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童被扎成轻伤二级
12月2日下午，杨彩霞被法警带入法

庭，她身材矮小，身高约1.5米，身穿紫色
棉袄， 看上去要比同龄人大一些。 一进
门，杨彩霞便哭了起来。而作为被害人代
理人出庭的小晨父亲张先生看到杨彩
霞，表情顿时严肃起来。

据了解，杨彩霞是山西人，具有初中
文化程度。 2014年经人介绍来到北京成
为张先生家的保姆， 主要的工作就是照
顾小晨的起居。 张先生家每个月给杨彩
霞2800元工资并包吃包住。 在来北京之
前，杨彩霞一直在老家务农，只有29岁的
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有一个10岁的
女儿和一个5岁的儿子。 据检察机关指
控，2015年7月31日下午， 杨彩霞因小晨
哭闹心生不满， 先在家中将一根断了的
缝衣针扎入小晨右侧臀部内， 随后又在
楼道中将另一根断了的缝衣针扎入小晨
左侧臀部内，致小晨双侧臀部异物存留，
经鉴定属轻伤二级。

称嫌工资少而报复
法庭上，杨彩霞认可检方指控。谈到

原因，杨彩霞称，嫌雇主给的工资少，并
曾为此与小晨的父亲张先生产生矛盾，
所以才用针扎小晨出气。

听到杨彩霞的说法， 张先生非常不
满。“你到现在了还在撒谎！钱的问题我从
来不沾手， 我什么时候跟你谈过工资，工
资是谁给你发的？你怎么可能因为工资跟
我发生矛盾？ ”张先生气愤地大声说。 对
此，杨彩霞承认平日里是小晨的母亲给她
发工资。 张先生则表示，杨彩霞自称因为
工资少产生报复心理的说法，是她为了减
轻罪责的一种借口。

据了解，在被警方抓获后，杨彩霞对

于针扎小晨的原因， 曾供述了两种不同
版本。最初她称，因小晨当天特别淘气且
哭闹不止，而自己心情也不太好，因此针
扎小晨解气。此后，她又改称是因小晨父
母给其开的工资为每月2800元 ， 低于
3000元的市价， 故其产生报复心理。 不
过， 当被预审问到是否就涨工资一事与
小晨父母交流过时， 杨彩霞又表示自己
未提过此事。

断缝衣针系事先准备
据杨彩霞当庭供称， 扎小晨的两根

断缝衣针是她事先准备的。 “我之前缝衣
服的时候，弄断了缝衣针，于是就把断的
针放在针线盒里保存着。 ”当被法官问及
是否对用针扎小晨一事早有预谋时，杨
彩霞点头承认。 此外，杨彩霞说，她之所
以将两根断针完全扎入小晨体内， 是因
为她认为“这样从外表上可能看不出来，
如果用针一下一下扎，可能会有针眼，有
可能会被发现”。

张先生在法庭上表示， 杨彩霞在针
扎小晨后的第二天就不辞而别。 由于小
晨当时只有3岁，无法用语言完整表达事
情的经过， 因此他是小晨被扎两天后才
发现的。为了取出存留在小晨体内的针，
全家人带小晨去了4家医院。 杨彩霞回应
称，事后她曾经给张先生打电话想坦白，

但因为害怕却没敢讲出真相。听到这里，
张先生生气地质问：“你什么时候给我打
的电话？我手机上为什么没有任何记录？
我就想知道你到底为什么扎孩子， 因为
什么原因？ ”面对张先生一连串的提问，
杨彩霞没有正面回答，只是不断道歉，连
声说对不起， 并称自己不应该对小晨实
施报复。 2015年8月7日，张先生向警方报
案。 8月23日，杨彩霞被民警抓获。

法庭进入最后陈述阶段时， 杨彩霞
哽咽地说：“我愿意认罪， 我不应该把怨
气发在一个幼小的孩子身上， 给他的身
体和心灵造成伤害。 我希望通过我受到
的处罚，来弥补对孩子犯下的错。 ”

据了解 ，在开庭前 ，杨彩霞与小晨
的父母达成民事调解协议，一次性赔偿
小晨医药费等2.1万余元。 但小晨的父
母表示对于杨彩霞的这种行为不予谅
解。 检方认为，杨彩霞故意伤害他人身
体 ，致人轻伤二级 ，应当以故意伤害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 而且杨彩霞所施害
的对象是未成年人，因此建议法庭从重
对其进行处罚。

法院审理后认为， 杨彩霞具有坦白
的情节， 同时赔偿了小晨2.1万余元，这
些都是从轻判罚的因素， 但是杨彩霞伤
害的是未成年人，要对她从重处罚，综合
考虑，判处她有期徒刑1年。

从小晨体内取出的两根断针

保姆杨彩霞法庭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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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嫌疑人落网， 给南京玄武警方带
来南京贩毒圈“大姐大”消息。 警方追踪
近千公里， 将该女毒枭控制的贩毒网络
一举摧毁，当场缴获冰毒 6 公斤。 期间，
警方又意外将另一贩毒窝点端掉， 当场
缴获冰毒 1 公斤。

“网逃”落网检举女毒枭
今年 9 月的一天， 南京玄武警方抓

获一名“网上追逃人员”樊某。 经审讯，樊
某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线索。 他表示，自己
在逃亡过程中认识一名外号“红玫瑰”的
女子，并从此人处拿到自己急需的毒品，
并称“红玫瑰”可谓南京贩毒圈里的“大
姐大”，拥有众多下线，。

南京玄武公安分局禁毒大队大队长
牛瑞龙介绍，“红玫瑰” 在南京贩毒圈内
名气很大，发货量大，狡猾，经常能完事
后全身而退。

精心设伏缴获 6 公斤冰毒
获知这一线索， 玄武禁毒大队组织

专案警力对“红玫瑰”展开调查。 经调查，
办案民警基本摸清“红玫瑰”的上线在广
东东莞，其有专门马仔前往东莞交易。 然
而 10 月中旬，“红玫瑰” 突然偃旗息鼓。
原来“红玫瑰”在东莞的上线“虎哥”因藏
毒被抓。 然而，这并不表示“红玫瑰”会就
此停手。办案民警发现，10 月下旬，“红玫
瑰”和广东的联系又频繁起来。 在东莞警
方协助下，办案民警得知，“虎哥”即将重
获自由，而他们已经准备大干一场。

11 月 10 日，办案民警得到线索，“虎
哥”已经组织了大批毒品，将亲自开车送
到南京。 在蹲守数小时后， 警方发现了
“虎哥”驾驶的一辆白色科鲁兹轿车。 办
案民警未惊动“虎哥”，而是一路悄悄跟

踪。 与此同时， 留守南京的民警已经在
“红玫瑰”的暂住地点预先设伏。 11 月 11
日上午，“虎哥”抵达南京，进入警方伏击
圈。 多辆警车将其车子逼停，车内四人束
手就擒，警方缴获 6 公斤冰毒。 而车上人
员中，有一人正是“红玫瑰”派往东莞接
货的马仔。 随后，很快便将“红玫瑰”及其
他马仔和下线等多人抓获。

下线转投“大哥大”栽了
在此过程中，“红玫瑰” 的一名重要

下线高某进入了警方视线。 “此人平时从
‘红玫瑰’处拿货。 办案民警介绍，“红玫
瑰”被抓后，高某并未消停，而是攀上另
一名毒贩林某。 牛瑞龙说，“林某在南京
的贩毒圈里和‘红玫瑰’是同级别的 ，他
们一个是 ‘大姐大 ’， 一个则是 ‘大哥
大’。 ”林某此前一直从武汉的一个上家
处拿货，但最近两人却闹翻了。 高某正在
为“红玫瑰”被抓，自己断了货源而犯愁，
得知“大哥大”的境遇后，便立即贴了过
去。 他告诉林某， 自己认识一名女子王
某，能从武汉拿到“货”。 双方当即一拍即
合。 很快，高某介绍的女毒贩王某和林某
见面， 双方约定， 由王某去武汉组织货
源，林某准备资金，交易随时可以展开。

11 月 20 日，办案民警得到线索，王某
已经组织一批毒品， 让人带回南京和林某
交易，而她自己却不回南京。 为此，民警在
武汉方向来的长途班车必经路线上守候。
当晚 11 点左右，民警在一嫌疑车内查获冰
毒 1 千克。 经过现场突审，据嫌疑人交代，
其就是王某派往南京的送货人。 玄武警方
立即组织警力对林某、高某等人实施抓捕，
以林某为首的贩毒网络就此被警方击破。

目前， 林某等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
拘留 （扬晚）

一人落网牵出两毒枭
南京警方追踪近千公里连续捣毁两大贩毒

团伙，缴冰毒7公斤

北京一29岁保姆法庭受审时称“嫌雇主给的工资少”

将两根断针扎入男童体内
29 岁的保姆杨彩霞， 因孩

子哭闹心生不满，将一长一短两
根断了的缝衣针整体扎入孩子
臀部。 12 月 2 日下午，杨彩霞在
北京石景山法院受审，法院经过
审理后， 当庭做出一审判决，以
故意伤害罪判处杨彩霞有期徒
刑 1 年。

对话
孩子一直喊“屁屁扎扎”
记者： 怎么发现孩子体内有针

的？
张先生：2015 年 7 月 31 日 ，杨

彩霞将针扎入小晨体内后， 便不告
而别。 当时小晨刚刚 3 岁，他还无法
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愿， 只是不停地
跟我说“爸爸，屁屁扎扎。 ”我于是去
检查小晨的臀部，并发现有红点。 我
最初以为是被蚊子叮咬，就没在意。
但是后来，小晨不停喊扎，我仔细触
摸后，发现小晨的臀部有突起。 8 月
2 日， 全家人带小晨去医院检查，才
确定小晨体内有针。

记者：针是怎么取出来的？
张先生：针扎入体内后，会随着

肌肉群不断游走，为了取出小晨体内
的针，我们带着孩子辗转去了 4 家医
院。 医生还说，如果针刺到幼儿神经，
有可能造成幼儿残疾，如果针扎入大
动脉，还有可能会顺着血液流入心脏，
导致幼儿死亡，所以说这种后果是难
以估量的。 我们问了很多医生，最后
不得不给小晨做了全麻手术，现在小
晨臀部的伤疤长达 8 厘米。

法院建议
家长要履行好监护责任
12 月 2 日下午， 石景山法院在

庭后召开 “涉儿童权益和安全保护
案件”通报会。

法院指出，近年来，儿童权益受
侵害案件频出， 引发民众对儿童权
利和安全的极大关注和持续讨论 。
法院对 3 年来所受理的 180 件涉儿
童权益民事、 刑事案件进行梳理和
调研后发现， 儿童人身权益遭受侵
害现象严重， 仅有极少数案件以侵
害儿童财产权益为直接和首要目
的。 同时，这些案件呈现出性侵害犯
罪案件比例畸高等特点。

法院建议， 家长要重视家庭教
育，强化监护责任 ；建议有关部门 、
公益组织和机构开办 “家长课堂”、
“家长学校”， 改善家长的教育方式
和技能。 （京华）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海口华升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山东电缆厂海南供销
公司诉被告陕西建工集团总公司海南公
司、 陕西建工集团总公司及第三人海口华
升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增加诉

讼请求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提示书、诚信诉
讼提示书、 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
日内。 本院定于2016年3月16日上午9：00在
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请按时
出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0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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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10 只鸟卖了千余元

如果没有这场意外， 今年 21 岁的
闫亮还有半年就可以从电子自动化专
业毕业， 但这一切却被 16 只鸟彻底改
变了。

2014 年 7 月，闫亮在河南辉县市高
庄乡土楼村的家里过暑假。 7 月 14 日那
天，他跟朋友王凯发现在自家大门外有
一个鸟窝，于是两人搬梯子爬上去把鸟
窝给掏了。 两人从里面掏了 12 只还没
褪胎毛的小鸟。

对于售卖这些鸟的价钱，闫亮后来
对法庭供述，他与王凯以 150 元的价格
在辉县市的李时珍像处卖给贠某燕隼 1
只，以 800 元的价格卖到郑州市 7 只燕
隼，他还独自以 280 元的价格卖到洛阳
市 2 只燕隼。 2014 年 7 月 27 日，他和王
凯又以同样的方式掏了 4 只幼隼。

根据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
中心的鉴定书证明，2014 年 7 月 31 日辉
县市森林公安局送检的 5 只涉案鸟类鉴
定意见分别为燕隼 2 只、 隼形目隼科的
动物 2 只， 凤头鹰 1 只；2014 年 7 月 31
日辉县市森林公安局送检的在贠某家扣
押涉案鸟类 1 只，鉴定意见为燕隼 1 只；
上述鸟类均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判决
终审获刑10 年半

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闫亮、 王凯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明
知是国家保护动物，而非法猎捕、出售
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罪。 贠某、闫亮违反野生动物保护
法规， 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辉县市人民法院一审以闫亮犯非
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
期徒刑 10 年 ， 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
元；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 元；数罪并罚，合并刑期有期徒刑
11 年，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10 年零 6 个
月，罚金 1 万元。

王凯犯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罪，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 5000 元。

购买鸟的贠某犯非法收购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罪， 判处有期徒刑 1 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 5000 元。

闫亮、王凯不服提起上诉 ，他们认
为他们并不明知猎捕的隼是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买鸟的贠某也认为自己不明
知购买的燕隼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河

南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贠某
在百度贴吧上看到闫亮发布出售燕隼
的信息后，主动加闫亮的 QQ 号码与其
联系，商谈燕隼价格、交易地点等情况，
这与闫亮供述的情节相一致，足以认定
贠某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燕隼是国家
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情况
下而非法购买。 闫亮以及王凯的供述能
够与闫亮本人发布的买卖燕隼的相关
信息以及贠某供述内容予以印证。 对此
意见，法院不予采信。

律师
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记者查询发现， 根据刑法的规定，
非法猎捕、 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
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情
节特别严重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此，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韩骁认
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
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非法猎捕、 收购、运
输 、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 ，其中
“隼类”“情节严重” 的标准是 6 只，“情
节特别严重”的标准是 10 只。 本案中涉
案隼类已超过 10 只， 属于情节特别严
重，应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北青)

倒卖12只猕猴赚差价
重庆一男子获刑10年

河南一大学生抓捕售卖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掏鸟16只被判刑10年半
2014 年暑假，河南一大学生闫亮（化名）发现自家大门外的

树上有个鸟窝，便和朋友王凯（化名）架个梯子将鸟窝“掏了”，
里面一共掏出 12 只雏鸟。 闫亮养了一段时间后把这些鸟给卖
了，之后他们又掏了另一个鸟窝，这次抓到 4 只。 结果这 16 只
鸟，让两人惹来了牢狱之灾。 按闫亮的说法，直到森林公安抓了
自己，他才知道那些白色胎毛还没褪净的小鸟，竟然是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燕隼。 今年 8 月，闫亮和王凯分别因犯非法收购、猎
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等，被判刑 10 年半和 10 年。

10年有期徒刑量刑太重？
当地检察院回应称不算重判

本月初，一则题为“河南大学生抓
16 只鸟被判刑 10 年”新闻引发了不小
的争议，有人质疑量刑太重，有人表示
认同“保护珍稀动物人人有责”。

河南省辉县市检察院 12 月 2 日
对此回应称，10 年不算重判。负责办理
此案的检察官称，被告人闫某是“河南
鹰猎兴趣交流群”的一员，曾网上非法
收购 1 只凤头鹰转手出售； 被告人在

网上兜售时特意标注信息为 “阿穆尔
隼”；被告人王某家是养鸽子的。

该检察官称，捕猎、收购、倒卖“一
条龙”，闫某犯罪行为实施了不止一次，
上述种种行为足以证明其主观明知。

有法律界人士认为， 从法律的角
度来说，闫某情节是属于特别严重的。
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判决书认为 ，
“被告人闫某在判决宣告以前犯有数

罪，应予数罪并罚。 ”
事实上， 近年来类似的新闻已多

次见诸报端， 譬如河南耍猴艺人被判
刑、常州一男子抓百只青蛙被起诉、温
州一民工抓 300 只麻雀被刑拘等。 那
么，何以引发公众广泛关注呢？

资深律师、 河南华浩律师事务所
李华阳认为， 主要还是公众的惯性思
维在作怪，国家应当加大普法的力度，
公民也应当知法懂法、依法办事。 也有
动物保护协会建议， 应当普及一些打
破公众惯性思维的保护动物常识 ，告
知他们身边有些动物动不得。

(中新)

闫 亮
今 年 21 岁 ，
大学还没毕业

闫亮在家门掏的雏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

案情
倒卖猕猴途中被查

去年 6月 17 日，京昆高速棋盘关收
费站，一辆轿车被民警拦下。 掀开后备
厢，民警惊呆了：狭小的后备厢内放有 4
个铁笼，12 只活生生的猕猴正在凄惨地
叫着。

车上的嫌疑人葛蓉交代，她在绵阳
一家茶楼打工时，听朋友说起河南那边
有人高价收购野生猕猴。 随后，她和搭
档汤正一道，从凉山州低价收购野生猕
猴，赚取差价。 去年 6 月初，葛蓉与汤正
在攀枝花市见到了他们的上家倪海。 几
天后，倪海让人从凉山州冕宁县一山中
捕获 12 只猕猴。

6 月 16 日，葛蓉、倪海两人在乐山
市夹江县交易。 12 只猕猴共支付倪海 2
万元。 货到手后，葛蓉和汤正迅速驾车
前往河南。

葛蓉两人被警方挡获时，河南新野
县一猕猴养殖场的老板徐非正在等待
接应。

去年 3 月，得知徐非想高价收购猕
猴后，葛蓉和汤正专门前往河南新野县

同他碰面。 “见面地点是在徐非的养殖
场中，徐非明确提出要 3 到 9 斤的小猕
猴，要求不要有伤残，商议的价格为每
只 3000 元。 ”承办该案的检察官李双宝
说，当时，徐非还要求葛蓉等人要拿到
猕猴运输、出售的合法手续，避免风险。

“那边订购， 葛蓉就联系四川这边
的人进山抓猴。 ”李双宝说，河南的徐非
并非如他们所说，买猴是为了驯养起来
表扬猴戏。 葛蓉他们根本没管是不是野
生猕猴，有无合法手续，就偷偷运往河
南新野。 之后，在葛蓉的举报下，倪海被
警方挡获。

质疑
冒充繁殖猴卖进实验室？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猕猴，被送到河

南驯养表演猴戏？ 对此，多位专业人士
称这一说法并不靠谱，“很可能是高价
卖进实验室试药。 ”

《中国国家地理》 摄影师马宏杰曾
用 12 年深入调查河南耍猴人， 最终出
版《最后的耍猴人》一书。 他告诉记者，
猴戏有几百年的历史，河南新野县的猕
猴也有几百年的繁殖历史。 一般来说，
用于表演猴戏的猕猴不用野生猕猴，而
是用从小养大的繁殖猴。

“我调查过， 新野县一个大的养殖
场，一年能繁殖出 200 只猕猴。 ”马宏杰
对记者说，大量景区、科研实验室都需
要猕猴，供不应求，新野县有几家养殖
场专门偷偷收购野生猕猴，然后冒充繁
殖猴销往科研实验室。

河南猕猴养殖艺术协会会长张俊
然记者介绍，“在新野县，现在每个月都
要查一次，都是一只只清点，多一只少
一只都要要作出明确解释。 ”张俊然对
记者说，遇到有时候，甚至要比对猕猴
的 DNA，加上有“一猴一证”的要求，正
规的猕猴养殖场根本不敢从外地购买
野生猕猴。

判决
判处有期徒刑 10年

11 月 25 日， 广元旺苍县人民法院
已正式宣判此案， 倪海因犯非法收购、
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依
法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 并处罚金人民
币 5 万元。 葛蓉、汤正两人正在另案审
理之中。 （华都）

以以案案说说法法··保保护护野野生生动动物物

听 说 河 南
新 野 有 养 殖 场
老板急需猕猴，
重 庆 籍 男 子 倪
海 从 上 家 手 中
买来 12 只猕猴
后，试图转卖赚
取差价。

记者11月26
日从四川省检察
院获悉， 由四川
省首个生态环境
资源检察科提起
公诉的一宗 “猕
猴案” 在广元宣
判。 倪海因犯非
法收购、运输、出
售珍贵、 濒危野
生动物罪， 被依
法判处有期徒刑
10年， 并处罚金
人民币5万元。

被解救的猕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