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1日讯 一个
是14岁的职校学生周某，一
个是17岁的无业少年苏某。
只因在网吧里苏某向周某讨
烟抽遭拒，双方结怨并约架，
周某持刀将苏某刺死。日前，
周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批
准逮捕。

周某是湘潭市某职业
学校学生，17岁的双峰籍无
业人员苏某随父母来湘潭
租住。一次，在上网时，苏某
向周某索要香烟， 遭拒。两
人由此结怨。

今年11月12日晚， 周某
和苏某又在网吧相遇。 两人
约定到网吧外去打架。 周某
离开网吧，苏某随后跟出，高
声要周某站住。 周某一怒之
下转身冲到苏某面前， 掏出
随身携带的单刃弹簧跳刀，
朝苏某胸腹部连刺两刀，致
苏某当场倒地身亡。

随后警方接警赶来，将
其控制。次日，因违规向周某
销售管制刀具的湘潭某商场
业主沈某， 被警方处以治安
拘留5天。

■记者刘晓波
通讯员 姚恩明 涂文凡

【点评】 凡事要三思而
后行。

网吧讨烟抽遭拒结怨
14岁学生刺死
17岁无业少年

不满“媳妇”被送走
哈士奇将主人反锁门外

11月29日晚，哈尔滨市民小昭被爱犬
哈士奇反锁到门外， 请来开锁公司也没能
把门打开。无奈之下，小昭拨打了119，消
防战士破窗而入，才让她回了家。

半年前， 小昭从表姐家领回一只金毛
母狗， 家里7岁的哈士奇天天跟在金毛后
面，像服侍媳妇一样，关系特别好。小昭听
说一位朋友要养狗，就想把金毛借给朋友，
让他感受一下养狗的生活。

11月29日晚8点多， 小昭把金毛给朋
友送去，回家开门时，发现钥匙开到一半卡
住了。“走的时候， 二哈很暴躁， 一直在刨
门，可能是把把手下面的小钮给拨了，门被
反锁了，从外面打不开。”小昭给开锁公司
打电话，但一位师傅来看后说难度较大，需
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弄。

晚上11点半，小昭拨打了“119”，在消
防战士的帮助下，小昭才回到家。

■据新晚报
【点评】汪星人也是有脾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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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报12月1日报
道，四川一95后小伙因情
感问题微博直播烧炭自
杀，因抢救无效身亡。

悲 新华社12月1日报道，杭州
推出公交“私人定制”业务，只
要预定人数超过座位数的60%，
就可开通一人一座专车服务。

赞 北京电视台12月1日报
道，安徽一货车“乔装改扮”
成卧铺客车驶上高速， 被巡
逻交警当场查获。

伤昨日
最之

麻雀、青蛙、壁虎、蟾蜍、
野鸡、野兔和各种蛇类，虽然
没有被列入国家野生动物
保护名录，但同样受法律保
护。逮一只（条）就违法，逮20
只（条）就要立案，逮50只
（条）就可以刑拘，逮再多一
些，就要蹲监狱了。今年7月，
河南确山农民汪某因逮了
87只癞蛤蟆被刑拘。11月30
日下午，记者了解到，法院认

定汪某违反狩猎法规，破坏野
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依法判
处拘役三个月。

汪某现年49岁， 确山县
留庄镇谭庄村村民。 今年7月
4日深夜至7月5日凌晨，他手
提塑料桶， 在村头的河沟里
“奋战”数小时，逮了87只癞蛤
蟆， 打算到黑市上换俩钱。没
想到， 他提着桶刚上公路，就
被巡逻的民警抓获，87只癞

蛤蟆被及时放生。7月17日，汪
某被依法逮捕。

确山县法院表示， 汪某
违反狩猎法规， 破坏野生动
物资源情节严重， 依法判处
拘役三个月。 此案的办案法
官告诉记者，“三有动物”受
法律保护，所谓“三有动物”，
是指有益的、 有重要经济价
值、 有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
动物。 ■据大河报

查扣问题牛肉300吨！已流通一年多
从巴西非法进口，一个地区销售额1亿多元 江苏已抓获19人

新华社12月1日报道，
查扣“问题牛肉”多达300
吨， 销售金额仅连云港地
区已达1亿多元……江苏
省公安厅最新公告称，江
苏警方破获了贩卖“问题
牛肉”案，被禁售的巴西牛
肉在市场已流通一年多。

今年1月初，江苏省灌
云县食品安全委员会接到
市民举报， 称某农贸市场
有人销售“假牛肉”。接到
线索后， 检查人员很快在
牛肉经销户徐某、 任某分
别开设的门市部内发现了
被举报的“假牛肉”，并查
扣了两家门市部尚未销售

的近900公斤“假牛肉”。经
查，这些“假牛肉”是通过非
法渠道从巴西进口的。

2012年底， 巴西成为疯
牛病疫区， 我国明确规定不
得销售来自巴西疯牛病疫区
的牛肉。这一禁令今年1月尚
未解除。调查发现，徐某、任
某所售牛肉是从徐州的数个
批发商处购得。今年3月5日，
警方专案组在徐州、 灌云抓
获10名犯罪嫌疑人， 查扣冰
冻巴西进口牛副产品近300
吨， 依法冻结涉案资金3000
多万元；7月28日， 专案组又
捣毁了连云港范围内的8个
销售窝点， 抓获9名嫌疑人，

查扣巴西牛肉300余箱，价值
30余万元。

徐州4个团伙的7名嫌疑
人交代， 禁售巴西牛肉后，他
们得知外省几个地区仍能拿
到巴西牛肉， 且价格低廉，于
是从去年初开始进货，并销往
江苏及周边省份，仅连云港地
区的销售额就达1亿多元。

据当地市民介绍， 市场
上的本地牛肉价格普遍为生
牛肉每斤30元-40元，熟牛肉
每斤60多元， 而巴西牛肉生
的每斤只要21元-22元，熟的
每斤30多元， 二者差价近一
倍， 因此本地牛肉销量遭到
巴西牛肉的挤压。

链接

据了解， 经销商违法销
售巴西牛肉已有一年多的时
间，为何到现在才被发现？灌
云县公安局副局长戴乐雨介
绍， 这是因为经销户基本都
是“人货分离”，门市上少放
或者不放巴西牛肉， 销售手
法相对隐蔽。

市场监管不足是使得有
安全问题的食品能够进入流
通市场的重要原因。 一位不
愿意透露姓名的肉制品生产
商说，对农贸市场、大型超市
等生鲜集中零售供应方，“回
扣和提点给足了， 产品质量
都能商量， 谁还在乎生产源
头？”

随着近日毒豆芽事件的
曝光， 食品安全问题再次被
推向风口浪尖。 食品安全监
管不能只依靠媒体曝光赢得
短时间关注。 必须构筑长效
机制，破解监管漏洞。

■据新华社

沸点

主人遭枪击
牧羊犬替其挡子弹

法网

图区

云南“早婚村”
16岁新郎娶13岁新娘

11月27日，13岁的秀秀和16岁的小听
成了云南金平县者米乡小翁寨村的主角。
在鞭炮声中，他们举行了婚礼。初中未毕业
就辍学回家，结婚生子，这种现象在云南红
河州金平县内并不罕见。 ■据京华时报

【点评】@峡江曙光: 双方都还只是孩
子， 他们怎么能承担得起一个家庭的责任
和义务。

村民逮87只癞蛤蟆 被判三个月拘役

问题牛肉流通一年多
监管漏洞有多大？

外媒12月1日报道， 美国亚特兰大一
家人在汽车中突然遭人开枪射击， 他们的
德国牧羊犬在关键时刻跳出来挡在一名儿
童和妇女前面，最终牧羊犬被打死，主人幸
免于难。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那一枪
击事件是因为在路上吵架引起的。 一名开
车人随后跟踪那一家人到附近一个商场并
开枪。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目击者告诉记
者说，“他追上去， 抽出枪就开始扣动扳
机。”就在这个关头，那条牧羊犬跳上前，挡
住车里的一名儿童和一名妇女。 监控录像
显示，那条名叫“诺阿”的忠犬受伤之后，小
步跑到附近一所建筑旁边倒下死亡。

亚特兰大警方官员里昂说，“他们遭到
枪击，那一家人都吓坏了。他们躲过一劫，
发现宠物没了。他们全家都很悲伤，尤其是
在感恩节第二天。”目前，警方没有逮捕任
何犯罪嫌疑人。 ■据央视

【点评】完美的诠释了“舍身取义”。

直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