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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案的背后，折射的是一个失衡的家庭，被告欧修敬与妻子朱清朝夕相处近10年
中，一直处于无业，家里的全部经济来源都是妻子朱清打工所得。

欧修敬和朱清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因为朱清家人的极力反对，恋爱6年的两人才
得以在2008年结婚，婚姻生活中也一直是朱清在挑“重担”。

朱清的父亲告诉记者，因为欧修敬有故意杀人的“前科”，又没有工作，家人曾极
力反对两人在一起，但最终还是没有拗过朱清的坚持。欧修敬从出狱后就没有好好
工作过，结婚后全家的生活来源就靠朱清一个人在酒店打工。

只因一把钥匙，他砍了老婆
法庭上，他只说了三句话：“无异议”、“不需要”、“我不认罪”

他因为要妻子给他送钥匙遭
拒，就在争吵中刺断妻子脖子右侧
颈动脉，导致妻子失血身亡……

3月29日上午，长沙市中级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欧修敬涉嫌故意
杀人一案。在整个庭审过程中，这
名40岁的男子面无表情， 只说了
三句话：“无异议”、“不需要”、“我
不认罪”。

“一把钥匙”引发的血案
2011年7月7日凌晨， 一个满

身是血的男子走进了火车站芙蓉
区公安分局治安二队，声称“我杀
人了，快帮我报警。”

2011年7月6日， 欧修敬从老
家岳阳赶到长沙看儿子， 发现没
有带房门钥匙， 他就给在酒店工
作的妻子朱清（化名）打电话要求
其为他送钥匙，遭到朱清拒绝。

“她说手头上有事，让我自己
过去拿。”欧修敬赶到妻子上班的
地方，却发现朱清并没有在做事。
“她在和同事闲聊， 我很气愤，便
上前给了她两巴掌。”随即，两人
争吵着回家。 到家后欧修敬用水
果刀吓唬朱清，朱清的同事看到两
人争吵， 便赶来家中劝阻。 朋友走
后，已是晚上9点，两人回房休息。

“半夜里我感觉肚子有些疼

痛， 睁开眼睛发现她正在用水果
刀刺我，我赶紧去抢，抢夺中我的
下巴也受伤了。”欧修敬在警方的
笔录中提到，他把水果刀打落在床
上后，捡了起来朝朱清的脖子连刺4
刀， 导致朱清因脖子右侧颈动脉断
裂大失血死在了自家卧室的床上。

案发后， 欧修敬试图用水果
刀割伤自己的颈部和手腕自杀，
但没有成功。 在家人的劝说下选
择了自首。

庭审中，他只说了三句话
“无异议”、“不需要”、“我不

认罪！”今天上午，被告欧修敬在
庭审中的话很少， 只是简单的回
答着法官和公诉人的提问， 所有
的辩护都由他的辩护律师代理。

“我的当事人是在受到不法
侵害行为后，采取的防卫……”辩
护律师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死者
家属打断。

“你为什么要替欧修敬辩护？
他那么坏的人！”法庭中，辩护律
师提到欧修敬杀害朱清的行为应
该属于防卫过当， 受害者家属再
也控制不住情绪吼着向欧修敬的
辩护律师扑去，但被法警制止了。

在听取完控辩双方的意见
后，法官询问欧修敬是否认罪，他
抬眼看了看上方回答“我不认
罪！”最后，法院宣布择日再判。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王力夫 胡淋伟

法庭上， 检察官提到这已经不是
被告第一次涉嫌故意杀人了。1993年，
欧修敬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入狱五年。

“因为琐事被告与人发生争吵，他
将油泼在自己和对方身上， 试图烧死
对方和自己。庆幸的是，当时他的行为
被及时制止。多年过后，他再次因为言
语不和将他人残忍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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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之所以产生偏瘫： 是因为在脑中风发
作的 24 小时里神经蝥合剂会大量流失，导致侧
支神经分离、脱落，从而出现大脑恢复了意识，
但肢体仍不受控制的现象。

现在一般的治疗误区在于， 只知道通络溶
栓，要知道神经不结牢，偏瘫好不了！

受损的神经能修复吗？能！原来正常人会分
泌一种叫神经蝥合剂的酶， 蝥合剂的主要作用
是保障各个神经节点可以紧密相连，如同电路，
在连接电线的同时又保证每根电线与电路板相
连，中风偏瘫患者由于神经蝥合剂分泌不足，新
建立的侧肢神经不能有效连接。 脑神经就像交
通网有一段发生意外不能通行后， 仍可通过各
种方法或绕道或新辟一条途径以到达目的。 可
通过药物、针灸、按摩、锻炼等手段，使一部分正
常脑细胞代偿已坏死的脑细胞功能。

威 适 偏 瘫 复 元 组 合 （国 药 准 字
Z21021953），专业治疗中风偏瘫疾病的专用药，
采用“螺旋修复，蝥合结点”的系统治疗理念，快
速通血溶栓，补充神经蝥合剂，再生脑神经。 既
疏通血管，又能修复神经，双管齐下。

一般一个月会出现明显的好转, 肢体开始
恢复知觉,口眼歪斜逐渐纠正,头晕头痛减轻,流
口水现象减少,说话利索了,走路有劲了,而重症
患者服药 6—12 个月, 大多数患者可恢复基本
生活自理。

中风偏瘫、心脑血管、脑血栓后遗症、脑萎缩、帕金森

让中风偏瘫患者站起来
★三管齐下 国际首创全新理念 一药解决治疗难题
★中美专家联合打造脑病治疗全新疗法———“威适偏瘫复原疗法”

详情请登陆网站：www.ws-pt.net
专家咨询热线： 0731-88156209

市内免费送货 外地免费邮购
400-0266-6997全国免费咨询热线：

祖传秘方专治白癜风
��������不少患者悲观地认为，得了白斑症是没指
望治愈的，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在这里跟大家透
露一下，过去白斑症久治不愈，根本原因是没找
出致病源，不能有效对症施治，结果自然是患者
的钱花了，“白魔”却没成功摆脱。

其实，得了白癜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患者
乱用药！ 因为最新研究发现：原来皮肤下一种
叫“异常粘液质”的东西，才是导致白斑症发病
的罪魁祸首。 正是这种“异常粘液质”的存在和
增长， 才导致了皮肤黑色素的减少和流失，致
使正常皮肤形成白斑。 而针对白斑症的常规治
疗，无论是中药西药，还是口服外用，或别的方
法都是促使黑色素生成多一些，并没挖出导致
黑色素减少的病根———“异常粘液质”。 是治标

不治本的不当治疗最终导致白斑反复发作、经
久难愈。

近年来有一种黑素健肤丸和白癜康酊剂倒
是深得不少白斑症患者信赖与好评。 该方为藏
家独门祖传秘方，沿用至今已有近 100 年历史。
而且该方药性随经络行走，靶向直指白斑部位，
在治愈病灶的同时对完好的皮肤绝无乱治现
象。 无论病史多久、病症多重，一般服用 3 周患
处即由白色向深红暗褐色转变；5-10 周后闭塞
毛孔快速扩张出现色素斑点， 最后融合几周就
能恢复皮肤本色。当家传人郑重表示：凡患者服
药 3 个疗程未见效者，后续治疗完全免费！
白斑康复咨询： 0731-85778778
省内免费送货 外地免费邮购

前科

家里经济来源都是妻子打工所得

没有所谓“公安机关安全账户”

本报3月29日讯 “当时我认
真看了几次，真的是110打来的电
话。”长沙的刘女士28日接到一个
电话，“110民警” 怀疑她洗黑钱。
为了证明清白， 要她将自己账户
内存款转入“警方秘密账户”中，并
按照“警方提示”没有告诉任何人。
等到刘女士发觉不对劲而报警时，
百万巨款已汇入了骗子账户。

3月28日， 家住长沙市天心
区、 现年56岁的刘女士突然接到
一个显示“0731—110”的电话，
对方自称是“110民警”。“说我名
下的一张建设银行卡涉嫌一起
温州警方正在侦查的洗黑钱案
件。”

“警官”告诉刘女士，有嫌疑
人用她的银行卡洗了380万元黑

钱，如果不把账户存款转入“警方
秘密账户” 以证清白的话就要帮
嫌疑人背黑锅，承担法律责任，要
坐牢。恐吓之下，刘女士将自己账
户内的107.5万元存款全部转入
诈骗人员指定的“警方秘密账户”
中，并按照“警方提示”没有告诉
任何人。等到刘女士发觉不对劲而
报警时，百万巨款已汇入了骗子账
户。

手机来电怎么会显示公安机
关的“110”电话号码呢？长沙警方
侦查发现， 这是不法分子利用改
号软件假冒公安机关电话号码实
施的诈骗行为。

诈骗人员利用非法手段获取
当事人的身份证信息和手机号码
后， 利用电脑软件进行网络拨号，
通过软件的修改， 使受害人来电显
示为公安机关等特定的主叫号码，
然后进行诈骗。

■记者 黄娟 通讯员 邓科

“110民警”来电说她洗黑钱
她向“警方账户”汇百万证清白

长沙警方提示， 网络电话
可“任意显号”，广大市民切记
提防不法分子利用改号软件假
冒公安机关实施诈骗。 公安机
关不会通过电话或短信的形式
要求转账，更不会有所谓的“公

安机关安全账户”，市民若接到
类似电话， 应及时挂断电话并
报警， 别随意向陌生人透露个
人信息包，括银行账号，更不能
将银行存款转入他人指定账
户。

他曾因故意杀人
被判入狱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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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

提醒

3月29日， 长沙市中级人民
法院庭审现场，欧修敬一脸淡漠
的面对着一切。 记者 王智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