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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查到这儿， 肖美丽
已经涉嫌过失致人死亡。

就在民警对肖美丽问完
话后的当晚， 一名女子主动
找到派出所， 说她目睹了案
发时小志坠楼的全过程。案
件有了新变化。

证人王女士居住的地方
位于案发小区的A栋， 恰好
与小志坠楼的B栋相邻。案发
当日她正在家中办公，看到B
栋16楼天台东南角位置一个
小男孩正在试图爬上围挡，
但他个子太矮爬不上去。

“我当时看着很着急，孩
子的处境太危险了。” 王女士
回忆，正在这时，一个穿白色
上衣的女子出现在孩子身后，
把孩子左脚抬起，让他大部分
身子悬在了围挡外。当时男孩
左手抓住围挡上的铁栏杆，右
手在空中挥动，下半身搭在围
栏上，情况十分危急。“过了不
到一分钟，白衣女子将小男孩
往围挡外顺势一推，男孩往外
一翻，掉了下去。”王女士对白
衣女子进行辨认，她正是小志
的继母肖美丽。

8岁男童坠楼身亡？检警查明揪心真相
意外坠亡→过失致人死亡→故意杀人，长沙这起继母杀人案浮出水面

“嘭”的一声巨响，打破了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
某小区的宁静。附近居民闻声赶到现场，一个年约七
八岁的孩子倒在血泊之中。 周围群众猜测孩子是意
外身亡。事情过去4年，小区的老人们偶尔还会谈起
那一场悲剧，然而，事实的真相却不是善良人们猜测
的那么简单。

11月12日，三湘都市报记者联系长沙市开福区
检察院， 厚厚的案卷下是一个令人
揪心的悲剧。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胡奕

记者手记

案子办完了，令人意想
不到的是，我们翻看肖美丽
进入看守所前的体检报告
时发现，她并未怀孕。

这个狠心继母残杀孩
子的理由从一开始就是一
个误会。我们不知道被锁入
铁窗之后的肖美丽看到这
份体检报告时是什么心情，
也许在想后悔没有早一点
遏制自己邪恶的念头，也许
在悲泣自己的命运，也许她
会想到是自己亲手扼杀两
条生命， 小志的和她自己
的。

那个午后太阳照耀下，
人间的每条路都宛如通途，
放学后的小志走在回家的
路上， 他也许在慢吞吞地
走， 也许还在蹦蹦跳跳，但

他不知道也绝不可能想到，
自己走向的是一场荒唐的
谋杀，就像他脚下的路不知
道自己是最后一次承托这
个孩子稚嫩的脚步。

我们同样难以想象小
志被掀下天台的那一刻，他
想了什么，有多害怕，是否
本能般地喊出一声“妈妈”，
如同花叶离枝， 飞星坠地，
猝不及防地向世界告别。

作为执法者，政法机关
可以拨开迷雾寻找真相，可
以运用法律带来正义，但却
无法挽回一个幼小而柔弱
的生命。只能寄希望于这真
相，这正义能让受害的逝者
稍许安慰。并警示那些望向
深渊的人，善待生命，珍惜
自己。

“实在没想到， 这笔钱追回来
了，‘霸道’ 站长也得到了严惩，感
谢纪委的同志啊。”近日，在湘西自
治州保靖县水田河镇违纪资金清
退现场会上，73名生态护林员领
回被该镇原林业站长龙波以各种
名义“借”走的“保命钱”，大伙儿激
动不已。

记 者 获 悉 ，2017 年 3 月 至
2019年1月，龙波利用职务便利，
先后89次违规与管理对象发生
借钱行为， 累计金额共计29765
元；同时，龙波还存在其他违纪
行为。

龙波从2012年开始在水田河
镇林业站工作，2017年3月担任
该镇林业站长。“老张，借50元充
话费， 明天还给你。”2017年6月
一次下村巡山中，龙波以手机欠
费为由，首次开口与中坝村护林
员张某“借钱”。金额不大，又是
上下级关系，张某毫不犹豫通过
微信转了50元。 张某的豪爽，让
龙波十分窃喜。一番摸索后，龙波
先后以充话费、 下村租车等借口
为由，短短几天内，向护林员借了
5000余元。

2018年3月，龙波以发放工资
为由，要求护林员将存折统一上交
至林业站。“我信任他，把存折交给
他。但没有想到，他把钱全部‘取’
走了。”水田河镇丰宏村56岁护林
员龙某的存折上，3月份工资不仅
没有入账，本有的教育补助、粮食
补贴等7000元“保命钱”却“不翼
而飞”。

与龙某有过同样遭遇的还有
4名护林员，因为龙波经常以“取
消护林员身份”要挟，以至于很多
护林员都怕得罪他， 只要开口
“借”，必是“非借不可”。

今年1月10日，保靖县纪委监
委对其问题立案调查。6月19日，
龙波受到降低岗位等级处分，收缴
其违纪所得，向管理对象借款责令
退赔。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龙浩

过失致人死亡变成了故意杀
人？ 但要以故意杀人定肖美丽的
罪，证据似乎还略显单薄。

长沙市开福区检察院在和公
安机关前期沟通后决定迅速启动
提前介入机制，引导侦查。鉴于案
件前期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大，检察
机关要求公安机关在搜集证据时，
特别注意程序规定，讯问肖美丽时
必须同步录音录像， 现场勘查、搜
查物证时也必须有见证人全程在
场。同时，考虑到现场唯一目击证
人的证言是本案的关键，公安机关
根据证人王女士的证言进行侦查
实验，调取案发当日的气象数据，以
确定其证言的合理性和客观性。

另外， 检察机关发现肖美丽
曾在供述中透露想生二孩， 这是
否就是作案动机， 也需要进行充
分的背景调查。 民警在根据检察
机关的建议补充侦查后， 将案件
报送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

经过检察机关的审查， 一起
骇人听闻的继母杀子案逐渐浮出
水面。“肖美丽在与小志的父亲生
下女儿后，很想再生一个儿子，但
当时还未实行全面二孩政策。案
发前肖美丽感觉自己怀孕了，她
又惊又喜， 但在咨询计生委工作
人员后， 发现小志的存在使她二
孩梦想难以实现， 便产生将小志
除掉的恶念。”该案承办人卢明介
绍， 案发当日肖美丽哄骗小志去
楼顶天台， 帮助小志爬上天台围
挡， 在小志身体快要失去平衡时
顺势将他推下， 她为了迎接一个
生命的到来选择终结另一个无辜
的生命。

最终， 肖美丽以故意杀人罪
被开福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后由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长
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肖美丽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

向下属“借钱”89次
“霸道”站长受严惩

男童坠亡，邻居猜测或是意外

2015年11月3日下午4
时许，阳光散发出慵懒的温
暖，对于居住在长沙市开福
区四方坪某小区的居民来
说这不过又是平淡无奇的
一天，老人忙着接孩子放学
回家， 街边的商铺生意冷
清，老板踩着暖炉正在打着
盹。

“嘭”的一声巨响，打破
了整个小区的宁静。

居民们闻声赶到现场，
只见一个年约七八岁的孩子
倒在了血泊之中。 好几个人
掏出手机报警， 等民警和医
护人员赶到现场后， 孩子已
经没了生命体征。

“这不是住在这栋421房

的小志吗，这娃命真苦。”“对
啊，几年前父母离异，他被判
给了父亲， 父亲娶了继母又
生下了妹妹。”围观群众中有
人认出了死去的孩子， 纷纷
为孩子感到惋惜， 几个老人
抹起了眼泪。

孩子为何会遭遇不测，
着急联系其家长的小区居民
们猜测，“正是调皮的时候，
肯定是不小心掉下来的。”

不久后， 小志的继母肖
美丽（化名） 来到了坠楼现
场。望着倒在血泊中的孩子，
不哭不喊显得十分平静。在
简单回答了公安人员的一些
提问后，她便呆坐在一旁，不
再作声。

继母称，不小心让他掉下去了

小志是意外身亡吗？
调查民警很快在现场勘

查中发现， 小志所住的16楼
天台围挡上有小志的脚印，
但小志的身高与天台围挡相
差二十多厘米， 他是怎样爬
上去的呢?

通过调取小区电梯监
控， 民警发现案发前小志独
自乘电梯上了16楼天台。在
小志到达天台两分钟后，继
母肖美丽也乘电梯到达了现
场。 这对继母子在天台说了
什么，做了什么，小志的死是
否和她有关联呢？

“当天中午我和他说，
下午放学回家如果家里没

人就去楼下玩， 但孩子说想
去顶楼玩，我没在意。”肖美
丽面对民警的询问， 很平静
地回答着。她告诉民警，小志
8岁，2个多月前才和他们住
在一起。 事发当天下午，到
了放学时间她看小志还没
回家， 就到顶楼去找， 看到
这孩子果然在顶楼天台上翻
栏杆。

“我就大声制止，但他不
理我， 我想这孩子怎么这么
不听话，决定吓一下他。我就
稍微往外用了一下力， 没想
到他就掉下去了……”说完，
肖美丽低下头， 像是沉浸在
悲伤又或者是负疚感中。

目击者称，小男孩系被推坠亡

继母为迎接新生命故意杀人

请善待生命

11月12日， 武警官兵在进行
实弹射击训练。当天，武警湖南总
队机动支队组织开展多种武器的
实弹训练， 锤炼特战队员能打胜
仗能力， 提升遂行多样化军事任
务的水平。

吴建波 魏征 摄

实弹射击练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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