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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24年 再照全家福
当年怀抱的侄儿已结婚

2月7日下午4时，陈满的侄儿陈畋
夫妇从绵阳回来了，一家子完整团聚，
陈畋给家里每个人都买了过年礼物。

“他给我买了两套睡衣、一双耐克鞋，
还有一条烟。”说起侄儿买的礼物，陈
满满脸笑容。拿到侄儿送来的烟，陈满
正欲拆开，又立即提议：“爸妈在家里，
我们出去抽，免得熏到他们。”

陈满说，家里三兄弟就他一人抽
烟，此前烟瘾并不大，但入狱后，他只
能用烟草来缓解心中的烦闷和忧愁，
烟瘾也由此慢慢增大。现在陈满想逐
步把烟戒掉。

当晚6时许，陈满给亲戚、同学以
及帮助过他的律师和朋友们挨个打电
话拜年。大嫂李宇琪开始张罗晚饭，有
鱼肉、腊肉香肠、鸡肉，当然还有陈满
爱吃的回锅肉。晚上7时许，窗外响起
阵阵鞭炮声，陈满一家的年夜饭也张
罗完毕。“我们照张全家福吧！”说着，
侄儿陈畋把椅子摆放好，将爷爷、奶奶
扶到椅子上坐好。陈满被围在中央，快
门“咔擦”一声，定格下一张张笑脸。

随后，大嫂从书房里面拿出一张老
照片，勾起了在场所有人的回忆。这是
1991年春节时陈家拍的全家福，当时陈
满怀抱着几岁的侄儿陈畋，如今陈畋已
结婚，全家福增添了侄儿媳妇王怡然。

记者来采访 同学来聚会
几乎每天都有人到访

自2月2日，陈满回到家里，到现在
已经10多天，2月4日和5日，他在成都
进行了身体全面检查。20多年来，视力
下降了很多。现在，报纸上的小五号字
他都看不清楚。

“春节期间，陈满很忙，几乎每天
都有人到访。”大哥陈忆介绍，春节7
天，除了正月初二，每天都有记者前来
采访。

回来的这几天，陈满已经收到了
两封陌生人的来信。一封是来自绵竹
的。来信者张女士是一对双胞胎的母
亲，她在信中为陈满母亲王众一以及
另一位“妈妈”陈世蓉的伟大母爱而感
动。

另一封则是来自黑龙江哈尔滨。
信中这位名叫张华的人对陈满及家人
表达了敬佩之情和祝福。张华在信中
希望陈满有一个好的人生规划。

“到时候我给他们回信。”陈满在
每封信的后面都写上了收信时间和来
信人地址和姓名。“现在记性不大好，
免得忘记了。”

从初一到初七，唯一由陈满自己
支配的一整天时间就是大年初二和同
学聚会，高中同学姚军、王福军等30多
人来了。“20多年没见，当天站在门口
等同学时，心里面特别激动。”陈满说。

城市大了 车多人多
他出门不敢走太远

之前，陈忆买了一个新手机，专
门存储有关陈满案子的各种资料。陈
满回家后，陈忆就将这部智能手机给
了弟弟。

昨日，记者采访时，陈满的手机不
时响起微信提示音，这是陈满刚刚学
会使用的。偶尔有空，陈满还会给同学
回微信。摩挲看着手中这部智能手机，
陈满感慨地回忆：“我（入狱）之前预订
了一个价值1800元的BP机，那个时候
已经算高端的了，还没有到货就被抓
了，现在的智能手机功能太强大了，我
还有点不习惯。”

陈满说，除夕当天，大哥把手机给
了他，当时他只会接打电话，到12日他
已经学会使用微信和发短信，还加入
两个同学群，可以用微信和同学交流。

回家后的日子，陈满每天上午都
会陪陪父母，下午有时间的话会出去
转转，但他不敢走太远。“城市变化太
大，人多了，车也多了，楼变高了，路变
宽了。”陈满说。

前几天陈满出门到书店逛了逛，
给自己买了两本书《创京东》和《万达
哲学》。

“希望不断学习，提高自己，不能
与社会脱节。”陈满坦言，他要为将来
创业做准备。

我1963年2月18日出生在德阳绵竹市。
1988年，我25岁，我停薪留职到海南谋求发
展，之前，我在绵竹工商局上班，这是一份

“铁饭碗”工作，令很多人羡慕。
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我有很多梦想，也

有很多爱好。我喜欢听古典音乐，尤其世界
名曲，同时我还喜欢摄影。没考上大学，心里
有点空。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我去了海南。

当时，正值海南省被确定为“经济特
区”，百万人闯海南，也激起了我闯海南的激
情。于是，我向单位递交辞职书停薪留职，告
别父母、大哥和二哥，与王福军、姚军等8个
高中同学一起，坐着火车来到海南。到海南，
就是想干一番事业。我与一道前来的老乡合
伙开过餐馆，也在一些单位打过工。

在海南立足后，1992年6月，我在海口市
创办“冬雨”公司，从事室内装修工程。公司取
名冬雨，是取义我的名字，陈字有“东”，满字
有“雨”。公司刚起步，接了几笔大的单子，正
想着大干一番，噩梦开始了，我一辈子都记得
1992年12月27日晚上，那一天我被抓。

当晚，我和杨锡春、刘俊生、张惠胜在宁
屯大厦702房打麻将，突然进来了五六名警
察，我们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停下了打
牌。警察说“跟我们走一趟。”“为什么抓我
们？我们不过就打麻将而已。”有人问，警察
没有回答，把我们四个都带走了。

被带到公安局以后，警察询问了我的情
况，1992年12月25日下午到晚上做了些什
么，和哪些人在一起。

我说，25日下午6点左右，我一直在宁屯
大厦，这是我搞装修的地方，当时，我和靖海
科技公司员工一起吃饭，看电视，还给几个
打麻将的朋友端茶倒水。到晚上8点以后，我
才出去打了一个呼机。当时，有杨锡春、刘俊
生、张惠胜等人可以作证。

当晚，警察简单问了我的情况，问完笔
录后把我铐在不锈钢管子上，第二天我被送
到了秀英收审所。

1993年1月6日至10日，我被从收审所
提审到海口市刑警队办公室审讯。我在惨遭
毒打和恐吓的情况下形成了口供。其实我心
里知道，这事（钟作宽被杀）不是我做的，这
是永远改变不了的事实。这么多人证明我没
干过，我没有作案时间，也没有动机。

当时心里特别无助，感觉深陷黑暗的泥
潭，和家里也无法联系，夜里经常做梦，梦到
被折磨，经常惊醒。

（根据陈满本人口述整理）

“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
人民日报评论：
这不仅是城乡差距问题

这个春节，一位上海女孩引发广
泛的社会讨论。这位女孩春节到男朋
友的江西老家过年，却把男朋友家的
晚餐发到网上，不仅毅然和男朋友分
手，而且连夜返回上海家中。事件虽
然尚有疑点，但在春节团圆期间，在
人们正为返乡而愁肠百转之时，瞬间
戳中了无数人的情感神经。

城市与乡村的差距，婚姻与家境
的关系，阶层固化与社会流动的辩
论，“孔雀女”与“凤凰男”的标签……
一时间，各种讨论唇枪舌剑，反映出
复杂多元的价值图谱。这位女孩晒出
晚餐照片确实有欠考虑，但也要尊重
她个人的择偶权利，不应该出于同情
农村人而对她进行人身攻击。而仅凭
一桌饭菜就给故事的男主角贴上“凤
凰男”的标签，更是令人齿冷心寒的
诛心之论。可以说，故事的男女主角
都有情非得已的隐衷，他们的命运就
像时代洪流溅起的泡沫，舆论不应该
去消费个体的苦衷，而应该透视泡沫
折射出的深层问题。

哲人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春节返乡团圆，恰恰是对农村出身
与社会关系的再次确认，而那位女
孩的连夜出走，也正是对这种社会
关系的拒绝。因此，这不仅仅是城乡
差距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阶层固化
的问题，而是农村大学生在向上流
动之后，如何去重新构建自己的社
会身份的问题。

所以，当人们为阶层固化而感
到忧心忡忡、不断呼吁打开社会流
动大门的同时，也应该致力于建设
更加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提
升社会各个阶层的整体福祉，不要
让农村还是那样凋敝，不要让农民
还是那样贫穷。否则，少数向上流动
的农村大学生，只会在不断拉大的
阶层差距中，继续经受身份撕裂带
来的苦痛，在“回不去的故乡，融不
进的城市”的迷茫中继续着乡关何
处的身份迷失。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心里堵得慌，挺生气的”

记者：这个年过得怎么样？
尚爱云：过年就在呼和浩特过的，亲

戚也挺多的。呼格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都在呼和浩特，老大有个女儿，他们都过
来吃团圆饭。就因为这个追责结果，年过
得不愉快，心里堵得慌，挺生气的。

记者：有报道说您听说追责结果后
很激动。

尚爱云：小年那天早上7点多，大儿
子给我打电话，说在网上看到，追责结果
宣布了。我听了后放下电话就坐到沙发
上大哭。

记者：您对追责结果很不满意。
尚爱云：不光是我们不满意，可能还

有其他人也不满意。一是说法不明确，二
是追责不到位。追责当年公检法主要办
案人员，不能一个记过就完了，那是稀里
糊涂地糊弄人。追责太轻了，不是我要报
私仇，对法律、对社会也得有个交代啊，
避免公检法再办冤假错案。既然错了，为

何不认真悔过？
记者：您有去找过有关部门吗？
尚爱云：知道追责结果的第二天，我

去了检察院，问他们那些人因为啥记过。
记者：他们怎么回答您？
尚爱云：他们解释不清，还是应付。
记者：对追责结果网上也有很多不

满的声音，相关部门有没有再找您？
尚爱云：谁也没有找过我。追责结

果出来之前，我去找他们，他们说会公
平公正地处理，追责结果会第一时间
告诉我。哪有谁告诉我？除了高院的人
宣判无罪，没有人到家里来，说一声对
不起。

“追责到位就画上句号了”

记者：生活上有什么变化吗？
尚爱云：房子老了，沙发坐了15年，

烂得不行了，换了新沙发和茶几，别的也
没添什么东西。给他（呼格）迁了墓。过年
那天，他的弟弟和哥哥去了陵园，给他送

点过年的吃的，送点钱，去跟他说说话。
追责结果出来之后，我也去了两次。

记者：您对他说了什么？
尚爱云：他永远停留在18岁了。我对

他说，不是妈妈那时候不救你，妈妈实在
是救不了你。我说，你的冤案平反了，罪
洗清了，谁都知道你是一个无罪的人，你
是妈妈的好儿子。我对他说，事情都解决
了，就差一个追责了，如果追责到位就画
上句号了。现在还是一个问号。

记者：媒体说有陌生网友去呼格墓
前，还有人要写呼格案的书、拍电影电
视剧？

尚爱云：是的，她拿了鲜花，去墓前
祭拜。汤计（注：新华社记者、呼格案再审
推动者之一）的书出了，别人还要写，有
个编剧也来过说拍电视剧。

记者：呼和浩特现在很多人都认识
您吧？

尚爱云：是啊，坐公交车、去商场买
东西，都认得。去北京回来在机场的时
候，很多人都能认出来。有的人走过来问

我，你是呼格的妈妈吧？有的人就在旁边
说，那是谁的妈妈。

记者：现在再回忆之前的路，也挺感
慨吧？

尚爱云：我今年63岁，人生将近三分
之一都耗在这个案子上头了。

记者：是呀，20年过去了。
尚爱云：20年了。人生有几个20年？

打击太大太多了。
记者：您付出了很多。
尚爱云：作为父母，知道孩子是清白

的，都会这样。我不图别的，钱只是一个
数字问题。能给我儿子讨回一个清白，叫
全中国人都知道，我儿子是守法公民，不
是杀人犯；只要有一口气，总有一个人能
给我儿子伸张正义，我就抱着这个希望。

记者：近几年翻出的冤案不少，您有
什么看法？

尚爱云：对中国的法治，我就期盼着
能公平公正，避免这些冤假错案，我就期
盼着法律能一年比一年更好。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牛亚皓

24年第一次在家过年

城市变化太大，车多人多他怕迷路，出门不敢走太远
高中同学聚会，有人来信问候建议，各路记者来采访

陈满：我这 2 3 年

专栏

一、被抓 噩梦的开始

陈满
很忙

春节前，呼格案27名责任人被追责，多为“党内警告”“行政记过”

对追责结果不满意 呼格家这个年

蒙冤蒙冤2323年年，，
陈满无罪释放陈满无罪释放，，
猴年的春节猴年的春节，，他他
如愿首次与家如愿首次与家
人共度春节人共度春节。。除除
夕那天夕那天，，一家人一家人
拍了全家福拍了全家福：：陈陈
满坐在最中央满坐在最中央，，
父亲陈元成在父亲陈元成在
拍照时眼睛眯拍照时眼睛眯
成 了 一 条 缝成 了 一 条 缝
…… 大 嫂 李 宇…… 大 嫂 李 宇
琪还特意翻出琪还特意翻出
19911991年春节的年春节的
全家福全家福，，当时陈当时陈
满抱着大哥的满抱着大哥的
儿 子 陈 畋儿 子 陈 畋 。。如如
今今，，陈畋陈畋已经结已经结
婚婚。。这张这张2424年后年后
的全家福里面的全家福里面，，
多了陈满的侄多了陈满的侄
儿媳妇王怡然儿媳妇王怡然。。

““ 新 年 愿新 年 愿
望是陪着父母望是陪着父母
开 开 心 心 过开 开 心 心 过
年年 ，，这 个 愿 望这 个 愿 望
已经实现已经实现。”。”拿拿
着 照 片着 照 片 ，，陈 满陈 满
非常高兴非常高兴。。

上次照全家福（右）时，陈满把侄儿抱在怀中，如今侄儿已成家

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18年后沉冤
昭雪，而对错案办案人员的追责结果又
引发不满。

1996年，呼和浩特市毛纺厂女厕发
生强奸杀人案。18岁的呼格吉勒图被认定
为凶手，被枪决。2005年，赵志红供认自己
是该案真凶。2014年12月，内蒙古高院宣
判呼格吉勒图无罪。今年1月31日，内蒙古
有关部门公布对该错案27名责任人的追
责结果，多以“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理。

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尚爱云昨日在接
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说，对办案人员
的追责不明确、不到位，让这个年过得
“不愉快”。

香港露天停车场起火
警方将其暂列为纵火案

据央视新闻报道，13日凌晨零
时5分，香港荔枝角货柜码头南路一
个露天停车场发生三级火警，焚烧
两个多小时后被扑灭，无人受伤。警
方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有可疑，
暂列为纵火案。

据央视昨日上午报道，事发2月
13日凌晨零时5分，八号货柜码头附
近一个露天停车场，两个载着发泡胶
的货柜箱突然冒烟起火。大火由货柜
冒出，并波及毗邻多部车辆，现场一
片火光，并传出爆炸声，浓烟冲天。

接警后消防员立即赶到现场，
火势已波及毗邻旅游巴士，近10次
爆炸，消防员动用多条灭火水喉及
派出烟帽队灌救，随后将火警升为
三级，以便增加人手到场协助扑救，
暂未有受伤报告。

大火焚烧至凌晨1时55分，才受
到控制，消防员仍在扑救中。调查后
认为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接手列
为纵火案件处理，由葵青警区刑事
调查队跟进。

据消防人员表示，火场面积约
6400平方米，两个存放发泡胶箱的货
柜首先起火，现场火势猛烈，冒出大量
浓烟。共有31辆车被焚毁，其中包括
私家车、货车及旅游巴士，消防出动
100名消防员，开6条水喉及出动8队烟
帽队灌救。消防人员要从400米外拖水
救火，目前正调 查起火原因。据央视

台南地震已致116人遇难
倒塌大楼搜救工作结束

台南市永康区维冠金龙大楼在
近日的台湾南部强震中倒塌，大楼
已知失联居民13日全部寻获，救援
人员宣布搜救任务告一段落。

台湾南部6日凌晨遭遇6.7级地
震，导致16层高的维冠大楼整体自
西向东倒塌，多位居民被埋在瓦砾
之中，大楼成为此次地震中损失最
惨重的区域。截至13日16时20分，救
援人员在大楼内一共发现289名受
困者，其中175人幸存，114人遇难。
再加上其他区域的两名逝者，此次
地震共造成116人遇难。

维冠大楼在地震中整体倒下，建
筑质量问题备受各界关注。此前，台
南市地方法院已裁定将大楼开发商
林明辉等人羁押，禁止接见和通信。
台南检方也对林明辉的住所进行了
搜查，提取维冠大楼的相关证物。

另外，台南市工务局表示，截至
13日16时，台南市有超过120座建筑
被认定存在危险情况，须暂停使用，
经补强认定或排除危险认定后才能
使用。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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