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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22年前
“灭门惨案”告破
一凶手成知名作家

尼泊尔暴雨成灾
700名各国游客
被困奇特旺

曾想创作《身背数条人命的美女作家》

1995年11月29日凌晨，浙江省
湖州市织里镇晟舍村一饭店旅馆内
发生一起抢劫杀人案，旅店老板一家
三口及一名住客被凶手残忍杀害。
8月14日，
浙江省公安厅、
湖州市
公安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警方通
报称，
经过22年的努力，
终于破获1995
年湖州织里的“灭门惨案”。据浙江新
闻客户端报道，两位犯罪嫌疑人中的
刘某彪曾在当地多家报刊杂志上发表
过小说、散文、随笔等文学作品200余
万字，
还获得过一定
“分量”
的文学奖，
他发表的作品里，
其中一本书名为《水
浒系列之：
行者武松》。
多名当地网友留言称，这名由杀
人嫌犯变身为知名作家的就是安徽
南陵籍作家刘某彪。14日下午，红星
新闻记者与刘某彪的旧相识、前安徽
南陵县作协主席柳拂桥（笔名）取得
联系，他证实了此事，称已在近日前
获悉，
“很叹息！”
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
刘某彪是安
徽省南陵县弋江镇中洲村人，
从青年时
期就热爱文学，
后走入文坛，
获得安徽
文学奖，
成为南陵籍作家的代表人物。
在公开的资料中，
刘某彪在其写作生涯
中，
有《行者武松》
《难言之隐》
《一部电
影》
《心灵的舞蹈》等作品。
他在小说自
序中曾说，
想创作一部推理小说，
写
“作
家杀死多人而不能破案的”
。

在公开的资
料中，刘某彪
在其写作生
涯中，
有《行者
武松》
《难言之
隐》
《一 部 电
影》
《心灵的舞
蹈》等作品。

被捕后交代：

被捕前一个月被采血时，
就知道自己完了

文坛老相识回忆：

“当年他经济条件不好，有时候脾气怪怪的”
南陵县位于安徽省东南部，属
安徽省芜湖市管辖。已脱离当地文
坛近10年的前南陵县作协主席柳
拂桥介绍，
“当地文化氛围很浓，当
地文学爱好者的创作属乡土流派，
体裁多以小说为主。
”
柳拂桥称，自己与刘某彪相识
已久，但具体何时起以文会友的，
他称已经记不清楚。对于刘某彪的
被捕，柳拂桥称自己是在近日获悉

的，
“也与文坛的故人聊起此事，大
务，前往北京谋生，
“现在不经常回
家都很叹息！
”
去（南陵），但一直与当地文学界的
“刚相识的时候，大家都很同
人有接触。
”
情他。”柳拂桥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柳拂桥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大
刘某彪当时在家务农，没有正式的
概在22年前，刘某彪的女儿曾经发
工作，因为没有稳定的收入，所以
生过一起医疗事故，
“说不准是
经济条件不好，
“ 他在写作上搞得 （
“灭门惨案”
）发 生 前 还 是 发 生
不错，
很多人都曾帮助过他。”
后 ，所以他好像有点愤世嫉俗，有
柳拂桥称，大概10年前，自己
时候他脾气怪怪的，大家都认为是
辞去了南陵县作家协会主席的职
他女儿身体的原因。
”

曾获省级文学奖：

想创作小说《身背数条人命的美女作家》

犯罪嫌疑人刘某彪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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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警方通报，刘某彪生于1964
年，案发时，他31岁。
刘某彪在其个人博客中说，他
生于皖南青弋江畔的农村，以农民
的姿态与心态写作至今，
已出版（发
表）中篇小说九部，
短篇小说三十八
篇（次），小小说二十余篇（次）和诗
歌、
散文、
随笔、
小品、
故事、
纪实、
解
说词及新闻作品二百余万字，2005
年出版中、
短篇小说集《一部电影》，
2006年出版随笔、
散文集《心灵的舞
蹈》；2010年出版长篇小说《难言之
隐》；
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
根据公开报道，他于2009年被
授予2005~2006年度安徽省“社会

科学文学艺术出版奖”三等奖，此
奖项被业界称为“安徽文学奖”，
是安徽省最权威的文学类评奖。
有 报 道 称 ，他 1990 年 还 自 费 到 鲁
迅文学院研修学习。
在获得省政府颁发的“安徽文
学奖”后，他顺利加入了中国作协。
他曾在其他场合称，自己“和许多
文学青年一样，我曾经把写作看成
是社会的需要，现在才悟知到写作
主要还是个人的需要。”他在勉励
后辈时还曾说：
“ 要有爱心”
“ 要有
爱情”
“要有关爱”
等。
从他曾经的一些作品自序中，
红星新闻记者发现疑似与“灭门惨

案”
相关的蛛丝马迹。
2011年5月，刘某彪在长篇小
说《三个美女与一个太监》的自序
中曾称，
“最后还想坦诚相告的是，
早在看那些推理（侦破）小说和影
视剧时，就产生了一连串灵感，有
写一个可向影视方面发展的小说
的强烈愿望，题目也初步拟定《身
背数条人命的美女作家》，是写美
女作家杀死多人而不能破案的，作
为文学作品，主要是写人性与社会
环境的相互因果的，我认为这篇尚
在构思中的小说有大量符合影视
要求的悬念、场景、动作（也会有有
意为之的设置）。
”

据浙江新闻客户端报道，在浙江
省公安厅、湖州市公安局联合召开的
此次新闻发布会上，警方第一时间披
露了“1995.11.29特大抢劫杀人案”的
案件侦办部分细节。
被捕后刘某彪交代，在被捕前一
个月被采血时，他就知道自己完了，
但他又有些侥幸心理，觉得不一定能
查得到自己身上。
在多方的努力下，通过复杂的
DNA家系比对，最后确定了安徽芜
湖南陵县的刘姓一族。8月10日，最后
通过排查，警方圈定了安徽芜湖市南
陵县的刘某彪。
当晚，湖州市公安局分管刑侦
工作的副局长沈连江带领抓捕
组 ，连 夜 赶 到 南 陵 ，8 月 11 日 凌 晨 1
点 多 ，在 南 陵 县 城 一 小 区 抓 到 了
刘某彪。
另一位犯罪嫌疑人汪某明几乎
同时在上海落网，他现在是一家上海
投资咨询公司的法人代表，案发时，
他42岁。
而对于当年作案的动机，警方披
露两人是图财，
“两人是南陵同乡，都
没钱了，汪某明之前在织里打过工，
所以商量到湖州织里来搞钱。在找到
了旅馆（事发地）住下后，和他们一个
房间的还有个旅客是山东人，他们觉
得他有钱，想偷他钱，没想被发现，他
们就下手将他杀害。后来，他们又打
起了老板主意，以退房名义把老板骗
到房里，再次下手杀害，然后他们到
老板房间把老板娘和13岁的孙子杀
害。
随后抢走了手表等物品，
逃走。”
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在此
案侦办期间，浙江省警方先后奔赴10
余个周边省份搜集证据资料，共入户
调查600余户，走访排摸2000余人。同
时，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与案件侦
破，积极提供案件相关线索，寻找案
件新的突破点。
在此案侦破的消息被警方披露
后，网上迅速形成讨论，网友“心净国
土净”称：这个灭门惨案是我儿时的
阴影，
那会我才五六岁。
随着两位犯罪嫌疑人的被捕，这
个被岁月尘封了22年的“灭门惨案”
终于告破。
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段睿超 巫
梦琦 实习生 黄小翠

弗吉尼亚州暴力冲突酿惨剧 美国种族问题“旧恨”添“新伤”

民权组织要求特朗普
“清理白宫”
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夏
洛茨维尔市集会的白人至上
主义团体与反对者发生暴力
冲突，
造成30余人伤亡。
美国知名民权组织联
合体“民权领袖会议”13日
向特朗普政府发出呼吁，要
求总统明确谴责参与弗吉
尼亚州暴力抗议事件的白
人至上主义者，并将“支持
白人至上主义者”的两位总
统亲信史蒂夫·班农和巴斯
蒂安·戈尔卡清理出白宫。
分析人士解读，这起暴
力事件是美国社会在种族
问题上“新伤旧恨”的一次
集中爆发。

12日，弗吉尼亚州警察在夏洛茨维
尔市内一座内战时期南方将领罗
伯特·李雕像前

新闻链接
8月12日，
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
人们聚集在事发现场

校园对峙升级暴力冲突

亡。
12日中午，
警方宣布集会非法，
驱散
各团体人员。
之后，
特朗普两度就这一事
件发声，
但因表态含糊其辞，
没有给事件
定性、
没有提到白人至上主义者，
引发民
主、
共和两党议员批评。
白 宫 13 日 发 表 声 明 替 特 朗 普
“补台”，称他要谴责的对象包括“若
干白人至上主义和极端主义团体”。

8月11日晚至12日，多个白人至
上主义团体成员出现在夏洛茨维尔
市的弗吉尼亚大学校园内，手持火
炬集会示威，反对该市今年早些时
候作出的拆除市内一座内战时期南
方将领罗伯特·李雕像的决定，同时
呼吁白人团结起来对抗少数族裔，
“美国优先”还是“白人优先”？
维护自身利益。随后，白人至上主义
团体与反对者的对峙演变为暴力冲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
突，十几人在斗殴中受伤。
问题专家孙成昊认为，美国社会的
来自俄亥俄州的20岁男子詹姆
种族问题从奥巴马执政以来就没有
斯·菲尔茨驾车撞向反对者人群，
导致
得到改善。
一名32岁女子死亡、
19人受伤，
被警方
美国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
以涉嫌谋杀罪逮捕。
此外，
两名驾驶警
大，尤其是白人的工作岗位遭到其
用直升机巡逻的警察因直升机坠毁死
他族裔挤压，产生一种“被剥夺感”，

导致对奥巴马任内国内政策的不满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集中爆发，不少
白人甚至把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
策解读为“白人优先”
。
在美生活多年的美国联邦最高
法院出庭律师张军解读，
自上世纪六
十年代民权运动以来，
白人至上团体
势力越来越弱，
直到去年美国总统选
举期间才有所反弹。
“此次暴力事件
可能在美国国内引发严肃的大讨
论，”他说，
“今后种族主义的趋势是
否会在美国再次抬头，
值得关注。
”

是什么催生了白人至上主义？
在 美 国 ，传 统 白 人 、老 移 民 群
体，与黑人、拉美裔和新移民之间的
斗争，种族间撕裂正呈现出扩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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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当然，并不是特朗普当选或执
政才催生了白人至上主义。
一方面，全球化、科技进步以及
金融危机的三重作用下，
以
“老人-白
人-男性”
居多的美国制造业衰退，
中
产阶级相对收入下降，
种族和移民矛
盾成为一系列经济问题的发泄出口；
另一方面，
白人人口加速下降趋势且
老龄化问题严重，
到2050年少数族裔
将全面赶超白人人口数量，
非西裔白
人身份危机感上升。
这些都催生了白
人至上主义的迅猛抬头。
种族主义长期以来被奉为“政
治正确”的禁忌话题，特朗普政府的
出现，从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种政
治正确，刺激了种族主义、排外主义
的公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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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李是谁？

弗吉尼亚州位于美国东南部，
美国第三任总统、
《独立宣言》主要
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1819年创立
的弗吉尼亚大学就位于夏洛茨维
尔市。
罗伯特·李1807年1月生于弗
吉尼亚，是美国内战时期南方蓄奴
州的统帅，曾因领导多场以寡敌众
以少胜多的战役而闻名。
1865年4月9日，他在弗吉尼亚
州阿波马托克斯郡向北方军队将
领尤利塞斯·格兰特投降，从而结
束内战。
近年来，一些美国非洲裔和拉
美裔居民开始向当地官员施压，要
求后者拆除位于南卡罗来纳、新奥
尔良、休斯敦等地的罗伯特·李雕
像及其他带有内战时期南方印记
的纪念物。
（新华国际）
腾讯微博：
@成都商报

国内·国际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13日在其
网站发布公告，提醒在尼泊尔的中
国游客注意雨季出行安全。
公告说，
尼泊尔目前正值雨季，
多地发生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等
自然灾害。据报道，8月13日，在奇特
旺地区有超过700名各国游客受困。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正紧急协调尼
政府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救助受困中
国游客，并派员赶赴灾区协调救助
工作，
确保中国游客安全。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特别提醒
来尼中国游客，
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出行前提前了解气候变化情况，避
免前往尼北部山区、中南部地势低
洼地区旅游。
在尼期间，
如遇紧急情
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尼泊尔
使馆联系。
据尼泊尔内政部消息，截至13
日下午，季风强降雨引起的洪涝灾
害和泥石流已导致全国至少40人死
亡、36人失踪、20人受伤，数千个家
庭流离失所。
（新华社）

拒用右翼教科书
日本中学受骚扰

日本一所中学选用的历史教科
书提到了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慰
安妇”罪行，该校校长因此收到200
多封威胁信，均为施压他放弃使用
该教材。
日本《每日新闻》报道，位于兵
库县神户的奈田中学（音译）从2015
年12月开始使用一套题为《我们一
起学人类历史》的教材。
这套教材由
位于首都东京的Manabisha出版社
发行，里面含有1993年“河野谈话”
等内容。
1993年，作为时任内阁官房长
官，
河野洋平发表就日本强征“慰安
妇”
罪行道歉的“河野谈话”，
其立场
为历届日本政府所继承。
然而，
日本
右翼势力抬头，现任首相安倍晋三
的言行强烈显示出背离这一谈话精
神的迹象。
奈田中学校长和田孙弘（音译）
近期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说，学
校采用这套历史教科书后不久，一
名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官员便联络到
他，
质问他为何选择这套教材。
接着，从2016年3月开始，这名
校长不断收到含有威胁信息的明信
片，内容均为反对校方使用这套历
史教科书。短短6个月内，和田共收
到200多张明信片。
寄卡片者自称是在校生家长或
该校毕业生，
但内容高度一致，
令和
田怀疑可能有某些右翼组织背后策
划此事。和田曾于2016年9月在互联
网上曝光这类威胁信，但当时没有
引发较大关注。
根据日本《学校教育法》，民间
学者或教育工作者可以自由撰写教
材，由文部科学省审定后投入学校
使用。每门学科往往有多个版本的
教材，内容因编撰者不同而各有侧
重。
每所学校使用哪版教材，
一般由
校方决定。
按照和田的说法，
“我们采用的
是政府审查通过的教科书，如今却
收到所谓政客寄来的明信片。
此外，
还有新闻报道指名道姓提到本校，
质疑校方对教材的选择”，在他看
来，
这无疑构成“政治压力”。
据《每日新闻》统计，日本大约
有38所中学选用同一套历史教科
书。
包括奈田中学在内，
迄今已有至
少11所中学收到威胁信，目前尚无
学校因此弃用这套教材。（新华社）

美国16岁高中生角逐州长
现年16岁的杰克·贝格尔森是
美国堪萨斯州威奇托市的一名高
中生，他已决定参加明年的州长竞
选，
角逐民主党州长候选人提名。
美联社13日报道，由于贝格尔
森 未 满 18 岁 ，他 不 到 法 定 投 票 年
龄。但按照堪萨斯州的法律，他却
可以竞选州长。
“堪萨斯州法律没有规定州长
竞选人的资格，”堪萨斯州州务卿
办公室选举事务负责人布莱恩·卡
斯基说，因此，在年龄、居住权、经
历等方面都没有严格的限制。
贝格尔森上周做客一档节目
时 说 ，自 己 竞 选 州 长 的 主 要 原 因
之一是试图引起同龄人对政治的
兴趣。
“让我们给堪萨斯州民众一个
机会，”他说，
“ 让我们做一些其他
地方从未有过的新尝试。”
按照贝格尔森的说法，他想要
从“根本上改变”堪萨斯州的医疗
体系，支持医用大麻合法化，但对
公民持枪权持保守意见。（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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