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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
“ 瞧他那熊样”引来杀身之祸

“ ８５后”建筑工网吧内被奚落 用啤酒瓶砸人致１死１伤
两 个 月 前 ，在
网吧里上网的１８岁
青 年 康 友 强（ 化
名）无论如何不会
想到，一句冲着陌
生人随口而出的奚
落，竟会令自己头
破血流甚至命丧黄
泉。用啤酒瓶下此
狠手的这个陌生人
就是８５后男子钱壮
壮
（ 化名）。日前 ，
青浦检察院对这起
故意伤害案依法审
查起诉，记者在看
守所里旁听了检察
官提审钱壮壮的整
个过程，独来独往、
内向寡言、提到伤
痛回忆耿耿于怀的
他令人唏嘘不已。
本报记者 卢燕

》案件聚焦

谎称继承巨额遗产
男子诈骗女友近20万

犯罪嫌疑人钱壮壮正接受检方提审。

血涌上头，啤酒瓶狠命连击
今年５月１日下午，钱壮壮走出青浦的
一家建筑工地员工宿舍，拿着两个未开启
的啤酒瓶匆匆走进一家网吧，对准正在上
网的康友强就是猛的一砸，啤酒瓶顿时随
着爆裂的玻璃碎片四处飞溅，头顶被击中
的康友强顿时蒙了。
一个啤酒瓶砸中康友强后，钱壮壮立
刻拿出另外一个啤酒瓶，倾身缓了一缓，
对着坐在康友强旁边的马力华
（ 化名）又
是一砸。砸完后，钱壮壮立刻夺门而逃。
被砸到的两个人随即站起来，追出了
网吧。没有追上钱壮壮，两人看见自己身
上狼狈不堪，只好去到一家理发店清理。
刚坐进理发店没多久，康友强的头开始血
流不止，在马力华的连声呼唤下失去了知
觉，倒地不起。
当晚，急诊室给康友强开出了脑死亡
的病危通知书，１０多天后，康友强的心跳
停止了跳动。而马力华的头部和颈部也受
到不同程度的划伤。
得知自己闯祸的钱壮壮不敢回宿舍，

》对话

先逃到苏州后返回江苏溧阳，尽管自己的
父母都在那里，他却有家不敢回，躲了几
天后又逃窜到了溧阳的一家石灰窑厂，最
后被公安捉拿归案。
那么，究竟为了什么，他要对着两个
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下此狠手？

陌生人张明
（ 化名）。
“ 当时，我好声好气地对张明说，让一
让，让一让。他刚开始装没听到，后来我又
催了他，他就扯着脖子对我大吼大叫，你
进去啊，你进去啊。”隔着栏杆，记者能感
受钱壮壮因被人看不起而产生的激动：
“ 张明吼完以后，总算动了动位置，可我发
内心：
他们从上到下斜睨我
现网吧里很多人都在盯着我看，我想这个
昨天，记者随同青浦检察院的检察官 网不上也罢，就想走了算了。”
在青浦区看守所的提审室里，见到了已被
钱壮壮背着工具包，又从狭小的座位
过道里走了出去：
“ 我走到康友强后面，听
逮捕的钱壮壮。
１９８７年出生的他膀粗腰圆，皮肤黝 到他对旁边的马力华说了一句，看他那个
黑，描述案发经过时，不由自主就会在言 熊样！”
灰溜溜地回到了宿舍，钱壮壮拿出白
语间加入自己的
“ 臆想”“
： 那天，我从
工地下班后，背着工具包就去了那家网 酒就是一顿猛灌，胸中的怒火越蹿越高：
吧，找的座位就在康友强和马力华旁边。 “ 凭什么看不起农民工？”
“ 那天我回到宿舍后，看见还有几瓶
大概看我穿的是工地上的工作服，他们
看我的眼神是从上到下地斜睨我，好像 没喝的啤酒，抄起啤酒瓶就冲了出去。当
在说，你一个农民工也能进来跟我们坐在 时根本没考虑到会有什么后果，就觉得被
人看不起的滋味太难受了。” 钱壮壮告诉
一块。”
据网吧的探头显示，康友强坐的是２６ 检察官：
“ 我明年就想和女朋友结婚了，为
号，马力华坐的是２５号，钱壮壮看中了靠 了凑钱装修老家的房子，才到上海来打
墙壁的２３号。坐在２４号座位的是另外一个 工。”

每天都被包工头骂心里很烦也很累

检察官：来上海打工几年了？工地包
工头每个月都会按时发工资吗？
钱壮壮：４年了，一直跟着这一个包工
头。哪里有工地，就去哪里干活。几乎每天
都要唧唧叨叨地被他骂，心里很烦也很
累。每天的工钱大概有１００多块，但每个月
就给我１５００块钱，所有的工钱到年底才结
清。
检察官：康友强他们三个人跟你不认
识，就说了那句话，你就觉得自己不被尊

》记者观察

检察院供图

重吗？
钱壮壮：是的。小时候，我常常被人欺
负，就想着要强壮身体，那天去上网也是
为了查健身的资料，我不像他们上网就是
去打游戏。我是四川人，长大后跟着父母
迁到了江苏溧阳。因为不会讲当地的方
言，有时候去饭馆吃饭，当地人都不跟我
坐一桌。有了女朋友以后，我就想着要多
挣钱回去结婚装修房子，不然家人受欺
负。

检察官：宿舍里的工友说你独来独
往，性格很孤僻内向，你自己是怎么想
的？
钱壮壮：我是很内向。可能还是跟我
小时候有关吧，我不会讲当地方言，别人
一听到我讲普通话就喊我是“ 四川佬”，
说我们那边怎么怎么穷，慢慢地，我就不
爱说话了。宿舍里的工友每天下了班都要
出去吃饭，我都是买了自己回来吃，不大
跟他们在一起。

提高自控能力，
不要怀着敌意看待他人

从看守所出来后，记者注意到，犯罪
嫌疑人钱壮壮性格孤僻内向，不爱与人交
往，却是不鸣则已，一鸣偏激。这起故意伤
害案中的钱壮壮会否已经有了
“ 周克华”
的雏形？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在愤怒的时候，
有泄愤报复心理，但是对什么事情会愤
怒，愤怒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手段泄愤，泄
愤时候的理性考量的深浅大小，对生命的
珍惜和尊重，每个人情况有所不同。
以最近大家热议的周克华案为例，法
律界有观点认为，他的目标仅仅是钱，也
就是财，周克华是个目标型的犯罪者，而

非情绪型的，他几乎所有的目标就是奔着
钱财去的，所以他大多选择在银行门口作
案。作案时，他杀伤的都是与他的目标直
接有关的人，与此无关的人并不在他行凶
的范围之内。
提审钱壮壮的青浦区检察院承办检
察官认为，相对于周克华，本案中的犯罪
嫌疑人不是目标型的犯罪者，恰恰是情绪
型的犯罪者。本案中，仅仅因为犯罪嫌疑
人误以为被害人对他说了
“ 瞧他那熊样”
的一句话，便使其产生了泄愤报复的心
理。
从他进网吧，到回住处拿啤酒瓶来砸

伤被害人，整个过程前后只有十几分钟的
时间，其情绪型的表露很明显。如果说将
别人对他的奚落视为犯罪的外在诱因的
话，那么其缺陷的人格则是犯罪的内因。
人格缺陷有很多种，就本案而言，犯
罪嫌疑人具有思维偏激极端、相对剥夺感
强的人格缺陷。思维偏激极端者往往不讲
分寸，不讲度，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
所以，作为常人而言，要性格开朗，不
要总怀着敌意看待他人，要提高自控能
力，通过自我锻炼和监督，充分发挥意志
的抑制功能，从而消除攻击性，做一名心
理健康的人。

本报讯 记者 卢燕 年轻的９０后小伙
子因与女友感情不和，竟然虚构了一出
“ 继承姐姐巨额遗产”的荒谬闹剧，在短
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先后从女友处骗得近
２０万元供其挥霍花用。近日，嘉定区法院
以诈骗罪依法判处该男子有期徒刑４年３
个月，
罚金８０００元。
２００９年，
“ ９０后” 的小王通过朋友介
绍，认识了在足浴店工作的小琳，两人随
后确立了恋爱关系。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小王开
始实行他
“ 精心策划”的骗局。两人一起
吃饭时，他貌似不经意地提到，他姐姐突
然亡故，生前在市区有两处房产，还有一
大笔存款，他们家正在准备与姐姐的前夫
及孩子打官司，争取遗产的所有权，只是
聘请律师要花一大笔钱。随后，他就向小
琳提出了借钱的要求，小琳爽快答应了，
第二天就从银行取出１０万元交给了小王。
在随后的三个月里，小王以打官司要
交诉讼费、鉴定费等种种借口，又从小琳
处陆续骗得９．６万千元，钱款到手后很快被
他挥霍一空。
法院认为，被告人小王虚构事实、隐
瞒真相，骗取公民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
已构成诈骗罪，据此作出上述判决。

三农民网上
“ 钓鱼”
化身
“ 雷允上”诈骗
本报讯 记者 卢燕 通讯员 汤峥鸣
３名农民在百度网上化身“ 雷允上医药贸
易有限公司”，发布销售贵重、紧俏药品的
虚假信息，骗取近１０万元。日前，黄浦区法
院开庭审理此案，以诈骗罪判处郭甲有期
徒刑１年９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１万元，判
处郭乙有期徒刑１０个月，缓刑１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５０００元，判处郭丙有期徒刑６个
月，缓刑１年，并处罚金人民币５０００元；非
法所得责令退赔，发还被害人。
去年９月至今年３月，福建南安人郭甲
冒充上海雷允上医药贸易有限公司或上
海国际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注册
虚假网站，在百度搜索引擎发布虚假售药
信息，并留下联系电话及ＱＱ号码。其父郭
乙负责刷新网页，提高虚假信息在百度上
的排名，诱骗被害人将购药款汇入其控制
的银行卡内。最后，亲戚郭丙从ＡＴＭ机提
取钱款。
今年４月１３日，３人在南安被抓获。

虹口警方侦破
盗窃保险箱案件
本报讯 记者 马鈜 凌晨４点，两名可
疑男子手推垃圾箱行走在汶水东路上，继
而又将垃圾箱推进了中山北一路新市路
口的绿化带内，３０分钟后两人行色匆匆地
离开了绿化带，垃圾箱却并未被推走。当
日晚，两名男子又折返回该处绿化带，在
此逗留一阵后，将一只保险箱装上了一辆
三轮车离开了现场。
上述情景是虹口警方在今年６月２９日
晚发生燃气公司保险箱被盗案后通过调
阅监控视频观察到的情况。正是通过了锁
定垃圾箱内有玄机——
—确定了保险箱就
在垃圾箱内这一情况。虹口警方顺藤摸
瓜，经过周密侦查，赶赴福建南平，在市局
相关部门、当地警方的全力配合下，成功
侦破
“ ６·２９”盗窃保险箱案，将两名犯罪嫌
疑人江某、余某抓获，并成功追回全部被
盗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