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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

《汉莫拉比法典》 是刻在
一块玄武岩石碑上， 发现于
1901 年，是古巴比伦王国时期
的作品，上端用浮雕的形式表
现了太阳神授予权力给汉莫
拉比的情形，下半部分雕刻着
楔形文字法典的条文，全面反
映了古巴比伦王国的社会状
况，是古代第一部完整保存下
来的成文法典。 古巴比伦王国
的疆域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伊
拉克。 公元前 1792 年，汉莫拉
比成为了古巴比伦的国王，他让臣子研究各
个城邦的法律精华，并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
制定了一部通行于全国的法律，并下令将法

典刻在石柱上面，将石柱
竖立在巴比伦马都克大
神殿里面。后来埃兰人攻
占了巴比伦， 便把刻着
《汉莫拉比法典》 的石柱
作为战利品带回了其国
都苏萨。

《汉莫拉比法典》分
为序言、正文、结语三部
分。 序言部分宣扬了汉
莫拉比王的功绩， 称他
是得到神的奉命来统治

国家。 正文共有 282 条，涉及到民事、刑事、
诉讼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内容丰富，体系庞
大。《汉莫拉比法典》是一部典型的奴隶制法

典， 它确立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同法律地
位，维护奴隶主的统治秩序。 法典将巴比伦
的居民分为自由民和奴隶，法典对于奴隶反
抗的刑罚极为严苛。如奴隶打了自由民的嘴
巴要被割掉双耳。《汉莫拉比法典》的刑罚带
有一定的原始性，法典规定了同态复仇和血
亲复仇的原则。同态复仇就是“以牙还牙，以
眼还眼”。 血亲复仇是让犯罪者的亲属负连
带责任。 如法典规定，如果房屋因为建筑结
构不牢而倒塌，压死了房主的儿子，那么建
筑师就得拿自己的儿子抵命。

《汉莫拉比法典》在财产、债务、婚姻等各
个方面都有详细的规定。 现在，刻着《汉莫拉
比法典》的石柱保存在法国的卢浮宫。

韩冰

据媒体近日报道， 4 名在美国的中国
留学生，因被查出托福替考而被逮捕。 4 人
因涉嫌“密谋欺骗美国政府”而被起诉，将
面临 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3 年释放后监控
以及 25万美元罚金。 为何此次作弊的学生
会受到美国联邦法院指控“密谋欺骗美国
政府”？

一份由美国麻省法院发布的诉讼文书
显示，此次因替考被捕的 4 人分别为 25 岁
的王悦（音译），24 岁的张士昆（音译）， 21
岁的黄乐宜（音译）和 21 岁的程晓萌（音
译）。 3人在此前的考试中一直无法满足学
校的语言要求， 成绩无法达到申请学校的
分数线。 因此，他们找到美国坎布里奇的霍
特国际商学院的“枪手”王悦（音译），向其
支付了近 7000 美元酬劳， 让其帮忙替考。
拿到语言成绩后，3 人均被美国的大学录
取，并因此获得美国 F1 学生签证。 签证的
获得，正是 4名学生被判以重刑的原因。 据
悉，托福不仅是学业考试，同时也是美国政

府发放、 延期或重新颁发 F-1 学生签证的
凭证。 伪造这一成绩，即被视作密谋欺骗美
国政府。

其实，托福替考并不是新鲜事。为什么
之前都会被定为学术造假，通过开除了事，
这次却以涉嫌“密谋欺骗美国政府” 被起
诉，并可能面临重刑？美国厚仁教育集团的
资深留学专家陈航表示， 自特朗普上台以
后，正在大力增强移民局的权力，已将移民
局上升到了保护国家安全的地位。因此，这
一次是负责托福考试的美国教育考试服务
中心（ETS） 申请美国移民局直接发起调
查，而移民局随即向联邦法院提出了指控。
最后，由麻省警方对替考的学生实施抓捕。

陈航说， 此前托福替考被查处的案例
也时有发生。 2015 年 5 月，15 名中国学生
被曝使用假护照替他人参加托福和 SAT
（美国升入大学的考试）被发现。 据此前报
道，这 15 名学生并没有被判入狱，他们的
罪名只是伪造证件和邮件。

针对此次案件中 4 名学生可能面临的
惩罚，美国司法部网站发布的公告显示：因
密谋欺骗美国政府而被起诉者， 将面临 5
年以下的有期徒刑，3 年释放后监控以及
25万美元罚金。但美国司法部也作出声明：
此类事件的实际刑期， 通常会低于最高量
刑标准。

据陈航介绍，由于托福考试只验证证件
本身的真假，并通过肉眼快速比对证件照片
和考生，所以很多中国替考者都是拿着被替
考人的证件（护照）去考试。 单从相貌来看，
很多美国考官常常无法立刻辨别亚洲人之
间的相貌区别，所以很容易蒙混过关。

近两年，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
正在严抓各类考试的留学生替考或作弊现
象， 其中 SAT考试更是已经取消今年 6 月
所有国际考场的考试。 陈航表示，这正说明
了 ETS的决心之大， 这些指控和调查一定
是长期的，不是临时指控。

王雅林 翟佳琦

隋文帝当皇帝的时候，刑部侍郎辛檀有一
次穿了一件鲜红色的裤子上朝，按当时的风俗，
认为穿红色的裤子可以使自己不断升官。 隋文
帝认为这是一种蛊惑人心的巫术， 对此非常憎
恶，便命令都官侍郎赵绰将辛檀杀掉。 赵绰说：

“按律法规定，不能将辛檀处死，我不敢也不能
遵从你的命令。 ”隋文帝听了大怒，要把赵绰拉
出去斩了。 赵绰说：“陛下宁可杀我， 不可杀辛
檀。”到了朝堂前行刑的地方，赵绰被剥去衣服，
等候斩刑。 这时隋文帝又差人问赵绰说：“你究
竟是如何看待和考虑这件事的？”赵绰回答道：

“执法一心，不敢惜死。”隋文帝听了专门向赵绰
道谢，并对他进行慰劳勉励，赏赐绢帛 300段。

英国一名父亲在孩子上学期间未经校方同意私自带孩子前往埃及旅游，
结果遭到校方处罚 60 英镑（约合人民币 535 元）的罚款，他一气之下拎着一桶
硬币去交罚款。 该父亲称，他事先请示过校方要带孩子去埃及旅游，但校方表
示学生需遵守学校制度，上学期间无特殊原因需每日到校，因此拒绝准假。 而
该父亲认为学校这一制度十分荒谬。 他们一家人可能只有这一次机会能去埃
及旅游，因此，他坚持带走了孩子。 据悉，根据英国法律规定，该父亲的 60 英镑
罚款全部用便士交纳不符合法律规定，可能面临拒收。 宗和

山东济南某中学体育教师苏某某
在兼任男子篮球主教练及体育特长生
招生测试评委期间，利用其负责济南某
中学男子篮球队队员比赛、办理国家运
动员一、 二等级资格证书的职务便利，
在 2010 年 7 月份至 2014 年底 4 年多的
时间内，多次收受学生家长及中间人给
予的贿赂，受贿范围涉及山东、山西、新
疆三省区， 共为 11 名学生违规办理了
国家一级或者二级运动员证，受贿金额
最多的一次达 12 万元，共计受贿 44 万
元。 日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对这
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这名体育教
师有期徒刑 3 年 3 个月， 并处罚金 20
万元。

王志

事件回放：陈某是福建龙岩某大学学生，热
爱魔术的他担任该校魔术协会会长。 2015 年 4
月， 陈某以魔术协会名义与龙岩一家传媒公司
签订了合作协议， 约定双方合作开展魔术周末
夏令营并按比例分成， 期间双方均不得与第三
方机构开展类似的合作， 违约一方需支付 5 万
元违约金。 2015 年 8 月，陈某成立自己的公司
并与某综合培训中心合作开展儿童魔术培训经
营活动。 陈某的行为引起原合作传媒公司的不
满，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陈某支付违约金。日
前，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陈某
支付 5 万元违约金。

说法：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讼争合同所
涉龙岩某校魔术协会仅为经龙岩某校学生社
团联合会批准，由具有魔术表演兴趣的学生共
同发起成立的学生社团组织，其并没有较为稳
定的组织机构，更无独立的财产经费，故某校
魔术协会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其他组织”。讼争
合同陈某虽以某校魔术协会代表人身份签字，
但某校魔术协会不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
且双方在合作的培训经营中均由陈某个人领
取利润分成，且陈某也未将所得利润交由某校
魔术协会支配。 据此，陈某以自身实际行动履
行合同的义务并享受合同的权利，应认定陈某
系《合作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应遵守合同的权
利与义务。陈某在合同期限内与他人另行合作
魔术培训经营活动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的约定，
侵害了某传媒公司的合法权益，应承担相应的
违约责任。

戴敏 李馀彬

留学生托福替考
可能面临重刑

被起诉“密谋欺骗美国政府”———

因私带儿子旅游

英父亲拿硬币怒交学校罚款

刻在石柱上的传说———《汉莫拉比法典》

以学校协会名义签订合同后违约
大学生被判 5万元违约金

执法一心，不敢惜死

体育教师受贿 44万元
为 11名学生办证获刑

就读于江西某学院大二在校生黄
卫星与大学同学李卫华平时喜欢上网，
通过加入某 qq 群观看视频教程， 学会
如何寻找网络支付漏洞，并利用软件拦
截修改充值支付指令中的付款金额。
2016 年 3 月，两人利用江苏某公司购物
软件的支付漏洞，拦截付款信息并修改
支付金额，实际只支付 1 分钱却在购物
软件的账户内虚假充值成百上千元。 黄
卫星、李卫华通过上述方法以极低的价
格在自己注册的账户内充值大量金额，
再用这些钱给自己、亲友及其他人手机
号充值， 同时按充值手机话费的 7 至 8
折收取他人钱款，李卫华所得利润由两
人平分。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检
察院以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
数据罪、 传授犯罪方法罪对黄卫星、李
卫华提起公诉。

徐德高 佟健轩

1分变 1000元，
“聪明”误终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