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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河南16
岁少年宋争光被指涉
嫌猥亵杀害9岁堂妹。
而后，周口中院两判
无期，河南省高院两
次以事实不清为由发
回重审。6年之后，检
方撤诉。2013年12月，
宋争光被取保候审。

今年1月26日，宋
争光申请国家赔偿
2088万元，获法院受
理。据悉，这也是近5
年来，申请国家赔偿
金最高的案件。

虽然宋争光已经
“从里面走了出来”，但
6年的封闭生活让他感
受到了强烈的“脱节”。
不仅如此，他的父母被
法院判以寻衅滋事罪
和敲诈勒索罪，至今仍
在服刑。

2007 年 7 月 14 日，河南周口
市淮阳县16岁少年宋争光被指为
猥亵杀害9岁堂妹的凶手。周口中
院两次判其无期徒刑，河南省高院
两次以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

宋争光的父母不断上访。2009
年4月24日，淮阳县法院以寻衅滋事
罪，分别判处宋争光的父亲宋现友和
母亲辛连英有期徒刑2年6个月。

6 年后，检方撤诉。2013 年 12
月，宋争光被取保候审。2014 年 4
月 14 日，宋现友和辛连英又因涉
嫌敲诈勒索罪，被刑事拘留。2015
年8月17日，项城法院以寻衅滋事
罪和敲诈勒索罪，判处宋现友有期
徒刑有5年9个月，辛连英6年。

据澎湃新闻报道，法院判决书
显示，对于“取保候审”，宋争光的
父母拒不同意，要求无罪释放，并
以此要挟公安机关承办人刘其刚，
向其索要三万元。此外，二人多次
到河南省高院闹访。

今年1月26日，宋争光申请国
家赔偿 2088 万元，其中仅精神抚
慰金就高达2016万元。这也是近5
年来，申请国家赔偿金最高的案
件，获法院受理。

目前宋争光正在广东东莞找
工作，他的父母仍在监狱服刑。他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要不是父母的
不离不弃，他可能再也出不来了。

出事那年他初二
“当时的梦想是上大学”

记者：出事那年是上初二吧？
宋争光：是的。我当时的梦想是

上大学，学习成绩在班里是前几名。
记者：还能回忆起你被带走的

经过吗？
宋争光：我记得很清楚，是

2007年7月14日，晚上那个女孩失
踪了。村里的人都去找，我妈也去找
了，没找到。第二天她的尸体被找到
了，现场我也去了。当时村里人一开
始以为她是被淹死的，因为那几天
一直下大雨。警察来了之后，把村子
封锁了，打工的都不让出去，很多人
包括我都被询问过。第二天在（尸体
被发现的）现场，人很多，警察问“哪
个叫宋争光”，就把我带走了。

记者：为什么怀疑你，知道吗？
宋争光：本来和她家无冤无

仇，还是亲戚，她家的地在我家后
面，以前她爸浇地还扯俺家的电。
后来我才听说是那个女孩的奶奶，

当时对警察说见我在那一片儿（尸
体被发现现场）玩。后来，她奶奶也
找不到了，不知是不是去世了。

记者：你为什么承认了？
宋争光：（被）打得受不了，承

认了。当时我才 16 岁。他们说，承
认了就把你放回家。我就承认强奸
（猥亵），又承认杀人。

连累了很多亲戚
“父母都在监狱服刑”

记者：这个年过得怎么样？
宋争光：我过年都是在别人家

过的，有时住在我二姨家，有时住
在我大娘家。我出事之后，我家的
房子就没有了。在家待着更伤心。
一直住在亲戚家，也给亲戚添麻
烦，所以还得赶紧出来打工。

记者：你家人现在怎么样？
宋争光：我有个哥哥，他现在跟

着我三大爷，在三门峡修车。他也受
我的连累，以前谈个对象因为家庭
原因没能在一起。我父母都在监狱
服刑，一个在驻马店、一个在新乡。
今年过年前去见了，他们很憔悴。我
告诉他们国家赔偿已经受理了，你
们照顾好自己就好了，外面的事不
用管了。他俩一直哭。我也哭。

记者：过年没回老家看看吗？
宋争光：回去看了几个亲戚。

我的事连累了很多亲戚。我爸本来
和死者的父亲是堂兄弟，因为我的
事儿成了仇人。

记者：这次回家有没有碰见死
者家属？

宋争光：没有。她家在村西南
头，我家在东头。这回碰到了以前一
起玩的小伙伴，但不知道聊啥，没有
共同语言。他们之中有的上大学了，
数我文凭最低。有的结婚了，有的生
孩子了，有的在外面有安稳的工作，
他们混得都不错，数我混得最差。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牛亚皓

成都商报社2015年度
记者证核验人员名单公示

根据《四川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关于开展 2015 年度新闻记者证核
验工作的通知》要求，本报经严格审
核，现将通过记者证年度核验人员
名单公示如下，如有异议，可拨打省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举 报 电 话 ：
028-86693162。

宋德萍、孙晨钟、王涵、许媛、余
兰、张世豪、张士博、官远星、付君
清、官莉、何鹏飞、邓旆光、刘艳美、
邵洲波、张乃亮、张丰、袁野、张建、
袁丽雅、尹曙光、张煜、于婷、夏厦、
刘逢源、张元龙、刘爱妮、樊英、杜玉
飞、董馨、祝楚华、张舒、张凌、谢佳
君、刘苹、蓝婧、范旭、李娅、雷浩然、
王楠、王冕、汪玲、韩利、王毅、辜波、
郭峰、邱峻峰、彭志强、陈谋、姚永
忠、王明平、汤小均、罗敏、程启凌、
彭盛、谢礼恒、任宏伟、刘宇、郭广
宇、王欢、马天帅、胡挺、安利平、张
龑、王英占、柯娟、王少华、乔雪阳、
杨斌、田园、任志江、饶颖、刘涛、成
欢、付克友、张胤、余鸽、熊沙杉、吴
岚、李学莉、李洁、蒋庆、王效、王勤、
陶轲、邓正彤、李晶、李博、胡敏娟、
何鹏楠、吕波、张强、袁勇、庞健、江
涛、郭晶晶、曾婷、王荣、梁乃丹、徐
剑、严丹、江然、陈旭、曾子建、潘媛、
牛亚皓、何筝、张莉、平静、潘莉、骆
燏、郭庄、刘友莉、肖刚、杨力、高升
祥、戈萍、张映莎、黄文娟、金雯、张
柄尧、梁梁、蒋麟、顾爱刚、覃锋、吴
筱颖、罗天、刘婷、钟洁、王雅林、王
继飞、孙松君、李娜、李伟铭、刘锋、
任翔、李智。 成都商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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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打开封闭小区和单位大院”
住建部：
理解好“逐步”两个字

记者 24 日从住建部网站了解
到，针对不少网友对“推广街区制，
逐步打开封闭小区和单位大院”发
表的看法，住建部做出回应，希望要
正确理解“逐步打开封闭小区和单
位大院”。

住建部认为，街区制是对世界
城市规划经验的总结，也是发达国
家通行的做法；封闭小区和单位大
院确实存在问题，主要是它影响了
路网的布局，形成了“丁字路”“断头
路”，是造成交通拥堵的重要原因之
一，也影响了社区居民的出行。

住建部网站称，在理解和落实
过程中，要认真全面理解好“逐步”
两个字。“逐步”就是要有计划，要有
轻重缓急，并不是“一刀切”，也不是

“一哄而起”，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
“拆围墙”。

中央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新
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
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
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
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
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

住建部指出，若干意见对这项工
作提出了方向性、指导性的要求，具体
实施中还要制定细则，特别是各省、
各城市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
办法。在制定办法过程中，肯定要听
取市民意见。

“要实施逐步打开封闭小区和单
位大院的城市，都会考虑到各种实际
情况，考虑到各种利益关系，依法依
规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和居民的诉
求，切实保障居民的合法权益。”住建
部网站称。

住建部希望，要全面准确把握若
干意见的精神实质，正确理解文件的
本意，不要误读。只有全面准确理解
文件精神，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

据新华社

他申请巨额赔偿
想找个安稳工作

记者：你之前一直被关在淮
阳县看守所？

宋争光：是的，关了6年多。在
里面苦得很，早晚吃馒头，中午吃
面条，没有肉。有时别人家送肉，我
能吃点。在里面干活儿，往锡皮纸
上盖膜，干了4年。然后又剥了一
年多的大蒜。从地里刚出的湿蒜，
不停地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剥
得手起泡。在里面难熬得很，换过
很多次号房，经常挨打。我想过自
杀，最后也不想了，就觉得肯定出
不来了，要在里面一辈子了。

记者：你觉得自己为何能出来？
宋争光：主要是因为国家政策

好和父母对我的不离不弃。我出事

之后，我爸妈就啥都不干了，一心
为我上访。他们这些年过得很苦，
为给我上访，家里的钱花完了，他
俩经常睡在路边、商店门口。爸妈
变化大得很，变苍老了，头发白得
差不多了。他们为我受了大罪。

记者：国家赔偿的事情有进
展吗？

宋争光：现在还没信儿，没人
给我打过电话。

记者：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宋争光：我想找个安稳的工

作，结婚、学个手艺，到时看做厨
师行不行。做厨师，起码父母想吃
啥我可以给他们做点啥。挣钱把
家里的房子盖上。

记者：哪天到东莞的？
宋争光：初五从乡里出发，坐

了一天半的大巴到了深圳，又坐车
到东莞的谢岗镇。我姑姑在这里打
工，她在一个服装厂上班。我现在
租了一个房子，每月200多元，单
间，不带卫生间。这两天就是找工
作，不找工作就在出租屋里待着，
玩玩手机。找到工作就住厂里了。

记者：现在工作好找不？
宋争光：我找了两天了，到谢岗

广场转转，那有一些招聘的摊位。
工作并不好找，主要是我没技术，
只能当一般的工人。我打了五六个
电话，有电线厂、五金厂等。工资低
得很，底薪1500元，加班一个小时

12元。技术、管理岗的工资要高些。
记者：你不是在厂里干过吗？
宋争光：也是在谢岗，这是我

第三次出远门。以前连县城都没出
过。第一回在谢岗一个制罐厂干冲
压，干了两个月，每月2000多元。但
那个太危险，容易出事故，有个师
傅有一次把自己的手指头都压扁
了。第二个工作是在一个手机代加
工厂的印刷部门，往手机后盖上印
字母。干了一年多，到2015年春节。
春节过后又换了一个手机代加工
厂，打胶，每月3000多元。没办法，
每到过年都得辞工，要不然没法回
家，一共放假六天，我坐车回家就
得一天一夜，堵车得两天。

在找工作“没技术，工资都不高”

想当厨师“为父母做点好吃的”

说说
现在

聊聊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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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民政部网站发布了由
民政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
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
乡建设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等九
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行节地生态
安葬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家
庭成员采用合葬方式提高单个墓
位使用率。依法纠正和查处党员干
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去世后遗体违
规土葬、乱埋乱葬、超标准建墓立
碑等行为。

鼓励引导
树葬、海葬、深埋、格位存放

《指导意见》首次明确了节地生
态安葬的内涵，鼓励和引导人们采用
树葬、海葬、深埋、格位存放等不占或
少占土地、少耗资源、少使用不可降
解材料的方式安葬骨灰或遗体。到

“十三五”末，在巩固和提高全国年均

火化率的基础上，较大幅度提高节地
生态安葬比例，建成一批具有示范效
应的节地生态安葬设施，初步形成覆
盖城乡的节地生态安葬公共服务网
络，全面实行奖补激励政策，骨灰装
棺再葬、乱埋乱葬和墓位面积超标得
到有效治理。

纠正查处
党员干部去世后违规土葬等行为

《指导意见》要求各地把推行节
地生态安葬作为深化殡葬改革的重
要内容，摆上议事日程。

健全工作机制，落实部门责任，
形成工作合力，共同做好节地生态安
葬设施规划建设、惠民殡葬政策实
施、激励引导机制建立、违规安葬行
为查处、环保殡葬产品研发应用、殡
葬服务管理改进等各项工作。全面系
统推动和保障节地生态安葬工作的
顺利实施。

《指导意见》深入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和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
的要求。

明确提出党员干部在节地生态
安葬中要发挥带头作用，主动做殡葬
改革的践行者、生态文明的推动者、
文明风尚的引领者，依法纠正和查处
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去世后遗
体违规土葬、乱埋乱葬、超标准建墓
立碑等行为。

《指导意见》注重把增强改革吸
引力、提升群众获得感放在首位。

同时，推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节
地生态安葬奖补制度，把树葬、海葬、
格位存放等不占或少占地方式，以及
土葬区遗体深埋不留坟头等生态葬
法，纳入奖补范围；鼓励群众有意愿
且有条件的地区，为不保留骨灰者建
立统一的纪念设施，利用重要传统节
日组织开展祭奠活动；鼓励各地积极
探索建立环保殡葬用品补贴制度。

据法制晚报

非法收受财物12373万余元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金道铭受贿案一审开庭

昨日，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山西省
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受贿
一案。

江苏省镇江市人民检察院起诉
指控：2007 年上半年至 2014 年初，
金道铭利用其担任中共山西省委常
委、省纪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省委
政法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
人在煤矿资源整合、干部职务晋升、
纪检调查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
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2373万余元。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
证据，金道铭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
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
发表了意见，金道铭还进行了最后
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金道
铭的亲属、全国和江苏省两级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和各界群
众60余人旁听了庭审。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
期宣判。 据新华社九部委：鼓励家庭成员合葬

提高节地生态安葬比例 党员干部去世后遗体违规土葬等将查处

日前广州供电局正式对外
发 布 了 其 员 工 代 言 人 组 合
Power Girls 的首支原创单曲
MV《万家灯火》，广受赞誉。值
得一提的是，这首歌充分展现
了广州特色，更别出心裁地加
入了粤语唱段。

据悉，广州供电局于 2015
年推出了央企首个员工代言人
组合Power Girls。组合由7个来
自不同岗位的广州供电局女员
工组成，拍摄靓丽平面广告，介
绍了7种供电服务的便捷贴士。
组合推出后，反响十分热烈，被
称赞刷新国企形象。

今年，广州供电局再次推出
第二期Power Girls，分别是客户
服务人员小瑜、社区经理杨杨、
电网调度员琦颖、95598接线员

小纯和变电运行员芸萱。网友也
对五位女孩儿给予了极高的评
价，在其微信订阅号评价道：“个
个都是扎根基层的电力美眉，多
才多艺，工作技能了得的同时极
力宣扬电网企业文化与服务。无
数这样的电力人写就了万家灯
火南网情深。”

据广州供电局相关人员介
绍，从2月14日情人节开始，他
们便开始了MV的预热宣传，更
首次尝试粉丝经济，建立了针对
Power Girls 的名为“我电到了
你”微信粉丝群，组织微信粉丝
网络见面会。广州供电局负责人
表示，这次推出首支原创单曲

《万家灯火》，希望通过喜闻乐见
的形式，让更多市民了解广州供
电局的业务。 据广州日报

上图为MV视频
截图。广州电力局推
出的 Power Girls
还建立了名为“我电
到了你”的粉丝群，
组织网络见面会。

2014年1月，取保候审的宋争光和父母看着残败的房子，默默流泪

宋争光在看招聘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