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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焦点A03

新闻进行时

相识
程瑶经人介绍与罗伟相

识，男方家面临拆迁，多一个
人就多几十万元的人头费。

相许
两人从认识到领证，不

到两个月。 但为了婚礼和彩
礼钱，两家多次协调无果。

相害
程瑶提起离婚诉讼，要求男

方支付20多万元。 在法院传票送
达的第二天，程瑶一家六口惨死。

亲朋说

株洲灭门案：拆迁婚姻引发血案
因男方家马上拆迁，两人闪婚 他嫌妻子不是处女 她提出离婚，要求补偿20多万

8月2日， 残忍杀害自家六口人制造灭
门案的犯罪嫌疑人罗伟，被发现浮尸湘江。

就在两天前，他的妻子程瑶在家中被
杀，肚子里孩子8个月，与她一同被害的还
有78岁的爷爷、47岁的父亲、45岁的母亲、
16岁的妹妹和13岁的弟弟， 一家六口人，
无一幸免。

案发前，株洲市石峰区九塘村的这个
农村家庭，已陷入一场隐患重重的拆迁婚
姻纠纷。

农家遭祸

7月31日晚9点多，邱桂华和其他两位
邻居来到程家闲谈。

坐定后，邱桂华问程瑶母亲周细龙：“明
天那边会来报日吧？”（三湘都市报记者注：报
日是当地婚礼习俗， 即男方来女方家送彩
礼，商定婚礼事宜）。周细龙小声地说了一句：
“不要了，他家里还要来打人。”当晚，关于女
儿的事情，周细龙没有提及太多。

不久，周细龙将3位邻居送到了路口。
不料，这一送竟成永别。

8月1日凌晨2点多， 程家六口人被杀
害。当晚，村民听到，急促的摩托车声在村
里呼啸而过，狗吠声响彻村庄。

一早，程家大门微开，村里罕见地开
来了警车，拉上了警戒线。警察从二楼抬
下2具尸体，一楼抬出4具尸体。

程家位于株洲市石峰区九塘村， 离市
中心十多公里，每隔几十米才有一户人家。

透过窗户可以看到， 屋内设施简陋，
房间里横竖各摆着一张老式床铺和几件
旧家具，几件旧衣服铺在地上，旁边有一
摊乌黑的血迹。

凌晨2点多，父亲程永强报了警，离世
时手上还握着手机。警方初步判断，程瑶
的丈夫罗伟有重大作案嫌疑。

拆迁婚姻

21岁的程瑶去年还在长沙一银行做
文秘，程瑶的姨妈周细珍回忆，因为认识
了石峰区一个男孩子， 说不要程瑶做事
了，她便辞职回到家中，但家里知道那个
男孩子不太规矩，不满意。“也可能是因为
这个，家里人才急着给她作介绍。”

去年9月，经人介绍，程瑶认识了株洲
市天元区栗雨社区23岁的罗伟。

介绍人回忆， 双方印象都还不错，男
方家里马上面临拆迁，多一个人就多几十
万元的人头费。准备结婚前，双方父母约
着见面。见面前，罗伟曾跟母亲提及，“太
快了。”但那时，双方都已经约好，罗伟的
意见没能阻止见面。

去年10月19日， 程瑶在自己QQ空间
里写道：“明天将和我家罗伟先生订婚了，
大家祝福我吧。”11月5日， 两人领了结婚
证，随后，程瑶的户口也迁到了罗伟家中。
两人从认识到领证，还不到两个月。

婚后的生活没能如外界希望的那般
幸福。

12月8日，程瑶发表了一条237字的说
说。里面写道：“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家庭生
活了一个多月了，还是那么的陌生。这窒
息的气息我每天都感受得到，没有任何人
陪我说话聊天。 不愿给予我丝毫的关心，
感受不到任何浪漫。永远都是沉默，没有
丝毫活力，这生活，这日子，谁可以体会？
谁曾体会？”

而就在一天前，她还写上：“这样的生
活没意思，真的没意思。我为我自己而感
到悲哀。” 妹妹在签名后面安慰她说：“多
与他交流，你们之间只是缺少交流罢了。”

多次协调

程瑶和罗伟领证后，一直
没有办婚礼，这在农村就等于
没有结婚，而此时，程瑶发现
已怀有身孕。 今年上半年，罗
家完成征收拆迁，拿到拆迁款
200多万元， 人均30万元左
右，没出生的孩子8.1万元。

周细珍记得，今年3月-4
月间，妹妹曾多次给她打电话
说，程瑶的日子不好过，常常
挨打， 周细龙去罗伟家中时，
还被掐红了脖子。最后索性将
程瑶接回了家中。

为了程瑶的婚事，双方协
商不少于4次。

6月4日， 第一次协商，在
双方村干部的见证下，双方答
应在农历6月底举行婚礼，彩
礼5万元。村干部回忆，两人还
是手拉着手回去的，感觉已经
和好了。

参与协调的堂叔叔程向
军后来得知，协调后，罗伟经
常回家给程瑶做饭，但两人还
是不说话。

可是，肚子里的孩子在一
天天长大，看着商定的婚期将
近，婚礼却还没有动静，程瑶
一家再次来到罗伟家中。程向
军回忆，罗伟认为程瑶在家中
不做事，不做饭，也不做家务，
觉得程瑶和其家人只想要彩
礼钱。而程家人则认为，程瑶
有孕在身，应该得到男方的照
顾。

程向军回忆，最后一次协
商， 罗伟坐在电脑前不理人，
程向军走到他面前跟他说：
“你要对你老婆好一点。”罗伟
抬起头反问：“还要怎么好？”

程接着说：“那你这样要
不得啊。”

罗伟回答 ：“你要怎么
办？”

双方不欢而散。
临走时， 程向军听到罗

伟说：“哪天我会来拜访你们
的。”

他不是一个坏孩子
但这一年变得孤僻

“还以为他只是来打
人， 没想到来杀人了。”程
家的遭遇震惊乡邻。

在罗伟所住的天元区
栗雨社区， 罗伟并不是一
个坏孩子。 在亲戚和邻居
的记忆里，罗伟性格平和，
曾在附近一家工厂做焊
工，工作勤奋，不怕辛苦。

罗伟的一位伯母回
忆，去年冬天，她正走路去
上班， 骑着摩托车的罗伟
看见了，主动叫她上车，坐
顺风车的情况还不只一
次。

变化在过去的这一年
里出现。这一年，罗伟开始
留长头发，戴个耳机，总是
骑着摩托车独来独往。他
变得性格孤僻， 喜欢穿黑
色衣服，不爱说话，沉迷网
络，没有朋友。

罗伟的姑姑回忆，今
年正月初二， 两人从娘家
回来，半路上摩托车坏了，
程瑶并没有陪罗伟， 而是
自己坐上公交车， 留下罗
伟一个人推车回家。 回到
家后， 罗伟炒了一碗黄瓜
炒火腿， 却被程瑶说味道
不好。

“那件事情对罗伟打
击很大。” 姑姑还回忆，今
年春节后， 罗伟曾失踪过
一周， 还有一次自己躲在
山上割腕自杀， 还将肚子
划破。

7月上旬，罗伟的父亲

曾向邻居陈利华询问，陈
患有精神病的儿子是怎样
治好的。 陈描述了儿子举
刀杀人、 不停骂人的病状
后， 罗伟父亲点点头说：
“正是这样子。”

他嫌弃妻子不是处女
案发前收到法院传票

程瑶的闺密蒋慧君告
诉记者， 程瑶曾向她倾诉
说，罗伟对她并不好。两人
第一次圆房时， 罗伟发现
程瑶并不是“第一次”，而
罗伟自己是第一次，所以，
心里一直有疙瘩。“这才是
根本原因。”蒋慧君说。

3月25日，程瑶在微信
上写道：“我已经想好了，
真的没有必要再继续了，
这几个月没有一天是开心
快乐的，你要走我不留，我
也觉得大家放手吧， 求你
别折磨我了。”

案发前一周， 程瑶向
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其代
理律师告诉记者， 程瑶请
求诉讼离婚， 要求罗伟赔
偿产检费用、营养费用、孩
子以后的生活费以及征收
的人头费，共计20多万元。
案发前一天， 法院传票送
到罗伟手中。

8月2日下午2点左右，
罗伟的尸体在天元区栗雨
渡口被打捞上岸， 株洲警
方根据刑事调查、 视频侦
查、 罗伟手机上的留言以
及与家属的通话内容等综
合判定，系自杀身亡。

两个家庭， 充斥着沟通
困境， 也蒙上了一层利益捆
绑的阴影。

虽然当地政府否定该案
与拆迁的关系， 但近些年来
因为拆迁而加速孩子婚姻进
程的案例，绝非孤案。

拆迁消息传出， 适龄男
女加紧相亲、飞快闪婚，甚至
制造出“假结婚”、“协议结
婚”以取得可观的人头费。

我不知道在他们草率成
婚后，有多少人能相互理解、
包容、 共同生活； 我更不知
道， 处女情结浓厚的罗伟面
对性困惑时， 是否找到了情
绪的出口；我只知道，很多拆
迁婚姻缺乏牢固的感情基
础，摇摇欲坠。

生命无法重来， 生者唯
有勉励和郑重。但愿，在困惑
面前， 我们能找到自己的解
决途径；在利益面前，我们能
够抵抗住诱惑， 让婚姻回归
本源。 ■记者 汤霞玲

实习生 陆慧辉 王瑶

记者手记

当婚姻被利益捆绑
能走多远

公公儿媳假结婚
只为多拿拆迁款

宁波市高新区梅墟街
道上王村，60岁的陈廉功一
家五口，只有他和儿媳是农
业户口， 儿媳还不是本村
人。分得的拆迁款，显然要
比同村大部分村民少。思前
想后， 陈家做了一个决定，
儿子陈小春和妻子赖晓熙
离婚， 陈廉功也与老伴离
婚。陈廉功和赖晓熙，也就
是原先的公公和儿媳妇登
记结婚。

女子为拿拆迁款离婚
丈夫趁机跟小三领证

为了多拿5万元拆迁补
偿款，南京建邺区的马琴（化
名）和丈夫离了婚。可当她准
备复婚时， 却发现丈夫已和
“小三”偷偷结婚。

案例链接

8月1日，株洲市石峰区九塘村，一家6口在家中惨遭杀害，其中包括一名已有8个月身孕的孕
妇。图为警方在事发现场勘查。 记者 李健 实习生 曾敬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