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年，39岁，湖北公安人。为

还巨债，不惜铤而走险。

曾平，邵阳人。3天后是他50岁的

生日，6年以贩养吸，终究法网难逃。

2009年9月9日，长沙市公安

机关抓获了两名涉嫌运输、贩卖

毒品的犯罪嫌疑人张年和曾平，

查获麻古5733粒。

在4名法警的看押下， 张曾

两人被押上了法庭。他们一路低

头，在50岁的曾平经过听审席的

刹那，坐在前排的一位头发花白

的老婆婆突然站了起来，泪如雨

下，口中念念的呼唤着儿子。

在法警的劝说下她许久才

恢复平静。但她的手却一直紧紧

抓着同来的儿媳，相对涕泪。

法庭先单独调查张年。

审判长问：“被告人对起诉

书中的事实有无异议？”

张说：“不属实。我是做烟草

生意的。”

后又单独询问曾。

曾说：“我是一个吸毒6年的

人，从去年8月开始与张买毒品，

以贩养吸。我们常拿烟草买卖作

为掩护，其实那都是个幌子。”

审判长把两人同时带上法庭对

质：“你们肯定有一人在说谎，你们的

认罪态度会直接影响到定罪量刑。”

张年有些发抖， 低头不说

话。许久他还是坚持“我冤枉”。

公诉人对照案卷罗列了他大

批的犯罪事实，并请求对其重判。

(特别感谢通讯员： 胡淋伟

王力夫 罗炼)

又见面了，来听判决，两人眼

里已经没有开庭时怒目圆睁的愤

怒，更多的是视若不见的惘然。

邓文兴，戴着手铐被押在被

审判席里，形容枯槁，双目无神，

俨然已经失去了当年千万身家

掷地千金的“范”。

被害人，杨彰，左腿已瘸。他

在家人的帮助下艰难地坐定，风

尘仆仆。

这场在浏阳震惊一时的千万

富翁买凶伤人案，终于尘埃落定。

法官举起小锤“砰”一声脆响：“全

体起立， 此案经过两次庭审作出

一审判决： 主犯邓文兴犯故意伤

害罪和逃脱罪， 数罪并罚被判处

有期徒刑十四年零六个月， 其妻

子柳青、 家中保姆夏平华等均以

窝赃罪被判刑一年和八个月。”至

此， 这一买凶伤人案中所有涉案

12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前， 同样是流火的七

月。做工程发家的千万富翁邓文

兴和邓少烽 (另案处理)，到浏阳

关口街道承包了一处工程。

当地人杨彰也想分一杯羹，

可遭到了拒绝。此后，杨彰便以

阻工威胁邓。有些社会气息的邓

文兴决定给杨点颜色看看。于是

找来几个人花10万元准备废掉

杨彰一条腿。那年9月21日凌晨，

在浏阳风光桥上，铁锤、铁棍将

杨彰的左腿打得血肉模糊。

小刘才24岁，今年年初朋友

来访， 大家到按摩院来享受享

受。正当他兴致高涨，按摩师告

诉他已经结束了， 小刘大为光

火， 觉得时间太短得加时间，遭

到拒绝。

李乐(化名)是经老板李某介

绍， 过完春节来到按摩店帮工

的。拿着2000多元包吃包住的工

资，干活十分勤奋。一听有人“叫

板”他立即奋勇向前，哪知两人

一阵打斗小刘却一命呜呼。

法庭上，李乐认罪态度相当

好，“我很后悔啊，法官。”

刘家提出了49万的索赔，两

家商议着还未能定案。

“实在是对不住您啊， 我这辈

子都会受良心的谴责。”庭后，李乐

母亲握着刘大爷的手， 老泪纵横，

一直重复着这句话。“都是儿子，我

能够理解您作为父亲的心情，孩子

的父亲46岁就去世了，我一个人在

外打工挣钱，把孩子养大。”

刘大爷半晌，才叹了口气悲

恸地说道：“我们已经失去了仅

有的儿子，要求赔偿是全家人一

致的想法，希望你们能够承担起

这个责任。”

法官宣布， 需经合议庭合

议，择日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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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富翁花十万买人一条腿

时间：2010年7月22日 地点: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

时间：2010年7月22日上午9:30���地点：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

“我这辈子都会受良心的谴责”

“祭而丰

不如养之厚，

悔之晚何若

谨于前”。两

个年轻人一

时大打出手

的冲动，换来

的却是两对

老人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

彻骨之痛。

两 者 之

间必有一说

谎者，带给他

的不仅是心

理永恒的谴

责，更是法律

更深的惩戒。

两人必有一人说谎

1

典型病例：激情夜生活换来血栓性外痔

王先生，32 岁，某公司业务总经理，平

日工作繁重，泡吧、卡拉 OK 等娱乐形式是

他放松的主要方式。到了夏季，王先生就瞄

上了这大大小小的夜宵店， 跟朋友在这种

环境下聊天也轻松，碰上业务事情，这大杯

冰镇啤酒一口闷下去说起话来也爽快些。

由于平常生活不规律， 他一直有便秘的毛

病，还偶尔便血，他觉得一大男人这点小毛

病不算什么，也没去管。前几天外地朋友到

长沙办事，几天时间里，他带朋友在长沙有

名酒吧、夜宵店去了个遍，为此他也付出了

代价，每次吃完东西回家后就想上厕所，但

排便又很困难，稍微用力屁股又痛得

很， 还便血， 前天朋友要回去了，中

午吃饭多喝了几杯， 还点了盆口味

虾，结果还在送朋友去机场的路上屁

股疼痛难忍， 掉头后直接去医院检

查，确诊为血栓性外痔兼肛裂。

长沙肛泰肛肠医院张立修主任表示准

确检查是精确治疗的关键。 只有根据患者

不同的病因、病情，对症治疗，才是更加科

学有效的治疗方法。 在快节奏生活的今天，

出现便血、排便不尽等症状，患者都不愿去

医院治疗。 另外由于肛肠疾病临床检查手

段单一， 至少四成以上肛肠疾病患者病情

诊断不清。 为此长沙肛泰肛肠医院引进国

际先进的“EES 双镜联检”系统。 该系统是

日本奥林巴斯电子结肠镜及电子肛门镜的

完美结合， 它摒弃了普通肛门镜对于直肠

及直肠上段的病变无法探及所造成的漏

诊、 误诊情况。 您有任何问题均可拨打

0731-82820666 进行专业咨询。

长沙肛泰肛肠医院作为长沙市医保定

点单位， 凡享有长沙市医保的市民痔疮手

术，均可享受长沙市医保政策，最高可获补

90%。 长沙肛泰肛肠医院作为湖南省首个

肛肠疾病微创诊疗中心， 率先引进了微创

无痛 PPH 术、HCPT 术、 痔动脉结扎术等

先进的微创无痛技术， 颠覆了传统肛肠手

术出血多、疼痛大、恢复时间长等格局。 在

不耽误工作的情况下， 用手术轻松解决身

体的健康问题。 酷暑难当，疾病趁机发作，

长沙肛泰肛肠医院邀长沙市医保所有需要

进行痔疮手术的患者用小费用做手术，轻

轻松松一天解决痔疮痛苦！

3

专家推荐：你自己看得见的诊断———日本奥林巴斯 EES 双镜联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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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市民吃喝应有节制

长沙肛泰肛肠医院张主任表示， 辛辣

食物产生刺激, 导致直肠粘膜充血造成便

痛，同时局部静脉扩大曲张而生成痔疮，而

酒中的酒精有使血管壁松弛的作用， 会加

重痔疮淤血，市民在吃喝上要节制，因享乐

伤了健康很不划算。张主任表示，已经有肛

肠不适的人要特别注意， 疾病可能已经入

侵了身体，而夏季出汗多，肛门长期处于湿

热状态，由于气温过高，即便在空调房内，

肛门处也是湿热的，病变部位会出现发炎、

脓肿、溃烂等现象，及时治疗是有效

防止病变的最好方法。 另外，外面夜

宵摊的卫生方面也很难保证，容易导

致腹泻甚至引发肠炎， 腹泻次数多，

增大腹压同样并发或加重痔疮。

征集：医保痔疮患者

连续几天的高温炙烤，让长沙城变成了一个“大蒸笼”，空气里充斥着汗臭气味，大街小巷到处都弥漫着躁动的气息。 夜晚，燥热褪去，忙碌一

天空闲之余和好友在街头巷口的大排档吃烧烤、喝冰镇啤酒，谈笑风生，真可谓是痛快淋漓，可又有多少人的肛肠能够承受这样的天天“疯狂吃

喝”。 烈日下，便血、便痛、坠胀等现象让人变得更加躁动不安……

专家提醒：肛门湿热，慎防发炎、脓肿

大暑，当心便血、便痛惹祸

征集条件：

1.凡是长沙市医保有需要进行痔疮微创

手术患者；

2.有便血、便秘、腹胀、肛门坠胀 便痛、

排便不干净、肛门瘙痒、肛门直肠疼痛、肛门

或者肛周疼痛、肛门直肠有异物感、肛门流粘

液或血水、 肛门有肿块突起以及肛肠疾病久

治不愈、手术后复发者的市民。

参与热线：0731-82820666

■漫画/王珏

时间：2010年7月16日 地点：浏阳市人民法院

浏 阳 检

察院杨志雄

副检察长说：

“邓文兴恶势

力的覆灭，还

了浏阳一方

净土的安宁，

老百姓拍手

称快。” 早知

今日，何必当

初？

记者张颐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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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颐佳

实习生 刘希

张鑫 刘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