话$并以

相互促进的方式传递下去)

博物馆馆长的名字叫盖夫特$

他曾对自己所理解的&宽容'作出

解释*&宽容不等于对任何事情都

接受$在文明社会里$应当宽容什

么$是有限度的) 我们不会宽容别

人-践踏他人的人权和尊严.$在坚

持权利, 尊严和自由的国家里$这

是不能接受的) '

也就是说$任何宽容都是有限

度的$宽容不是纵容) 在这个价值

多元,技术创新层出不穷的高度现

代化社会$我们已经对许多新事物

见怪不怪$包容信任了)这倒是一个

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也要有个前提$

就是不能触碰公众底线$ 不能伤害

善良人们的共识) 你总不能对电商

售假视而不见吧$ 总不能眼睁睁默

许网游手游让未成年人上瘾吧$总

不能因为一句 &技术本身是无罪

的'$就&伙同'搜索技术提供商为

淫秽色情传播推波助澜吧%%总

之$你不能让&贵圈真乱'的流言$

直接溃疡到你的朋友圈吧)

我们允许犯错$宽容对待犯错$

那也是有前提的$ 它建立在正确路

径尚且未知$ 探索过程中无论如何

都无法避免犯错的基础之上) 如果

一件事情$ 是非黑白标准已经清清

楚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早就成

为常识$甚至有法律规范明确规定$

这种情况下谈&宽容'就毫无意义)

把血友病吧以及其他病种贴吧

卖给资质未经认证, 甚至是非法经

营的机构和个人$ 后果极可能就是

谋财害命)对于这一点$百度管理层

应不至于那么天真无知) 可仍然对

这类彻头彻尾的错误放任自流$实

乃大错特错$为公众所不能容忍)

&贴吧门'事件发生一周后$百

度
/01

李彦宏的首次公开回应$寥

寥数语$实在有些令人失望) 尽管

百度的公关团队已经拿出了详尽

的解决方案$但我觉得$在一场&危

机公关 '中 $真正 &把危机变成机

遇 ,把坏事变成好事 '的 &关键先

生'$应该是一家企业的
/01

)

我们常常用 &影响力大了$责

任也就大了'劝勉人气逐渐上升的

影视圈名人) 一定要坚守本心$其

实用在互联网时代的企业老总身

上$更加贴切) 他们的一举一动$甚

至吹口气$都能扇动大洋彼岸另一

只蝴蝶的翅膀)

前几日&微信公开课
234

'的内

测功能连接被泄露之后$不少网友

点击这个访问速度特别慢的链接$

相信谣言$手忙脚乱地修改微信密

码$ 将银行卡之内的资金进行转

移$一副鸡飞狗跳的局面$不是已

经无需验证地表明了一根手指划

动一下$都会在你我周围产生多么

深刻的影响吗/

对于一家有影响力的企业$对

于一位业界有影响力的大船掌舵

人来说$如何合理用好自己的影响

力价值$如何带领企业守好平台运

营的规矩$ 在不逾矩的原则下$为

普罗大众多着想$为当下中国的健

康发展多考虑$才是这些&关键少

数'日常命题中的应有之义) 我们

每个人$都该好好上一堂&互联网
5

社会责任'的公开课)

!

王 地

潘伟)潘剑等
!"

名涉案人员受审现场

安徽含山梁立旗*!心眼" 一文让我

想起同学韦某#他聪明能干#工作两年就

被提拔为财务副科长$ 后因模仿主任笔

迹私报医疗款#贪了
!%

多万元#最终被判

了十年$人啊#真得长点自省的%心眼&$

#$

*自省的%心眼&确实很重要$

河南孟州张颖*读罢%新拍案&的!结

婚随礼 "# 真真感觉到 %心意比礼金重

要&$如果%全然不顾及自己的身体承受

的极限&#怎能%神游物外&#轻松生活'

#$

*是的#金钱易攒#真心难得$

江苏泗洪吴伟*读了!拨云见日#股权

%落定&"#才知道检察院不光公诉(反贪等

职责#还有民行部门#其职责是依法对法

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及行政审判活动实行

法律监督#让我对检察院有了新的认识$

#$

*能让您有新认识是我们的荣幸)

'明镜周刊
%%

群号*

&&'!(')*+

(

放下算计
女儿离婚后!邹某与前亲家顿某发生

经济纠纷! 于是带着朋友去找顿某理论!

打斗中邹某被顿某用刀捅伤(

#

月
$

日上午
,

时许!湖北省荆州市

公安县公安局斗湖堤镇派出所接到群众

报警求助!称斗湖堤镇某小区院内有人被

捅伤(该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将伤者送

往医院治疗(

后经调查! 民警将涉案人员顿某控

制(原来!顿某与被害人邹某以前是儿女

亲家关系!当日上午
,

时!邹某因儿女离

婚时发生了经济纠纷!便开车带着朋友到

该小区里找到顿某进行理论(

两人情绪激动! 双方发生争吵并打

斗!顿某用刀将邹某捅伤(经法医鉴定!邹

某为轻伤二级(

经讯问!顿某对涉嫌故意伤害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顿某已被批准逮捕(

摘自
!

月
!,

日+江汉商报,

&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

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 几乎张口就能说出

来$ 它不过是告诫世人应该珍惜彼此的相

遇$珍惜在一起的缘分)但缘也有深浅$顿

某与邹某的儿女能够相遇相识相爱并步入

婚姻殿堂$他们定是有缘的$但他们最终选

择结束这段婚姻$ 或许是他们的缘分没那

么深$不足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小两口选择分开$但家人却要理论经

济账$不想吃经济亏$但这账究竟要怎么

算应该怎么算$我们这些外人根本没有置

喙的权利$因为这东西估计他们自己也算

不清楚)

原来的亲家$如今却大打出手$导致了

涉嫌刑事犯罪的结果$ 不知道他们现在各

自心中作何想法)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家

人,族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都想为自

己人争取更多的利益$获得更牢固的保障$

所以我们心里会算计$&我给了你百分之

百$你也要给我百分之百)'但我们又想过

没有$常常我们给人家百分之十$但人家却

给了我们百分之百/ 也常常别人给了我们

百分之十$但我们会给人百分之百呢/世界

上的很多事$哪能分得那么清楚/

既然分不清$我们为何不放过别人$也

放过自己/当我们在与人计较时$又有几个

人的心里能做到水波不惊涟漪不起/ 当初

我们的付出都是自己的选择$ 与那个人共

度的时光也是自己甘愿的停留$ 所以我们

有何理由去抱怨$一切不过是随心罢了)人

生有时需要愿赌服输的心境$ 那样我们才

能更容易放下$ 也能更好更迅速地开始新

的生活)

邹某也是为女儿鸣不平$觉得自己孩

子受了委屈$当父亲的怎能不出头)争取

更多的经济利益是一种爱女儿的方式$但

带人去理论后被打伤$孩子看着受伤的自

己$想必心里更堵了)但引导孩子开始一

段比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更快乐的生活

也是一种方式$一个人快乐了他就不会孤

单$那他眼中的世界就是美好的$一个眼

中满是美好的人岂会与幸福擦肩而过/

人的一生$时光有限$不是在做这件

事就是在做那件事$不同的选择会有不一

样的你我)

'本期坐堂 操余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