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仙人”声名鹊起

1988 年出生的朱洪中专毕业后，七年时间换了多家

工作单位，到了 25 岁，索性辞职在家。在家做什么呢？

朱洪想到了自学《易经》做算命先生，专门帮人看风水、

查家事、做法事。主意打定，他将自家里一楼一个房间

布置成佛堂，供人来算命的时候烧香拜佛用。

可算命这一行很多都是“老先生”，年纪尚轻的朱洪

没有名气，也没有客源。干过销售的朱洪脑子很是活络，

觉得要把自己的名声传出去，就必须先把广告打出来。

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广告费用朱洪是

下了血本的。他找到当地一间颇有名气的寺庙，联系

了住持、和尚，通过做法会来提升自己的名气，而且法

会一做就是连续十几天的大型法会，每天要支付人员

工资、场地费等费用约 1 万元，一场大型法会下来要花

费十几万元。

广告投入效果很是明显，朱洪结识了当地很多老

板，成为了老板们的座上宾，经常被请去帮忙看风水。

几次法会也让诸多香客认识了他，其“小仙人”的名号也

逐渐传播开来，很多人请他在家做法事。当地开始流传

某某村有个“小仙人”，年纪虽轻，能量却很大，能撑得起

大型法会，查家事、看风水样样在行，十分灵验。

十里八乡的香客慢慢找上门来，朱洪的生意越来越

红火，一年进账十余万元不成问题。

设计骗老板

2015 年，朱洪经历了结婚、买房等人生大事，花了不

少钱，还向他人借了 340 多万元，加上每个月要还房贷，

生活压力大了不少。朱洪动起了歪脑筋。

2016 年 4 月，朱洪和几个老板一起吃饭，席间朱洪

似无意间提起，自己最近跟某上市公司老总在合伙做生
意，利润空间很大。一位张老板问“是什么生意能有这
么大利润呀”，朱洪随即介绍起生意来，拍着胸脯保证这
桩生意是稳赚不赔，“这个上市公司老总有关系，可以在

司法拍卖中低价拍到厂房，他出 2000 多万元，我出 1700

多万元，拍卖好后等两个月再高价出手，百分百赚，100

万元进去两个月后就能轻松赚 30 万元，但我现在手头有

点紧，凑不出这么多钱，看在平时跟你们几个关系比较

好，带着你们一起赚这钱。”

几个老板都有些犹豫，不敢马上表态。晚上散席

后，朱洪来了一招“声东击西”，给其中的潘老板打电话：

“潘老板啊，刚刚姜老板打电话给我，说要一起投资拍卖

厂房的项目，他要出资 100 万元，你看你要不要也凑个

50 万元进来？操作快的话，几个月钱就回来了。”潘老板

一听姜老板已经投了不少，立即表示自己也投 50 万元，

第二天就把钱转进了朱洪的账户。

没过几天，张老板也投了 20 万元，姜老板投 60 万元

……

当朱洪再次和几个老板吃饭时，又谈道：“张老板，

上次让你投 50 万元，你只肯投 20 万元，这几天好几个老

板又投资进来，我这额度就快满了，以后再想找这么好

的项目可就难了。”一旁的任老板一听，急忙问道：“什么

项目呀？让我也分一杯羹。”朱洪一听，又向任老板细细

解说了一番投资几个月利润就高达 30%的拍卖厂房项

目。任老板当场表示投资 40 万元。

几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几个老板打电话给朱洪

询问项目进展情况。朱洪找理由推托了几次后，几个人

觉得有些不对劲了，一起把朱洪约了出来，逼问之下朱

洪不得不承认项目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老板们投资的

200 余万元都被朱洪还了欠款或用于其他开销，一时还

不出钱来，只能写下欠条。

调包偷香客百万元

本想尽快还欠款，没想到诈骗被识破。朱洪又生一

计，也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周华和陈丽是妯娌，两人的丈夫合开了一家厂子，

但近几年厂里的效益不怎么样。2016 年 9 月，在婆婆的

劝说下，她们找到“小仙人”帮忙。听完两人的请求，朱

洪表示可以作法提运，与两人约定了一个吉日，要求两
人回去后每人准备 8 万元，带上自己老公的衣服、一个
铜壶、一个如意，到时用包袱包在一起带过来作法。

到了约定的日子，周华和陈丽带着事先准备好的现
金与物品又来到“小仙人”家中，按照朱洪的要求，周华
和陈丽先去烧香，将带去的包袱交给朱洪作法。朱洪在
她们烧香时假装作法，将两人带去的人民币都换成了冥
币，仍用包袱包好后还给两人，并告诉她们要带着包袱
祭拜后再拿回去放在床底，过两个月后必须找他亲自打
开，法事才算结束，好运就会滚滚而来。

2016 年 10 月，朱洪见好友任艳在朋友圈发了一张
儿子摔破头的照片，就在下面评论说：“小孩身上有痛
星，需要作法化解。”没过几天，任艳和母亲找到了朱洪
家中，请教化解痛星之法。朱洪说：“要化解也容易，只
要准备好 4.5 万元，带上小孩的胎发，一个铜葫芦，一个
如意，作法就能化解，若小时候不及时化解，长大了还
会出事。”

过了几天，任艳带着准备好的东西来找“小仙人”作
法，以求化解儿子的痛星。朱洪趁任艳烧香之际，把 4.5
万元人民币调包成早就准备好的练功券，并放进一个纸
箱中，同样告诉任艳把纸箱带回家放床底，等两个月后
须由他本人亲自开箱。

之后的日子里，余某因家人有痛星被调包 8 万元、
曹某因小孩驱邪被调包 18 万元、黄某因求姻缘被调包
8.8 万元、倪某因驱晦气被调包 3.8 万元、庞某因给孙子
驱水鬼被调包 2.8 万元、戈某因续命被调包 4.8 万元……
2016 年 7 月至 11 月，朱洪利用“调包”手法，先后窃得 11
名香客的财物共计人民币 100 余万元。据朱洪交代，之
前诈骗老板们的钱和调包来的钱大部分用来还了他人
借款，自己也知道这事瞒不了多久，朱洪打的是拆东墙
补西墙的如意算盘，用下一笔窃得的赃款来填之前的漏
洞，岂料这洞渐渐成了个无底洞。

因为朱洪总找理由推迟开箱时间，部分香客自己打
开箱子，发现人民币都被换成了冥币、练功券，纷纷报
警。近日，江阴市检察院对朱洪涉嫌盗窃、诈骗一案依
法提起公诉。（除朱洪外均为化名） （检日）

“风水先生”骗偷香客钱财

法治·案例

法
治
时
空

2017年
8月25日
星期五

版
式

陈
艳

编
辑

毕
小
婷

校
对

张
悦

周

末 3

出售徐玉玉个人信息

“黑客”获刑6年

私藏29枚雷管
3.3公斤炸药
陕西一男子犯非法储存爆炸
物罪获刑

3.3 公斤炸药、29 枚雷管还有两节导火索，竟然
就放在自家木箱中。近日，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法院
开庭审理了一起非法储存爆炸物案件。

经审理查明，沈某因家中修房需要平整地基，
想使用炸药对大石头进行爆破，于 2003 年 7 月份到
宁强县胡家坝镇马皇沟村自己曾经干过活的某采
石场找到老板蒲某（2004 年已去世），向其索要了
29 枚雷管、三棒炸药和两节导火索，带回后便放在
家中。

2008 年地震后，沈某家修建房屋时，因地基比
较平整不需要使用爆炸物品进行爆破，沈某就将索
要来的 29 枚雷管全部装入一个木箱中，然后将木
箱、3.3 公斤炸药和两节导火索存放在自家二楼堆
放杂物的房间中。

2016 年 1 月 11 日，勉县公安局元墩派出所接到
群众匿名举报，称沈某家私藏雷管，民警遂到沈某
家中进行调查，现场在其家中二楼楼梯口处的一个
木箱中查获疑似火雷管 29 枚、在二楼堆放杂物的
地上查获疑似乳化炸药 3.3 公斤、导火索 6.67 米。

民警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查获的 29 枚火雷
管和 3.3 公斤乳化炸药中随机抽取了 200 克乳化炸
药和 5 枚火雷管送检。经国家民用爆破器材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西安）鉴定，意见为：送检样品是以
硝酸铵为主要原料配制的炸药，具备工业炸药的爆
炸属性；送检样品为工业火雷管。

最终，沈某因犯非法储存爆炸物罪，被勉县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4 年。 （华商）

在成都开往郑州的在成都开往郑州的KK870870次列车上次列车上，，一位女乘客竟然用凉水冲奶粉给宝宝喝一位女乘客竟然用凉水冲奶粉给宝宝喝

““小仙人小仙人””风水堂不再有往风水堂不再有往

日的风光日的风光

看风水结识不少老板缺钱了就编个项目诈骗，作法中调包偷钱100余万

朱洪是一名“80 后”，
因为看风水灵验，在江苏
省江阴市的几个乡镇远近
闻 名 ，人 送 外 号“ 小 仙
人”。近日，江苏省江阴市
检察院对朱洪涉嫌盗窃、
诈骗一案依法提起公诉。

女子用凉水泡奶粉喂婴儿
铁路乘警通过细节破获一起跨省贩婴案

给宝宝冲奶粉是件很平常的事，不少有孩子的家长
都做过。可是，8 月 18 日，在成都开往郑州的 K870 次列
车上，一位乘警就是通过观察一位女乘客给怀中婴儿冲
奶粉等相关细节，侦破了一起跨省贩婴大案。

目前，被解救的女婴已被送至郑州福利院寄养。同
时，郑州铁路公安处正对案件做进一步侦查。

一女子给婴儿冲奶时引发乘警怀疑

“K870 次列车下午 2 时 38 分从成都出发，次日下午
4 时 20 分到达郑州。”K870 次列车乘警刘瑞国不假思索
地说，17 日下午列车出发后，他和一位辅警就开始巡查
各个车厢。

这列快车，有 19 节车厢，巡查一趟差不多是一公里。
巡查到7 车厢113 号座时，刘瑞国留意到这里坐着一个抱
婴儿的女子，随身携带行李很少。观察到此情况后，刘瑞
国就让列车员多关照这个妇女，同时留意她的行踪。因
列车员工作室与女子座位紧挨，所以便于观察。

18 日中午，再次巡查至 7 车厢的刘瑞国发现女子拿
出奶瓶给孩子喂奶。他一瞧，女子竟用凉水冲了 300 毫
升的奶粉。

给新生儿冲 300 毫升奶，喂的奶是凉的，孩子一直昏
睡不哭不闹等种种细节引起刘瑞国的怀疑，遂将女子带
至餐车做进一步讯问。

女子与“丈夫”说法不一致露出马脚

该女子被带到餐车后，刘瑞国查看了她的身份证，
发现该女子为四川金阳县人，今年 38 岁。询问时，女子
称这是自己的第五个孩子，怀中女婴是 2017 年 7 月 15 日
出生，刚满月。她准备带孩子到郑州后转车去安徽找打
工的丈夫。

“孩子刚满月，女子还在哺乳期，可我发现她脚上穿
着凉拖，很不可思议。这更加重了我的怀疑。”刘瑞国告
诉记者。

简单讯问后，女子吵着说要上厕所，得到了他们的

准许。而此时，为避免出现意外，刘瑞国安排女列车员
在厕所门口听动静，看其是否进厕所在打电话。列车员
随后报告，女子一进厕所就在打电话。

女子从厕所出来，刘瑞国问其给谁打电话？女子称
刚才电话是打给自己丈夫。

刘瑞国回拨女子电话，接电话男子自称女子丈夫。
刘瑞国问其在哪里打工，男子称自己在广东肇庆打工。
刘瑞国又问此女子所带婴儿是其第几个孩子？男子回答
是“第三个”。通过对该女子和其“丈夫”的讯问，刘瑞国
感觉此案重大，女子怀中的婴儿很可能不是她自己的孩
子。于是他立即向乘警支队七大队负责人进行了汇报。

被贩卖婴儿已被送往郑州市福利院寄养

列车行至渑池，此时女子吵闹着非要抱婴儿下车。
见此情况，刘瑞国当即告知女子：铁路警方怀疑其涉嫌
贩婴，决定对其进行讯问，她暂时不能下车。在对该女
子随身行李检查中，民警发现其行李很少，仅带有少量
头疼粉和部分尿不湿、半袋奶粉和一个塑料奶瓶，且没
有该婴儿的换洗衣物。

而此时，郑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七大队大队长王
海峰和教导员冉鹏坐最近一班列车与刘瑞国会合。在
巩义，民警对涉案女子进行讯问。

后通过仔细审查，该女子承认了自己贩卖婴儿的事
实。原来，家住四川省金阳县寨子乡的该女子以 1.6 万
元价格从四川省另外一个县买得一名女婴，准备坐火车
将其带至山东平邑县以 3 万元的价格卖给他人，不料在
列车上被乘警查获。据该女子介绍，被贩卖的女婴刚出
生，脐蒂案发前刚脱落。

此案正是乘警刘瑞国的细心观察，才得以侦破。而
据记者了解，刘瑞国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乘警，再有一
个月就退休了。36 年的乘警生涯中，他几乎跑遍了郑州
局的所有客车。说到此案，老刘笑了笑说：“这没啥，干
好一份工作就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工作，就要做到问心
无愧！”

目前，成功解救的被贩卖婴儿已被送往郑州市福利院
寄养，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大河）

穿日本军服拍照
3人被拘留
另有2名未成年人受到教育训诫

近日，一张四名中国青年身穿仿制的二战日本
军服在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前合影的照片在网上
引起广大网民的一致愤慨与谴责。8 月 23 日，记者
从上海市公安局了解到，静安公安分局依法对涉案
的李某、高某、项某处以行政拘留处罚，对胡某、刘
某予以教育训诫。

8 月 8 日，上海市公安局通过网络巡查发现题
为“四男子穿日军军服在四行仓库拍照”的微博后
高度重视，迅速指令属地静安分局开展案件调查工
作。经查，李某、高某、项某、胡某、刘某等所谓的

“军服迷”经事前商议后于 8 月 1 日前往上海拍照聚
会。期间，于 8 月 3 日 22 时许穿着仿制的二战日本
军服在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广场（弹孔墙）拍摄
照片。几天后，李某发文配所摄照片上传 QQ 空间
并被多次转发，引发广大网民强烈谴责，造成恶劣
的社会影响。

警方认为，李某等人为寻求刺激、博人眼球，罔
顾民族感情，无视公序良俗，明知四行仓库是著名
的抗战地标建筑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仍身穿仿制
的二战日本军服合影并在网络上传照片，极大地伤
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怀，违背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李某
等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的有关规定，应当依法予以处罚。

连日来，警方远赴四川、浙江、北京等地，开展调
查取证。经查证，李某等五人均主动投案并对自己
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在警方的教育下，他们深刻
认识到自身行为的性质并真诚悔过。8 月 23 日，李
某、高某、项某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处罚，胡某、刘某
因未成年、违法情节显著轻微，被教育训诫。（澎湃）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依法 24 日公开
开庭审理了被告人杜天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案，
法庭认定被告人杜天禹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
处有期徒刑 6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6 万元。

经法庭审理查明，2016 年 4 月初，被告人杜天
禹通过植入木马的方式，非法侵入山东省 2016 年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信息平台网站，取得网站管
理权限，非法获取 2016 年山东省高考考生个人信
息 64 万余条。后杜天禹通过 QQ、支付宝向陈文辉
（另案处理）出售上述信息 10 万余条，获利 14100
元。陈文辉通过其向杜天禹购得的上述信息，组织
多人实施电信诈骗活动，拨打诈骗电话 1 万余次，
骗取他人钱款共计 20 余万元，并造成高考考生徐
玉玉死亡。

本案审理过程中，法庭充分保障了控辩双方的
诉讼权利，公诉人当庭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及
其辩护人充分发表了辩解、辩护意见。被告人杜天
禹当庭自愿认罪。经过法庭调查、辩论、被告人最
后陈述，审判长宣布休庭。

合议庭经评议，并报审判委员会讨论，当庭进行
了宣判，认定被告人杜天禹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判处有期徒刑 6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6 万元；对违法
所得和作案工具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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