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线

本报12月7日讯 非法收
受两千多万元，12月6日-7
日，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原校
长周先雁受贿案在张家界市
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张
家界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支持
公诉， 周先雁及其辩护人参
加诉讼。

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
告 人 周 先 雁 在 2009 年 至
2015年间， 利用其担任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
校长的职务便利， 或利用其
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
件， 为某些公司和个人在承
接工程项目、 工程款支付等
方面谋取利益， 直接或通过
他人非法收受某些单位和个
人给予的财物， 共计人民币
2138.9万元（其中700万元未
遂）。于2013年至2014年间，
伙同他人非法收受人民币
2000万元， 其中700万元未
遂。 于2010至2015年间，收
受人民币118.4万元，为规避
省属高校巡视组调查， 退回
人民币6万元。 于2009年至
2013年间，收受人民币7.5万
元。于2009年至2015年间，收
受人民币10万元， 为规避省
属高校巡视组调查， 退回人
民币4万元。2010年至2015
年间，收受人民币3万元。

整个庭审持续两天，控
辩双方围绕公诉机关指控的
犯罪事实进行了举证、质证。
在法庭辩论阶段， 控辩双方
就本案事实、 证据及法律适
用问题充分发表了意见。

部分市人大代表、 市政
协委员、新闻记者、被告人周
先雁家属以及社会各界群众
200余人旁听了案件审理。

因案情重大复杂， 法庭
宣布将择期宣判。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屈平 陶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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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家中的顶梁柱，更是
村民眼中的“金牌调解员”。费
巧玲，株洲马江镇浪滩村一名
普通的农家妇女，31年不离不
弃照顾瘫痪丈夫，村民们赞许
不已。近日，费巧玲入选湖南
好人。12月6日，记者采访了这
位传奇女性。

1981年底，费巧玲嫁给了
一名退伍军人。1986年， 丈夫
不幸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生
活开始不能自理，家里也因丈
夫治病而变得一贫如洗。

当时，每个人都以为费巧
玲会离开，可她却毅然扛起了
家庭的全部重任。不分寒冬酷
暑，每天5点钟起床，背老公上
厕所、洗脸做早饭。丈夫长期
卧床休息，容易生褥疮，她便
坚持每天给丈夫勤翻身、勤擦

体、勤换衣，坚持为他洗澡搓
身， 晚上还为他泡洗热水脚，
并按摩手脚，保证血脉通畅。

丈夫得病时，公婆年岁已
高，一双儿女尚幼，家庭的重
担落在了费巧玲身上。为了保
证家里的经济来源，费巧玲除
了照顾丈夫、公婆，拉扯孩子，
还得一个人耕作十几亩田，常
常是日出而作，天黑了还在田
地里。

“她还是村里的妇女主
任， 把村里计生工作打理得井
井有条。”村支书陈文平告诉记
者，一次村里有对夫妻因两口
子打架、 婆媳争吵， 闹着要离
婚，妻子一气之下去了娘家。

眼看一个好端端的家就
要在吵闹中濒临破裂，费巧玲
一次又一次地找男女双方了
解情况，多次奔波往返女方娘
家婆家做思想工作，最终经十
余天的努力，解开了这个家庭
三方面的矛盾。

类似这样的纠纷，她每年
都要处理几十起。

■记者 张浩

十八年前， 郭某帮老同学
去绑架一名富商，收到赎金后，
纵火将富商灭口。 在其同伙相
继伏法后，郭某改名换姓，还成
为了一名成功商人。 今年7月
初，当他自驾游回长沙时，却被
早已布网的民警抓获。12月 7
日，这起曾震惊全省的“11·02”
绑架杀人案， 在长沙市中级人
民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 并将
择日进行宣判。

一口槟榔让潜逃者露马脚

1999年11月 2日下午2时
许，长沙市白沙路59号一栋居民
楼内突然冒出滚滚浓烟。消防赶
到后，从火灾中救出一名被捆绑
的女子， 还发现一名男子的尸
体。据了解，男子姓文，是长沙一
家大公司的总经理，被救出的女
子姓许，与死者是情人关系。

长沙警方调查发现，在房屋
失火前，被害人文某的父亲曾接
到儿子的求助电话，说是绑匪要
求其交400万元赎金。之后，其父
将情况告知公司，可财务误听成
了40万元。取出钱后，他们按要
求，把钱送到长沙某酒店的指定
房间。可绑匪拿到赎金后，仍选
择了“撕票”。法医鉴定，文某系
他人纵火导致灼烧窒息死亡，现
场的席梦思上还检验出了汽油
成分。

很快，警方发现，纵火绑架
案与文某的司机伍某有关，顺藤
摸瓜，将其同伙林某、王某抓获，
但郭某却逃之夭夭。之后，伍某
等三人因绑架罪被处以死刑，均
已处决。

时隔18年，潜逃的郭某在网
上买了个假身份， 叫李某平。他
逃至安徽省宣城后，投资入股了
KTV、 文化传媒等多家公司，成
为了一名成功商人。他是一名自
驾游爱好者， 可令他没想到的
是，时隔多年，回长沙还是被认
了出来。

2017年7月4日凌晨2点42
分， 刚吃完夜宵回酒店的他，被
天心区民警抓获。可此时的郭某
与照片里的早已判若两人，民警
不能肯定他的身份。郭某自称李
某平，湖南永州人。于是民警用
永州话与他对话，郭某竟一时哑
口无言，但就是不肯承认自己的
真实身份。就在这时，民警随手
拿出一个槟榔递给他，结果郭某
下意识就说出了老家湘潭方言。
发现自己露了马脚，郭某只得承

认自己就是18年前参与绑架案
的成员。

检方指控郭某涉嫌绑架罪

12月7日， 长沙市中级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了郭某绑架案，被
害人的大女儿也向郭某提出了
60多万元的民事赔偿。 庭审中，
公诉人指控，郭某的行为已涉嫌
绑架罪。

据检方指控，1999年，36岁
的文某是长沙一家大公司总经
理。事发前，伍某曾给他做了近5
年的司机，因虚开发票被发现而
被降薪。伍某把事情告诉了老同
学郭某，表示要绑架老板搞几百
万来花。因为缺钱用，郭某找上
了表弟林某，还让林某拉上了好
友王某入伙。

根据笔录，伍某等人在作案
前曾多次踩点， 还准备了刀、尼
龙绳、胶带纸、白纱手套等工具。
他们商定， 在文某的情人家作
案，逼其拿钱，然后将文、许二人
灭口。1999年11月1日， 四人在
长沙松桂园某酒店包了间房，再
次确定各自分工。

当晚8时许， 伍某成功敲开
文某情人家的门，几人迅速冲进
屋内，将许某控制住，劫走其随
带的金器。当晚10点多，文某进
入许某家， 该团伙将文某砸昏，
并用同样的手法将文某控制。案
发后的11月2日上午， 郭某向文
某家属勒索钱财400万， 因公司
会计听错，仅送了40万元。郭某
收到钱后，电话告知其他团伙成
员，团伙成员将文某刺伤，纵火
后逃离了现场。 到了湘潭后，郭
某将40万元进行了平分。

被告声称没有杀人行为

“我只是为了搞钱， 没有商
量过杀人，也没有参与。”在法庭
上，郭某表示，他没想过要杀人，
也没有参与杀人的行为。

郭某的辩护人也表示，郭某
绑架文某的目的是索财，并没有
杀害文某的主观坏意，郭某仅参
与了绑架被害人。此外，郭某化
名“李某平”后，投资了四个公
司，为国家纳税了900多万元，解
决了近200人的就业问题，2008
年到2017年， 为福利院捐助了
10多万元，“他年少无知犯了错
误，归案后向文某的父母拨打了
电话， 希望能得到其家人的谅
解。” ■记者 杨昱

杀人潜逃变富商 自驾游回长被抓

长沙18年前绑架富商撕票案开庭

12月7日，娄底市第六届社区文化节走进双峰专场在蔡和森、蔡畅故里井字镇举行。来自市、县、镇的12支
社区代表队参加演出，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李建新 向阳 摄

费巧玲：好媳妇照顾瘫痪丈夫31年

劳动竞赛一直是劳动比
拼、磨砺团队的好传统，潭房
建工继承并延续了这一优良
传统。 为更好地开展湘潭市
2017年第二、 三批老旧小区
综合提质改造项目建设，充
分调动公司员工和各劳务参
与方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
性， 加快推进精美湘潭项目
建设进度， 确保各改造小区
施工作业安全、质量、进度、
文明施工、 成本效益有效结
合， 潭房建工以“献礼十九
大， 建设精美新湘潭” 为主
题，积极开展2017年第二、三
批老旧小区综合提质改造项
目建设劳动竞赛。

通过积极开展和参与劳

动竞赛活动，进一步激发老旧
小区提质项目建设各劳务参与
方和建设者的工作热情， 充分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促进项目
建设安全生产、质量提升、文明
施工、进度保障、成本控制等五
位一体同步共进， 确保精美湘
潭建设老旧小区棚户改造综合
提质建设项目按照市委、市政
府要求顺利推进， 如期完工。

■章依仁 经济信息

以赛促建 以赛提质 以赛创优
潭房建工积极开展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劳动竞赛

“爸爸出事后， 我的爷爷奶奶每天都是以泪洗面， 整整哭了两
年。”被害人文某的女儿小文说，1999年11月，她当时才12岁，自己的
妹妹才几个月大，她和母亲在澳大利亚生活。听说父亲出事了，才回
到湖南的，没想到父亲就这样没了。“这之后，对我们家影响很大，我
妹妹缺失的父爱，一辈子都找不回来。母亲的头发也急白了，爸爸的
公司更是不了了之。”小文说，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一名年轻而又杰
出的企业家。从白手起家，到生意越做越大，全家老小跟着爸爸从小
楼梯房搬进了大别墅。

对于司机伍某，小文表示，人很亲切，经常会到家里吃饭，可没想到
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来。目前，她们只希望法庭能做出公正的判决。

中南林科大原校长
周先雁受贿案开庭

“常到我家吃饭，没想到做出这样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