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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青年网购仿真枪被判无期案
本周将再审开庭
辩护律师：将坚持进行无罪辩护

8月6日，针对环境空气自动监
测数据造假问题，生态环境部联合
山西省政府对临汾市政府主要负责
人进行约谈。这是自2017年1月之
后，临汾市再次被约谈。

有预谋的蓄意犯罪行为

2018年3月底，生态环境部检查
发现，临汾市6个国控空气自动监测
站部分监测数据异常，采样系统受到
人为干扰，并在查实有关情况后依法
移送公安部。4月11日，公安部将案件
移交山西省公安机关。山西省抓获16
名犯罪嫌疑人，并依法移送起诉。

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
任刘长根说，经调查，临汾市环保局
原局长张文清授意局办公室原主任
张烨和监测站聘用人员张永鹏，组
织指使许冬等人故意实施破坏监测
数据行为。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
张永鹏组织人员通过堵塞采样头、
向监测设备洒水等方式，对全市6个
国控空气自动监测站实施干扰近百
次，导致监测数据严重失真达53次。

5月30日，晋中市榆次区人民
法院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对涉案16人作出判决：主犯张文清
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主犯张烨、
张永鹏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13名从犯中，负责监测站运维工作
的原河北先河科技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员工崔勇勇、张安分别被判处
有期徒刑8个月和6个月；其余11人
分别处以拘役4至6个月，缓刑8个
月至一年不等。

“6个站点都被干扰，发现数据
异常比较困难。”刘长根说，临汾市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造假是一起
有组织、有预谋的蓄意犯罪行为。

工作人员“不知数据造假是犯罪”

2017年1月19日，临汾市政府因
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恶化、二氧化硫
浓度长时间“爆表”问题被原环境保
护部约谈，并同步暂停新增大气污
染物排放项目的环评审批。

生态环境部监测司副巡视员张
京麒说，约谈后，临汾市采取措施，积
极整改。但由于在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站上收之前就存在数据不实等问题，
2017年上半年全市大气环境质量监测
数据仍然不降反升。山西省于2017年5
月与各地市政府主要领导签订《环境
监测数据质量责任书》，进一步明确了
具体责任和要求。“临汾市6个国控空
气自动监测站一年内被干扰近百次，
成为犯罪分子自由出入的场所，特别
是曾经出现报案并对有关人员实施过
拘留的情况下，仍未引起重视，未落实
职责，未建立责任体系和工作机制，责
任书成为一纸空文。”他同时指出，临
汾市涉案的16名人员“上至博士、下至
初中生，都对环境监测数据造假行为
没有正确认识，特别是涉案的市环保
局办公室原主任张烨竟然认为干扰监
测仅仅属于违规，不知道是犯罪。”

今年上半年，全国进行排名的
169个城市中，临汾市倒数第一，且
与其他城市的差距较大。刘长根说，
目前临汾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用
地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都存在问
题，必须“伤筋动骨才能改变局面”。

约谈要求，临汾市要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从根本上解决全
市大气环境严重污染问题。要深刻
汲取教训，全面举一反三，依纪严
肃问责，并以案为鉴，确保生态环
境监测数据真实准确。 （新华社）

8月5日，北京一对8岁的双胞胎
姐妹裴元瑾、裴元桐跟妈妈到青岛旅
游，在黄岛区万达公馆南侧沙滩游玩
时走失。

6日，据当地警方@黄岛公安 通
报，11时30分左右，一名女孩在海中被救
起，遗憾的是已无生命体征。经过孩子
家长现场确认，是大女儿。16时30分左
右，@黄岛公安 发布情况续报，另外
一名女孩在海里被搜寻找到，已无生
命体征。目前善后工作正在进行。

据了解，两名双胞胎姐妹开学
上三年级，此次与妈妈从北京来青
岛旅游，未参加其他活动。

孩子妈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事发前，两个孩子在玩，她坐在离孩
子几米远的地方看手机，“看一会儿
手机，看一眼孩子”，后来还看见她
们和其他孩子一起挖沙子，所以有
点松懈，等她再看了两眼手机发个
朋友圈之后，再抬头看孩子，发现孩
子不见了…… （人民日报客户端）

北京双胞胎姐妹青岛溺亡
妈妈：事发前孩子和其他人玩沙

18岁青年网购仿真枪
因走私枪支罪获无期

2014年7月，刘大蔚花3万元，
通过网购从台湾卖家手里下单购
买24支仿真枪，货物在转运途中被
福建海关查获。货还没收到，刚满
18岁的刘大蔚就被警方带走了。

2014年8月31日，刘大蔚被石狮
海关缉私分局刑拘，9月29日批准逮
捕。2015年4月30日，福建省泉州中院
做出一审判决，刘大蔚犯走私武器
罪，判处无期徒刑。刘大蔚于次日向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8月25
日，福建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5年11月26日，刘大蔚家人
委托律师正式向福建省高院提交申
诉状。2016年10月18日，福建省高院
作出再审决定，认为原审判决以走
私武器罪判处刘大蔚无期徒刑，量
刑明显不当，决定本案由福建省高
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

2018年8月2日，福建省高院终于
通知刘大蔚的家人和律师，该案将于
10日上午在福建漳州中院开庭审理。

舒婷等文化大家赴泸州看红高粱
纵论酒与文学

“酿酒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跟
文学创作也接近，我们生命的体验经过反
复锤炼、蒸煮、发酵，最后形成了文学，诗
或者小说。”8月3日，泸州，1573国宝窖池
群旁，诗人舒婷如是说。

季夏之月，酒城泸州再迎文化盛事，
由泸州老窖联合文学期刊《十月》杂志社
主办的2018“泸州高粱红了”文化采风之
旅圆满举办。此次活动，著名评论家陈仲
义，著名诗人舒婷，著名作家刘庆邦、叶兆
言、周晓枫等数十位文坛重量级诗人、作
家，来到酒城感受传承千年的中华酒文
化，并深入泸州市永兴村高粱种植基地体
验、采风、创作。这场精彩纷呈的采风之旅
让美酒与文学珠联璧合，共传千年风雅文
脉，共舞中华文化自信。

“文学创作是铸造人类灵魂的工程，中
国白酒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物质载体。”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林锋表示，今年“泸州高粱红了”文化采
风之旅的成功举办，必将为中国白酒文化
的发展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振兴再添动力。

“泸州高粱红了”文化采风之旅期间，嘉
宾们在高粱地里体验收割，感受丰收之喜，聆
听一粒糯红高粱与一杯浓香美酒之间的故
事；在“中国第一窖”：1573国宝窖池群，糯红
高粱在一口口持续使用了445年的窖池里历
经时间的洗礼，不断发酵，升华成回味悠长的
浓香国酒；在泸州老窖天然藏酒洞，体会“酒
是陈的香”；与国家级品酒大师一起美酒
DIY，品味从指尖到舌尖的极致浓香……嘉
宾们表示此行收获满满，既对博大精深的中
华酒文化有了全新认识，也因深入田间地头
获得了丰沛的创作灵感。

高粱作为农耕文化的代表，白酒作为中
国传统文化重要的载体，它们的身影在文学
作品中频频出现，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在
这场文学与美酒的交流活动中，诗人、作家纷
纷讲述自己的“高粱情结”。

北京作协副主席、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获
得者刘庆邦，曾创作过很多与高粱有关的作
品，包括小说《种高粱喂鸽子》、散文《又见红

高粱》等。此次来到高粱地里，刘庆邦说：“一
下找到酒的源头了。”谈及酒与生活、文学，他
娓娓道来：高粱里面虽然含了酒，但它本身并
不是酒，就像生活本身不是文学，经过人的吸
收、消化、沉淀，以及心灵的参与，或者在心灵
里洞藏过，才会变成文学。

“写作者对素材的采集，就像收割高粱”，
作家周晓枫谈到，作家采集的素材经过内心
的发酵，就像酒需要洞藏一样，经过漫长的、
自我的方式去处理和消化，然后把它变成散
发出酒香的文字。“酒本身喝下去是凉的，但
它产生的汹涌的力量是热的，文学也一样，会
把很多丰富的内容浓缩在文字里。”

谈及此次采风之旅的收获，评论家陈仲
义称，切实感受到了中国酒文化的博大精深。

“酒是有生命的，诗歌的生产跟酿酒的工艺非
常相似。感谢泸州老窖为我上了一堂非常生
动的课。”作家宁肯说，参与“高粱红了”就像
听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为写作带来了非常有
意义的启示。

从泸州老窖永兴村有机高粱基地到
1573国宝窖池群，再到宏伟壮观的藏酒洞，
本次文化采风活动，嘉宾们感受到了泸州
老窖打造的“从田间到餐桌”的有机健康文
化，和“让中国白酒质量看得见”的质量坚
守。

早在2001年，泸州老窖就提出“有机高
粱种植”的概念，将生产的“第一车间”放到
田间地头，在种植糯红高粱时不使用化肥、
农药，竭力维护泸州作为“中国酿酒龙脉”这
片黄金产地的纯粹和有机，从源头上保证产
品安全与绝佳品质。

2008年，泸州老窖有机高粱种植基地通
过农业部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有机
认证，自此，泸州老窖跨入了有机产品生产
行列，“浓香国酒”国窖1573成为中国首款浓
香型有机白酒。当前，国窖1573已成为中国
有机白酒的领导品牌，成功进入了世界食品
安全标准最高的北欧市场。

值得关注的是，泸州老窖将白酒生产

的“第一车间”放到田间地头，不仅缔造了
产品的有机品质，还由此形成了“公司+科
研院所+有机农场+农户”的现代农业产业
一体化经营模式，成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的典型项目。截至目前，泸州老窖已在泸州
市的3个区县6个镇建立了有机农场19个，
带动周边数万农户种植高粱，该数量还在
不断扩大中。

活动中，嘉宾们也对泸州老窖的社会
责任感大加赞赏。作家王十月在高粱地里
与农户聊天，了解到泸州老窖对
农户实行溢价收购政策，按照高
粱不同等级，以高于市场价格0.5
倍到1.5倍的价格收购农户高粱，
切实增加了农户的收入。“从中可
以看到一家企业的责任感。”他
说，泸州老窖在自身做大做强的
同时，还带动当地农户共同致富，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企业。

●
中国酒业的文化担当

以文入酒，借酒抒情，于高粱田垣间碰
撞出诗情画意。此次“泸州高粱红了”文化
采风之旅不仅是一次接地气、有意义的文
化活动；更是响应国家“做新时代红色文艺
轻骑兵”的号召，扎实推进“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文化主题实践活动的积极举措。

其实，“泸州高粱红了”文化采风之旅
自2011年启动以来，已走过8个年头，成为
泸州老窖独树一帜的重大文化活动，多年
来众多名家汇聚泸州，以中国白酒为载
体，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白酒是华夏文明的特别结晶，寄
托着中华儿女的情感与精神追求，最容易
让国人产生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大力推
动以白酒等为代表的中华优秀文化载体的
传承、融合、转化和创新，增强文化自觉与
文化自信，是泸州老窖始终肩负的使命。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林锋在本次活动中表示，随着中国
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传
统文化也迎来了发展与振兴的历史机遇。
中国白酒作为与丝绸、瓷器、茶叶齐名的传
统产业，理应扛起振兴民族产业的大旗，担
当中华文化走出国门、拥抱世界的使命。

使命之下，是泸州老窖脚踏实地传播
中华文化的举措。近年来，泸州老窖先后
打造了泸州老窖·国窖1573封藏大典，国
窖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全球文化之旅、
国际诗酒文化大会、泸州高粱红了等系列
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活动，为“中华文化
世界表达”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
目前，泸州老窖在全球47个国家和地区建
立了经销网络，成为国际上能见度最高的
中国白酒之一。未来，泸州老窖将继续以
文载道、以酒会友，让世界品味中国。

成都商报记者 王荣

● 文学大家的“高粱情结” ●“浓香国酒”的有机酿造

舒婷、刘庆邦等数十位文坛大家走进泸州老窖有机高粱基地

记者：得知再审开庭的信息
时是什么心情？

胡国继：终于等到这一天。从
决定再审到现在有两年了，之前
我们无数次幻想过开庭的场景。

记者：再审开庭的消息刘大
蔚知道吗？

胡国继：还没来得及跟他说，
他应该还不知道。法院那边说徐
昕教授是第一个知道的，第二个
通知了监狱，第三个是告知我们。
可能是消息还没传达下来，我也
跟狱警说了，希望早一点告诉刘
大蔚，让他有心理准备。

记者：上一次探监时刘大蔚
的状态如何？

胡国继：7月20日去看过他，

当时还是很悲观，情绪很不好。
毕竟再审开庭拖得时间太长了。

记者：对再审开庭有何期
望？

胡国继：肯定还是希望改判
无罪，早一点跟孩子团聚。毕竟
孩子进去的时候才18岁，现在已
经快22岁了，应该说是最好的年
华都在里面度过了。

记者：他这次买枪是要做什
么？买这么多，你没有反对过？

胡国继：他本意是买回来放
家里收藏。他买的枪都是每个款
式买一支，只有一个款式好看买
了两支。我当时反对过。但他说
这个卖家联系上不容易，之前一
直没货。

两高司法解释
强调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记者：开庭时为刘大蔚做无罪辩护
的理由是什么？

徐昕：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我
们认为判处刘大蔚有罪的证据不足，海
关查获的仿真枪没完整证据链证明是
刘大蔚购买的。比如说案卷上的枪支和
刘大蔚的购物清单并不一致，里面有一
些枪支和刘大蔚一审时的供词有出入。
另外，刘大蔚网购时是与一个叫“碧海
蓝天”的网友交流的，一审时认定为刘
大蔚发货的是一对台湾夫妇，但没有证
明这对夫妇就是“碧海蓝天”。刘大蔚确
实从网上买了仿真枪，但买的是不是海
关查扣的那些东西，这个证据不足。第
二方面，两高此前出台的有关仿真枪案
件的司法解释，也可认为刘大蔚无罪。

记者：两高关于仿真枪案件的司法
解释对刘大蔚的判决有何借鉴意义？

徐昕：两高的司法解释强调主客观
相统一的原则。要看你购买仿真枪有没
有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购买的枪支有没
有致伤力，有没有改制成为枪支的可
能。从这些来说，刘大蔚都没有。他没有
走私枪支的故意，枪最后也没到他手
里，也就不存在改造和实施违法犯罪行
为。一审二审的法官都没见过那些枪，
我也没有见过，法庭上看到的都是照
片，仅凭这个定罪是不合适的。

记者：案件引发关注的意义在哪？
徐昕：希望通过个案推动法制，现

在全国法院对仿真枪入罪的案件判罚
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地方很重，有的地
方很轻，导致同案不同判。解决的根本
办法还是提高公安部对于枪支的认定
标准，将仿真枪的管理区别于真枪。

记者：刘大蔚已被羁押了将近4年，
这次再审宣判无罪的可能性有多大？

徐昕：我们认为无罪辩护的理由很
充分，但具体判决结果还要看法院的裁
决，我们只能尽力为之。 （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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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干扰监测数据近百次
生态环境部约谈山西临汾市负责人

2015年4月，四川青年刘大
蔚网购24支仿真枪一案一审以
走私武器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同
年8月福建省高院驳回刘大蔚上
诉，维持原判。刘大蔚在狱中申
诉，2016年10月18日，福建省高
院作出再审决定。2018年8月2
日，福建省高院通知刘大蔚辩护
律师徐昕及刘大蔚父母，法院将
于8月10日上午开庭审理此案。

刘大蔚的母亲胡国继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从福建省高院下达
再审决定，到重新开庭，中间等了
将近两年的时间。

辩护律师徐昕告诉记者，这
次庭审他们将坚持进行无罪辩
护，“两高司法解释给了我们很大
信心，但具体判决结果还要看法
院的裁决，我们只能尽力为之。”

记者了解到，3月28日，“两

高”正式发布涉枪案件的司法解
释。解释明确，涉气枪案件定罪量
刑应当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关
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
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
的批复》指出，“对于非法制造、买
卖、运输、邮寄、储存、持有、私藏、
走私以压缩气体为动力且枪口比
动能较低的枪支的行为，在决定
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
刑罚时，不仅应当考虑涉案枪支
的数量，而且应当充分考虑涉案
枪支的外观、材质、发射物、购买
场所和渠道、价格、用途、致伤力
大小、是否易于通过改制提升致
伤力，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动
机目的、一贯表现、违法所得、是
否规避调查等情节，综合评估社
会危害性，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确
保罪责刑相适应。”

对话律师

对话母亲

终于等到这天
还没来得及告诉儿子

案发前的刘大蔚

案
件
回
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