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5 月 18 日电（记者陈菲）记
者 18 日从最高检获悉，经过三次补查和周密
审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 24 年前一起凶杀悬
案的犯罪嫌疑人周涛作出核准追诉的决定。
日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
判决，裁定被告人周涛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据介绍，1993 年 9 月 20 日，在四川省什邡
市收货款的南充市苍溪县塑编厂供销科长熊
某某在什邡宾馆被人杀害，与被害人同住一
屋的旅客华某某去向不明。公安机关调查发
现，华某某身份系被他人冒用，初步排除了华
某某的作案嫌疑。但苦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
侦查能力，案件当年未被侦破。

2014年2月25日，什邡市公安机关在清理
命案积案时，通过 DNA 数据库和指纹库的比
对，锁定周涛是杀害熊某某的犯罪嫌疑人。同
年，12 月 22 日，公安机关将周涛抓获，并于 12
月 29 日对周涛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刑事拘留。

2015年1月28日，什邡市公安局以周涛的行为
涉嫌抢劫罪，报请检察机关核准追诉。

由于抢劫杀人的嫌犯反侦查能力很强，
警方历经 21 年才将其抓获，全案直接证据只
有犯罪嫌疑人翻供前的口供，锁定犯罪嫌疑
人的关键物证的合法性存疑。作案工具又去
向不明，未见尸检报告，全案证据链没有完全
闭合，是否核准追诉存在认识分歧。

按照核准追诉案件有关法律规定，四川省人
民检察院将该案报请最高检审查是否核准追诉。

2015 年 12 月，最高检侦查监督厅受理周
涛抢劫追诉案后，承办人发现该案证据存在
诸多疑点，遂先后三次向公安机关提出补充
完善证据的要求。

“经过三次补充完善证据，全案证据环环
相扣，互相印证，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
够得出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的结论，周涛的
行为已经涉嫌犯罪且符合核准追诉的条件，
应予追诉，遂将案件提请最高检检委会审

议。”侦查监督厅副厅长、时任审查逮捕一处
处长的韩晓峰介绍说。

2016 年 1 月 18 日，最高检经检察委员会
讨论决定对涉嫌抢劫杀人的犯罪嫌疑人周涛
予以核准追诉。

据介绍，在办理周涛抢劫追诉案过程中，
最高检没有因为历史原因导致的证据缺失和
证据瑕疵而降低证据标准，始终坚持“犯罪事
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在
直接证据仅有口供且存在翻供的情况下，坚
持以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作为审查判断运
用证据的标准，积极引导公安机关收集补充
大量证据完善证据链，坚决排除非法证据，贯
彻证据裁判原则认定案件事实。

在确认口供合法性的基础上，通过强化
对客观性证据的审查运用，承办检察官梳理
出口供与其他证据间的印证点 27 处，其中大
部分为案件的关键情节，如：被害人的职业、
死前的尸体位置和状态、案发现场的位置和

环境等等。特别是周涛基于谋财而抢劫杀人
的隐蔽性动机，公安机关事先并不掌握，承办
检察官根据这一供述进一步确定了主观性证
据的证明力。经过对全案证据审查和分析，
最终以客观性证据为基石，对案件事实进行
了清晰而精准的还原。

“核准追诉是法律规定只能由最高检行
使的一项独特法律制度，是一项特殊法律职
权。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核准追
诉案件历时久远、社会关注度高、工作难度
大，是否具有法治精神和担当精神，是否忠诚
履责和敬业专业，是做好这项工作的基本前
提。”侦查监督厅厅长黄河说。

2016 年 12 月 19 日，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以犯抢劫罪判处周涛
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周涛提出上
诉。2017 年 3 月 20 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作出终审判决，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驳回周涛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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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我的习惯，多少年来，一有
空就读读，书中的智慧，书中的知识，
总能滋润干涸的思想，释然心中的困
惑。

拿到一本书，散着墨香的封面，唤
起读书的渴望，想一下子读完这本书，
了然书中的内容，读出作者的心意。
然而，翻开书，看不了几页，我便有疲
惫的感觉，不是书的内容不够精彩，也
不是我的毅力不够坚强。只是疲惫袭
击我的心灵，心也跟着浮躁起来，略略
看过书目，读读序言，似乎对这本书便
有了一定的了解，于是，干脆放下这本
书了。对前来的朋友信心满满地说，
我读过这本书了。

夜深人静，我再次拿起《平凡的世

界》，曾经给我震撼的激情没了，留下
的只是孙少平模糊的影子，他鲜活的
影响没有老去，猛然间，我问自己：老
了吗？心里回答：老了老了，不过，书
没老。一问一答，说出我的实情，书是
无边的海，永远也不会老，老去了时
光，老去了心灵，书却依然闪着金光。

现在，看书的人少，书却越出越多，
更多的书成了摆设。而我呢，在浩如
烟海的书里，真正走进一本书的世界
的时间不多，拿到一本书，新鲜只是一
时，一时的兴奋，大略看看，便没有细
读，碎片化的时间让我无法沉下心来
与书相对，夜深人静的时候，心也变得
疲惫。是的，生命不常青，岁月不等
人。岁月老去，我也跟着老了。不过，

我相信，书没老，依然在那里等着我去
品尝。

书随着时光流逝，会黄了页面，会
脏了纸面，有人称为老书，但老去的是
外表，书的内容还在，作者想在表达的
思想灵魂还在。捧起一本书，我就可
以与书对话，自己内心的感受，却是无
法与人分享。一本书，不同的人读起
来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心情，不同的
时代的领悟不一样，书还是那本，闪着
青春的智慧，却给我更多的思考，这正
是书的魅力所在。

时光会让一个人老去，但一本书绝
不会在时光中老去。所以，我们保持
一股向上的心态，积极读书，让智慧之
光在心灵中闪烁。

人老书不老人老书不老
□张培胜

青藤
□马 刚

卸下全身的彩色
哪怕再华丽如金色的葵花
静下来，在冬的怀抱里
将欲望倒转
不要惧怕轮回，把梦藏在雪中
让苦难化作滋养的泥土
来年不作花树
参天和炫耀的生活
丢失了悠远的乐趣
看一眼古堡的青藤吧
缠绕了多少年的岁月
满野的花树
都以接近她的刻度为荣

我经常听到有人说，“我是一个完美
主义者”。在现实生活当中，就在我的周
围，的确有几位近乎完美主义者的朋友。
这些朋友在交友与做事方面，几近苛刻。
比如，装修房子，要做得井井有条，一丝不
苟。比如做菜，也讲究原料火候之类，甚
至穿衣戴帽也毫不马虎，有的，甚至将自
己的头发也梳得光光溜溜，一丝不乱。如
此，我常听到有人烦心地说，我看不惯某
某某的某某毛病。

我就有这样一个朋友，一直与他交往
得很好。于是，我周围的朋友就很惊讶，问
我，你怎么能和他成为朋友呢？他那么抠，
那么吝啬。我说，如果去掉他这两个缺点，
他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人了。的确，眼光只
要不单盯在这两点上，彼此的相处就会很
愉快。虽说自己多破费一点点，然而人生
在世，图的不就是一个顺心愉快吗？

或者是岁月之风历练了我，我始终认
为与人交往，首先就要有一种宽容之心，要
求同存异，万不可求全责备。佛家还讲“求
缺”，实际上讲的是做人的境界。当然，求
缺并不意味着宽容所有的一切，比如不义、
不孝，谎言满口，就不在宽容之列。所以，
求全责备不如不求全责备的好。

小卉上了高铁列车，找到自己的座
位后，便立即给天真发了一条微信，告诉
他即将到达镇江。然后，就猜想着天真
会有怎样的惊喜。

小卉和天真是通过微信结识的，聊
了两年，非常有共同语言，并且天真还和
这个山里女孩做了两年微商，他将小卉
家乡的猕猴桃和板栗卖了几千斤，小卉
早就想专程去感谢他，但天真总说忙，没
时间。

去年秋，天真又帮小卉接了一笔大
单，库存全部卖完了，过完春节，没什么
事。小卉就想去见见天真。她带上自己
去年留存的红心猕猴桃，准备让天真尝
尝，并看看能否开拓一下市场。于是，她
不顾家人的劝阻和担心，一个人从大别
山中的山区小镇，坐上了北上的高铁。

不一会, 小卉看到了天真的回复：非常抱歉，不能接站，
你到了以后再联系。

小卉没去过镇江，但小卉看过电影《白蛇传》，“水漫金山
寺”的故事她知道。小卉说：我到了金山寺打你电话吧。

天真又告诉她：行，你打的和驾驶员一说都知道。小卉
又问：那怎么知道是你？

天真回她：穿黑色夹克，白色运动鞋，手里拿一支红玫瑰
吧。

小卉也告诉他，自己穿的是粉红色运动衣，拿一盒“大别
山猕猴桃”。

小卉走出高铁站，就从出口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金山
寺。出租车师博很热情，在车上向她介绍着镇江好玩的、好
看的、好吃的。

不一会儿，小卉就看到了金山寺塔和塔前的湖光山色。
小卉无心多看，就在人群中寻找起穿夹克和白色运动鞋

的男人。但一眼看去，却有许多这样的男人在她眼前穿梭。
正当小卉有点着急时，一个个头不高的中年男人，一手拄着
一根拐杖，一手拿着一支红玫瑰，走到了她的身边。

小卉愣了一下，她心里没有想到自己要见的是这样一个
男人。就在小卉不知所措时，男人已从她手里接过猕猴桃
说：“走吧，你还没吃饭吧，我们去吃点东西。”

小卉就随着一瘸一拐的男人，走进了一家小饭馆。
在吃饭时，这个叫天真的男人告诉她，自己原是一家外

企的主管，因为一场车祸，让他成了残废。如今，他和年过花
甲的母亲靠卖水果为生。

小卉随便吃了几口，天真立即抢着付了钱，和吧台打了
个招呼，将猕猴桃放在饭店，说，晚上再过来。就在几名服务
员好奇的眼神和议论中离开了饭店。

天真带着小卉在金山公园里过玉带桥、看第一泉、坐听
浪亭、拜金山寺……并听他说着刘备招亲和金山寺的故事。
天真还说, 明天再带她去看白娘子公园。

第二天清晨，小卉不顾天真的挽留，直奔高铁南站。归
途中，小卉给天真发了条感谢的微信。

此后，俩人又常在微信中聊天，天真继续帮小卉卖着山
里货。

只是前不久，镇江的京江路新开了一家“大别山山货超
市”，那里原是天真的水果店。漂亮的老板娘与残疾老板的
一次城乡联姻，让“大别山山货超市”的名声在城乡之间越传
越远……

□阿 成

求
缺

□方诗生

果
实

如今炊烟在老家村子里差不多已经绝
迹，烟囱也将成为“古董”，我只有想象与回忆
了。那一年的端午节，已过去了 37 年，它在
炊烟里飘着香。

1980 年，我 11 岁。这是农历五月，布谷
鸟叫得正欢，稻田里的秧苗正青，一眼望去，
绿得似青烟。我嗅到炊烟的香味了，跑回家，
急切地想掀开蒸笼，妈妈从柴火灶前起身，轻
轻推开我的手：“傻娃子，还没蒸好，不要漏了
气。”妈妈挥挥手说，快去快去，叫你二叔过来
吃粽子。

二叔同我爸是堂兄堂弟。二叔那年 43
岁，两鬓已发白，还没结婚，村里的女人，没一
个看得上他。二叔正蜷缩在墙角，脱下破衣
衫，用指甲掐虱子，一掐就是一个，手指头上
全是血。二叔从黑屋子里摸出两颗快化了的
糖塞给我，结巴着说：“吃，吃，吃。”我说：“二
叔，到我家去过端午，吃粽子。”二叔乐得哈哈
大笑，露出满口黄牙，他抽旱烟，吧嗒吧嗒地
抽，口水流了一地，据说，这也是村里女子讨
厌他的原因。

二叔跟在我后面走，嘴里喃喃有词，不知
道他在说什么。二叔背着背篼，带上一把镰
刀，满山满坡的艾蒿在风中摇摆，二叔猫下身
去，开始割艾蒿，我在一旁等他，顺手扯下一
根艾蒿在嘴里嚼，苦，太苦了。艾蒿在我们乡
里，也叫苦蒿，艾蒿的味道，就像我童年时清
贫日子里的味道，因为对一个节日的等待太
久，对一顿肉食的眺望太久，胃里也分泌着苦
涩的汁液。

二叔背着一大背篼艾蒿往我家走去，我
发现，瘦得皮包骨头的二叔在背篼下，是那么
小小的一团儿。妈妈招呼着二叔，帮二叔放
下背篼，连声说，一家人，你还这么大的礼啊。

蒸笼已经掀开，热气腾腾，粽子用美人蕉
的叶包着，白线缠上，里面包着绿豆、红豆、核
桃。二叔麻利地剥开粽子，在嘴里大嚼，依然
流着口水。

二叔吃了几个粽子，打着饱嗝，按住肚皮
说：“这个端午吃得好，过得安逸啊!”二叔要
走了，妈说：“我说娃他二叔啊，晚上还是过来
吃夜饭。”

下午，妈妈烧了一大铁锅艾蒿水，让我和
妹妹在木盆里洗澡。妈妈说，用艾蒿水洗澡，
夏天里不会长疮。

晚上，炊烟又在瓦屋顶上飘起来了，妈在
厨房里喊我：“娃，你去喊你二叔啊。”我答应
了妈：“好，我去喊二叔。”

我来到二叔的破烂老房子，只见二叔正
在一面生了锈的镜子前梳头。二叔扭头见了
我，笑嘻嘻地问：“侄儿，你看我这个头型，可
以娶媳妇么?”我赶忙点头：“二叔，你能!”二
叔大笑，乐得在地上接连做了 20 多个俯卧
撑。让我先回去，他过后就来。

一阵狗吠声，老远就听见二叔呵斥着汪
汪叫的狗来了。我出门，看见二叔身后，一个
羞答答的女人，还穿着一件红衣服。

晚上，二叔在我家，喝醉了。喝醉了的二
叔，在我家院坝上，扭起了秧歌舞。二叔大声
宣布，他就要和这个姓崔的女人结婚了。

我二叔真有福啊，他和那个寡妇女人结
婚以后，生了一个男孩，就是我堂弟。而今，
我那 35 岁的堂弟，在一所大学中文系教书。

1980年的端午
□李 晓

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

公 告
（2016）琼 9003 民初 1325 号

陈俊深：
本院受理原告林燕婷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琼 9003 民初 1325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

二 0 一七年五月十八日

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

公 告
（2017）琼 9003 民初 120 号

陈建伟：
本院受理原告张爱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琼 9003 民初
12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海南省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二 0 一七年五月十八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16）琼 0105 民初 2945 号

海南海淳置业开发有限公司儋州分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海南永兆混凝土配送有限公司诉你、海南

丰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海南海淳置业开发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及传票。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后
的 2017 年 8 月 24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西秀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 0 一七年五月十八日

遗失声明

白沙黎族自治县公安局林远森警官证不慎遗失，警
察证号码:200921，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白沙黎族自治县公安局黄强警官证不慎遗失，证号
200751，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澄迈金江金盛发综合商行公章不慎遗失，特此声
明作废。

武汉市政协委员许方辉的“麻将政协提
案”17 日获武汉市公安局正式回复，武汉市公
安局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厘清了“麻将娱乐”
与“麻将赌博”的界限。

今年 2 月 16 日，武汉市政协委员、湖北
我们律师事务所许方辉律师向市政协第十
三届一次会议提出《关于以“法治思维”厘清

“麻将娱乐”与“麻将赌博”的界限，让武汉市
民打麻将不再提心吊胆的建议》。

5 月 17 日，武汉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对许
方辉的提案给予正式书面回复：不以营利为
目的，亲属之间进行带有财物输赢的打麻将、
玩扑克等娱乐活动，不予处罚；亲属之外的其
他人之间进行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打麻将、
玩扑克等娱乐活动，参与者不满 10 人，区分不
同情形予以裁量和处罚。其中，“对参与不满
10 人的赌博，人均赌资不满 1000 元的情形，未
做处罚的规定。” （长日） （资料图）

武汉警方回复“麻将政协提案”，厘清“麻将娱乐”与“麻将赌博”界限

不满10人不足千元属娱乐
为推广APP软件
炒作“夜宿故宫”
3人被北京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8 日电（记者卢国
强）北京警方18日通报“一女子直播夜宿故
宫”事件调查情况，据悉，此事件系当事人推
广一APP软件而策划，3人已被行政拘留。

5 月 4 日，北京警方接到故宫博物院工
作人员报案称，一名网络主播通过某平台
直播自己“躲过安保人员夜宿故宫”过程。
警方经过调查，先后将李某、周某和杨某某
查获。据交代，李某欲通过捧红周某来推
广某APP软件，在杨某某的策划下，他们于
5 月 1 日白天正常购票进入故宫并直播实
景画面，杨某某和李某假扮网友提议晚上
在故宫直播。当天晚上，三人来到顺义区
一古代皇城景区继续直播，并谎称现场是
在故宫院内，女主播躲过安保夜宿故宫。

5 月 16 日北京警方依法对杨某某行政
拘留 10 日，并处罚款 500 元；对李某行政拘
留 10 日，并处罚款 200 元；对周某行政拘留
5日（因病停止执行）。

最高检核准追诉24年前一凶杀案犯

凶手终审被判无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