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 社会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成都全搜索
www.chengdu.cn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2012

年
5

月
2

日星期三 责编高升祥编辑王可然美编谭文彬校对李博

失主为什么一直没有报警？
罗、胡夫妇称，他们虽然很早就发现

了少钱，但开始一直互相以为是夫妻二人
中有谁拿过钱；后来，他们发现有贼行窃
的迹象，但一直没发现到底是谁。所以一
直都没有报警。到后来，他们通过监控发
现是周桂华进入家中行窃后，虽然很生
气，但考虑到毕竟是多年朋友，希望给对
方一个机会，另外周桂华自己也提出不要
报警，因此他们没有报警，而是选择了与
对方直接交涉，由周桂华签下退款纸条，
以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

30万元如何算出来的？
对于30万元这个总金额，他们表示，

这只是一个估算，是根据事后的回忆进行
总计。根据周桂华自己写下的内容，一般
三五天偷一次，最多时1600元，最少时三
五百元，他们的计算是：一个月30天，一个
月算10次，一次偷1000元，一年就是12万，
2008年到2011年就算3年，就是36万，考虑
是朋友，就只算30万元了。

双方当晚交涉的详情如何？4月24日，
罗琼素向成都商报记者提供了相关监控
视频。

一是周桂华盗窃过程。虽然视频清晰
度不高，但完整记录了周桂华盗窃全过
程。在视频里，周桂华打开房门，直接走到
沙发跟前，然后从罗的手提包中掏出一叠
钱，数了一下，之后揣进口袋里离开。

二是当晚交涉情况。在罗家中，周桂
华坐在沙发上，罗琼素等人比划着，并交
替在房间走动。周桂华坐在沙发上，最后
俯身在茶几上写下纸条。由于视频中只有
图像没有声音，因此无法获知双方全部对
话的详情。不过，罗琼素及其家人称，双方
交涉过程中，他们对周桂华没有过激言
行，没有威胁过对方，周桂华是自愿写下
这张纸条的。

判决后，失主表示不能接受
对于周桂华盗窃一案的判决，罗琼素

及亲友表示不能接受，认为判决认定的偷
窃次数、金额，都太少了，判刑过轻。而且
事发后第二天，周桂华就已经退还了两万
元现金，这笔钱都远远多于法院判决中认
定的1800元，这笔钱该如何定性呢？

4月18日，罗琼素写了一份申请抗诉
书，递交到什邡市检察院。在申请中，罗琼
素表示她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提供的证
据是周桂华偷取现金30万元，认为对周的
判决“犯罪事实不清楚，判刑过轻”。

4月24日下午3时，什邡市检察院公诉
科、控告申诉科相关工作人员出面接待了
罗琼素及其亲友，并给出答复：收到罗琼
素的申请后，检察院通过对案件仔细分
析，认为此案适用法律正确，不予抗诉。对
于周桂华自己写下的纸条，检方接待人员
强调，这张纸条只是案件中的一个证据，
这一证据需要其他证据的支撑佐证，不可
能单凭这张纸条进行判决。

纸条、供述，需其他证据佐证
针对罗琼素及家人对周桂华盗窃案

判决的疑问，记者走访了什邡市相关部
门。什邡市公安局政工科民警婉拒了记者
的采访要求。不过，有民警表示，撇开此案
个案详情不说，市民不管是发现被盗遭受
损失，还是发现了犯罪嫌疑人，都应该及
时报案，由警方展开调查，这样才能更好
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什邡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杨兵、控申科
科长刘德文表示，在法律程序上，对于证
据的要求非常严谨。30万元被盗款的计
算，不能仅靠估算和事后回忆进行。应该
是当事人发现一起被盗事件，就及时报
警，经由警方调查，才能固定证据，从而成
为法律依据。另外，从法律程序上说，周桂
华自己的供述，需要其他证据印证，罗琼
素手中的这张纸条，也需要其他证据来支
撑佐证。这涉及证据采信的问题。他们表
示，罗琼素一是可以继续向法院、检察机
关反映申诉，二是可以考虑通过民事诉讼
追讨损失维护权益。

朋友偷朋友字条认账30万
法院来认定3次偷了1800

一边是盗窃败露后承认盗窃30万元及还款计划的字条，一边是法院判决认定盗窃金额
1800元的判决书。面对这两个天壤之别的盗窃金额数字，四川省什邡市市民罗琼素显得有些
懵：虽然盗窃后曾写下字条承认偷了30万，但由于缺乏相关旁证，法院没有采信。

4月23日至28日，成都商报记者对这起有些蹊跷的盗窃案进行了调查。

除了当晚还了900元偷来的
钱，次日，周桂华拿出两万元现金，
退还给了罗家。事情至此告一段
落，只等周桂华随后按这个协议还
钱，直到2017年还完30万元。但事
情突然发生重大转折。

保全名声？认了30万
去年12月29日，周桂华走进什

邡市公安局投案自首。随后，，周桂
华被刑拘。今年1月21日，周桂华被
什邡市检察院批准逮捕。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周桂华
案发后自述表示，她在2008年、
2009年并没有偷过罗琼素的钱，最
早一次是在2010年10月的一天，去
罗家玩耍，看到茶柜上放了几千元
钱，于是从中偷了600元钱。

她自述称，2011年4月、5月、9
月、10月的某一天，她利用找罗琼
素玩耍、能随便进出罗家的机会，
分别偷了4笔、每笔400多元和一笔
500多元。另外，她利用跟罗琼素一
起逛街、帮罗背包包时，也“顺手牵

羊”偷过五六次。2011年10月，她在
罗家耍时看到她家的房门钥匙，为
方便今后偷钱于是拿走了。随后在
当年11月11日晚用这钥匙进入罗
家行窃，当晚事发后，她将钥匙扔
进了垃圾桶。她在交代中还表示，
2011年只偷过这一次。

周桂华在交代时说明，“我偷
了罗琼素家的钱，但没有那么多（

30

万元）。”周桂华称，她当时担心此
事外传，自己从此背上小偷的名声，
无脸见人，因此写了30万元的纸条，
希望保全名声。周桂华承认，在写纸
条的过程中，没有遭到威胁。

三次盗窃获刑半年
什邡市检察院在4月6日的起

诉书中表明：2011年9月，周桂华
在罗琼素家，盗走罗琼素放在客
厅提包内的现金400元。同年10月
25日，周桂华在相同地点，趁罗琼
素整理房间，盗走罗琼素放在客
厅提包内的现金500元。同年11月
11日19时许，周桂华用获得的罗
琼素家房门钥匙，进入罗琼素家，
盗走罗琼素放在客厅提包内的现
金900元。

检察机关的起诉，只涉及这三
次偷窃。什邡市法院审理后也认定
了这三次盗窃。4月13日，法院认
定，检方指控的前两次为普通盗
窃，后一次为入户盗窃，判决周桂
华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
月，并处罚款人民币1000元。

什邡一女子曾写下字条承认偷了朋友家30万，但由于缺乏相关旁证，法院没有采信

今年45岁的罗琼素家住什邡
市方亭民丰巷，他们家在当地经营
着一家汽车修理厂，还拥有一辆出
租车。罗琼素称，常常在下午四五
点过，她会前往修理厂，将营业收
入款装进手提包带回家中，金额从
数百上千元到两三万元不等。由于
时间较晚，另外为方便生意上应急
使用，所以她选择将钱带回家而不
是存进银行。回家后一般是将手提
包放在客厅的沙发上。晚饭后，她
会上街走一走。而丈夫胡天立忙着
生意，一般在晚上9点过才回家。于

是，在晚饭后存在一个家中无人的
时间空档。

钱频频少是谁拿了？
大约是从2008年起，罗琼素开

始发现，自己装进手提包带回家的
钱，常常会莫名其妙少一些。少则
几百元，多则上千元，总之是对不
上账。丈夫胡天立以前爱好过兰
花。发现差钱后，罗琼素以为是丈
夫生意周转应急需要资金，或者是
又投钱炒兰花，于是从家中拿钱。
但她询问丈夫，丈夫否认动过钱，

并反过来问她，是不是她私下拿钱
“补贴”给娘家了，或者是不是打
麻将输了钱不认账。罗琼素对此也
予以否认。为这事，夫妻二人也常
常闹误会，少不了要吵嘴争执。

随着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他们
也开始怀疑，是不是家中遭了贼？
不过他们发现家中并没有被撬门
翻窗的痕迹。

安装监控黑手现身
为了揪出偷钱的人，夫妻俩决

定在家中安装监控设备。2011年11
月11日下午4时，花费1400元钱的
监控设备在家中安装好，摄像头正
好对着客厅沙发，也就是罗琼素常
常放着装钱的手提包的地方。

罗琼素称，当日下午安装好监

控后，她照例前往汽修厂，收走了
营业款，当日带回家的钱，她专门
数了一下，共12470元。晚饭后，她
跟女儿上街散步。散步过程中，她
接到了朋友周桂华打来的电话，周
在电话中问她在什么地方。她说正
在外面散步。周说，本来想找她耍，
那就算了。

当晚8点过，罗琼素回家，发现
门锁被动过，一数提包中的钱，少
了900元。罗琼素打开监控录像查
看：在当晚7点过，一个女人出现在
家中，她走向客厅处的沙发，打开
放钱的手提包，从中间拿出几张
钱，数了一下，然后匆匆离开。而这
个人，对于罗琼素来说并不是陌生
人，正是当晚曾给她打过电话的周
桂华。

周桂华是谁？据罗、胡二人称，
周桂华跟胡天立一个大院里从小
一起长大，娃娃时就是朋友。20多
年前罗琼素嫁过来后，也跟周桂华
非常要好。关系有多好？罗琼素称，
周桂华可以随时上家中来玩耍，自
由出入她的家门。

丈夫所为？朋友误导
罗琼素称，回想起来，晚上家中

无人的时间空档，周桂华常常打电话
给她或者她的女儿，询问她的行踪，
这肯定是为了确认家中是否有人；另
外，作为朋友，她有时候会在周面前
提及发现家中少钱的事，周就会提
出，是不是她的丈夫因为各种原因动
过钱，这是对她的一种误导。

当晚9点过，罗琼素的家人打
电话请周桂华来家中一趟，罗家除

了他们夫妻二人、还有罗的姐姐姐
夫、胡天立在汽修厂的一名徒弟等
人。据罗、胡夫妻二人称，当晚周桂
华来后，他们将监控录像放给周看
了，周当时就傻了眼，说不出话来。
他们则表示，近年来家中频频少
钱，现在发现应该都是周所为。

3年时间偷了30万？
当晚，周桂华在罗家写下了一

张纸条，纸条内容如下：
我周桂华从2008年元月份，私

自偷配罗琼素的防盗门钥匙1把，在
罗琼素不在家时拿私配钥匙进入她
家，窃取罗琼素手提包中的现金。一
班（应为：般）三五天一次，窃取的现
金多时1500-1600（元）左右，少时
300-500（元）左右。从2008年元月到
2011年11月11日止共计30万元。

明天2011年11月12日退还2万元。
2012年1月1日前退还3万。从2012年
元月到2017年12月底，每年退还五
万元。以上是我自原（应为：自愿）

书写，情况属实。退款人 周桂华。

2011年11月11日。
整个协商过程持续了两个多

小时，除了写下纸条，周桂华还退
还了当晚偷窃的现金900元，然后
在晚上12点过离开罗家。

门窗好好的放在家中的钱咋频频变少？
大约是从

2008

年起，罗琼素发现，自己装
进手提包带回家的钱， 常常会莫名其妙少一些。

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总之是对不上账

好友竟是贼写下字条承认偷了30万元
罗琼素称，回想起来，晚上家中无人的时间空

档，周桂华常常打电话给她或者她的女儿，询问她
的行踪，这肯定是为了确认家中是否有人

当事人自首被认定偷窃3次涉案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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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没报警？30万咋算的？

周桂华的代理律师周生福在接受成
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代理律师，
他多次在看守所见到周桂华，周桂华在交
谈中虽然承认偷了几次钱，但是总的数额
绝对不会高达30万元。
周生福表示，这张纸条虽然是周桂华

自己写下的，但法律程序中，这张纸条作为
证据存在瑕疵，法律效力不够，需要其他证
据的印证；另外，在警方侦查、检方审查、法
院判决中，也是注重“轻口供，重证据”。

4月26日上午，周生福在看守所见过
周桂华，周桂华表示服从判决，不会上诉。
周桂华退还的2万元，已经远远多于法院

认定的金额，周生福表示，如何处理这个
问题，要等周桂华出狱后，自己自行决定。

截至4月28日，罗琼素及其亲友表示，
根据他们了解的情况，周桂华在向警方的
供述中，承认多次偷窃，涉及金额六七千
元。因此就算抛开他们手中的30万元的纸
条，按周桂华自己供述的次数和金额来算，
都与一审判决中的三次偷窃共计1800元，
有一定差距。他们目前正在进一步搜集材
料，将继续向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什邡市
人民法院反映情况、提起申诉。（文中罗琼
素、胡天立、周桂华系化名）成都商报记者
饶颖袁勇实习生马建摄影记者王勤

最新进展：
一方不会上诉一方继续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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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 罗琼素发现自
己装进手提包带回家的营业
款，常常会莫名其妙少一些。少
则几百元钱，多则上千元，总之
是对不上账

钱少了
家中没有撬门翻窗的痕

迹， 最初罗琼素怀疑是丈夫投
钱炒兰花， 丈夫却否认还认为
她私下“补贴”娘家，闹误会的
夫妻俩常吵嘴

揪黑手谁拿的
门好好的钱咋少了， 安装

监控真相大白： 原来竟是朋友
所为，她配了罗家的钥匙；事情
败露后， 该朋友写下字条承认
偷”了

3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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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写下
30

万的纸条？ 周桂华的说法
是，她担心此事外传，自己背上小偷的名声无脸
见人，因此写了

30

万元的纸条，希望保全名声

根据周桂华写下的纸条，3年多时间
偷窃的总额是30万元，平均算下来，每个
月罗家至少要被偷将近1万元，平均每天
差不多就要少300元钱。家中如此频繁、数
额较大地少钱，为什么一直没有报警呢？

监控镜头显示：周桂华进入罗琼素家行窃

周桂华写的字条内容

2年做了3次试管婴儿
不孕夫妻感叹经历能写一本书
一次意外流产导致多年不孕

刘女士说，她24岁就和老公结婚了，婚
后不久就开始准备要小孩。然而一直到26
岁，她都始终没能怀孕。“看着别人家的孩
子在妈妈怀里撒娇；看着身边的闺蜜都先
后怀孕生子生活得很幸福；看着老公眼光
里时常闪现出的丝丝期待；看着周围人投
向自己的异样目光……”刘女士的心里有
说不出来的苦。
2007年，已经28岁的刘女士终于怀上了，

老公和婆婆都说她是家里最大的功臣。怀孕
后，刘女士不但不用上班挣钱来养家，婆婆是
连家务活都不让她插手，就嘱咐她呆在家里
安心养胎。怀孕将要当妈妈的那种幸福是从
心里油然而生，然而到怀孕3个月的时候，刘
女士突然下身出血，去医院做检查发现是胎
儿畸形……这当头一棒将沉浸在幸福之中的
刘女士打蒙了，她哭的死去活来。

而且自那之后，刘女士再也没有怀过孕。

四处求医，2年做了3次试管婴儿
婆婆很是期待刘女士能再次怀孕，老

公也多次陪她到当地的医院检查，医生都
说没什么大毛病，吃点药调理一下就能好。
可是，药吃了一年多还是没能再怀孕。
后来，老公陪同刘女士到成都来检查，

医生说是输卵管堵塞，需要做输卵管疏通手
术。但是，做完手术后始终还是没能怀孕。

这几年，刘女士是换了不少的医院，只
要听说哪里治不孕效果好就到哪里看。刘
女士回忆说，当时每换一家医院，医生几乎
都让她先去做输卵管造影或者通液。为了
能有个自己的孩子，这种锥心般的疼痛，她
硬是一次次忍了下来，以至于后来再提到
“输卵管通液”几个字，她就心里打颤。

一次次的期盼，一次次的失望。刘女士
和老公经过商量，决定接受“试管婴儿”。

随后的2年时间里，刘女士先后做了3次试
管婴儿手术，但是始终都以失败告终。医生
看了她近年来厚厚的检查单，说：“应该是
没希望了，去领养一个吧！”刘女士听到医
生这句话，忍不住抱着丈夫嚎啕大哭……

中医调理2个疗程就怀孕，
感叹经历能写书
2011年8月12日，是刘女士一辈子都不能

忘怀的日子。早晨刚起床，刘女士的姑姑跑来
告诉说，一定要去成都阳光妇科医院试试。因
为姑姑的女儿也是多年没有怀孕生子，找到
阳光妇科医院的不孕不育“接绪疗法”拜师
传承人侯主任治疗后，刚刚查出有孕了。

当时，刘女士和老公是你看我，我看
你，都有点不相信，毕竟治疗很久了，家里
也没钱了，效果也没看到。可是，一想到孩
子，刘女士心里还是忍不住想去试试……

在笔者走访过程中，侯主任回忆说，她
当时收治刘女士，相比较收治的其他不孕不
育患者，刘女士是已经多次手术，输卵管功
能已经遭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只能先从调理
方面着手，先尝试恢复她的输卵管功能。

在两个疗程的治疗调理阶段，通过不
断变换“接绪疗法”的处方，刘女士的输卵
管功能终于得到了良好恢复。当刘女士坚
持完2个疗程治疗，发现月经停了，通过B超
检查确诊已经怀孕40多天了。现在，刘女士
还每个月都到医院来复诊，婆婆也是喜出
望外……

笔者在此特别提醒，本报读者如想了
解成都中医药大学不孕不育自主知识研究
成果“接绪疗法”，可以拨打专家咨询热线
86068888

、

85068298。
“接绪疗法”专家侯蓉萍主任坐诊地

点：阳光妇科医院三楼不孕不育专家门诊。
吴筱颖

四川仁寿的刘女士
因为患有不孕症，多年
来四处求医都无果，医
生建议她做试管婴儿，2
年内她前后共接受了3
次试管婴儿手术，最后
还是都失败了。

2011年8月，已经
对怀孕生子失去信心的
刘女士经亲戚介绍，抱
着最后一丝侥幸的心理
找到了成都中医药大学
不孕不育“接绪疗法”
拜师传承人侯蓉萍主
任，侯主任为她采取了2
个疗程的中医治疗，她
竟然奇迹般怀上了。想
想多年求医所受的苦和
痛，怀孕后的刘女士感
叹的说，经历都可以写
一本书了……

什么情况下需要做试管婴儿：权威
不孕不育专家指出，做试管婴儿的夫妻
一定要是夫或妻患不孕不育，且通过临
床治疗无法恢复正常生育力者。

适合做试管婴儿的情况包括：女
性输卵管先天缺失、 后天人为导致双
侧输卵管切除、 女性输卵管完全堵塞
不能复通者、 男性无法进行夫妻生活
且不能治疗者、 男性精子活力低下无
法恢复者。

需要指出，不孕不育夫妻选择做试
管婴儿并不就一定能成功。试管婴儿技
术只能够帮助一小部分的夫妻生育，还
有一大部分的不孕不育夫妻通过临床
治疗后就可以自然怀孕，不孕不育夫妻
一般通过评估生育力和生殖功能，可以
判断是否能适合做试管婴儿。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