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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朱利敏出生
不久，被郭存风夫妇抱养
到了后三富村。小时候，全
家人都围着他转，姐姐朱
艳有时候也帮忙照顾，把
弟弟当作家庭的一员，从
不觉得父母偏心

被宠爱

浩

郭存风一直不喜欢儿
子跟外人接触，
总想把他关
在家里，
留在身边。
“小时候
总怕他磕着、
碰着，进入社
会又怕吃亏上当，受人欺
负。
”有村民说到朱利敏会
摇摇头 ，
“ 这小孩也蛮可
怜”
。
长大后，
工作不稳定的
朱利敏常向家里要钱，
母亲
常常把钱省下来给他

7月29日，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赛罕区公安分局发布
协查通报，
“7月28日21时50分，赛罕区西把栅乡后三富
村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经警方侦查，出生于1996年
的朱利敏有重大作案嫌疑。”7月31日晚，警方将嫌疑人
朱利敏抓获。
三天前，郭存风躺在自家大门内侧的血泊里，被村民
发现时已经死亡。朱利敏的姐夫云正林从警方处获知，郭
存风全身多处受伤，还有凶器制造的伤口。8月7日下午，
红星新闻记者联系上赛罕区公安分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表
示，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具体情况暂不方便透露。
据悉，
朱利敏从小被郭存风抱养，
郭存风对他很是宠爱。
红星新闻记者走访发现，
从初中开始，
朱利敏和家人的矛盾
就没有停止过。因不想上学曾两次试图自杀。2016年，
他因
向母亲郭存风要钱无果，
对其大打出手后离家出走。
7月28日悲剧发生时，正是他时隔两年多，第一次回
家……
红星新闻记者 潘俊文 发自呼和浩特

7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 2.1%

国家统计局 9 日发布数据，7 月
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
比上涨 2.1%，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
百分点。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
格同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
当月，
食品
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1%，影响 CPI 上涨
约 0.31 个百分点。其中，蛋类价格上涨
11.7%，禽肉类价格上涨 6.6%，鲜菜价
格 上 涨 3.8% ，畜 肉 类 价 格 下 降 4.9%
（猪肉价格下降 9.6%），食用油价格下
降 0.7%。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其
中，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居住价格
分别上涨 4.6%、3%和 2.4%，教育文化
和娱乐、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上
涨 2.3%和 1.6%，衣着、其他用品和服
务价格均上涨 1.2%。
从环比看，CPI 上涨 0.3%，主要受
非食品价格上涨影响。
当日发布的数据还显示，7 月份，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同比上涨 4.6%，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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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
力争5年内淘汰高毒农药

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总农艺师
季颖9日表示，将按照“循序渐进、分步
实施、多措并举”的原则，力争5年内淘
汰高毒农药，并力推实现登记超过15
年的老旧农药周期性评价全覆盖。
季颖说，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
国已经淘汰了六六六、滴滴涕等43种
高毒高风险农药，目前农业上使用的
在登记有效状态的高毒农药有10种。
农业农村部对高毒农药将采取更严厉
的管控措施，目前涕灭威、水胺硫磷、
甲拌磷完成了可行性论证，拟境内禁
用，并启动甲基异柳磷、灭线磷、氧乐
果、磷化铝淘汰方案。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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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敏上学时，成绩
很差。在初中同学云泽林
记忆里，他总是坐在座位
上，不说话，也不爱和同学
玩。因不想念书，
但家里不
同意，他曾两次自杀。最终
父母只好答应，初二没念
完，他就辍学了。2016年，
朱利敏因向母亲要钱无果，
对其大打出手后离家出走，
杳无音讯。这次案发，是他
时隔两年多第一次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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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敏家的大门。案发当天，
大门从里面锁着

母
朱利敏被警方抓获

家人、同学
都不知他在哪儿

年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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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经工作，7月31日21时许，公安机关将嫌
疑人朱利敏抓获。目前，犯罪嫌疑人朱利敏
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办理中。
第二天，
“ 朱利敏杀害自己母亲郭存
风”的消息传遍了后三富村。有人猜测，朱
利敏回来没几天就要走，母亲不让他走，于
是发生了口角；还有人怀疑是为了钱，村里
正在签土地承包合同，朱利敏回来就是为
了要这笔钱。
8月2日，
红星新闻记者在朱利敏家附近
走访，
朱家红色大门已经从外面锁上，
不时有
村民走近，
透过缝隙往院子里张望。
大门里有
几张宣传单，
稍远是一摊还未擦去的血迹。

人吃个饭。
朱利敏的表姐朱梅告诉红星新闻记
“没想到还没去，就发生了这事。”云正
者，因为生活琐事，郭存风和他们朱家的
林说，这是朱利敏时隔两年多第一次回家。 很多亲戚几乎不来往。
“ 她从小对朱利敏
2016年，他因向母亲郭存风要钱无果，对其
控制得很严格，不让他到亲戚家，也不让
大打出手后离家出走。当时朱艳打电话劝
他和我们玩。”
过弟弟，结果被骂了一通，最后弟弟再也不
在村民眼里，郭存风不爱说话，也不主
接她的电话。矛盾不可调和，家人打不通电
动和村民接触，除了偶尔到村子戏台前的
话，
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广场转转，就基本待在家里。对此，云正林
郭存风很着急，
以为儿子失踪了。
她多次
说，老人确实比较固执，也不喜欢和人接
找村委会，
希望村上能帮忙联系派出所，
发一
触，
但他们不觉得老人有什么问题。
份寻人启事。
王金志和几个村干部都接待过
至今，很多村民对朱利敏的印象仍然
她，
也试图联系过朱利敏。
王金志发现，
朱利
停留在小时候。郭存风一直不喜欢儿子跟
敏的电话有时候能接通，
但他就是不想回家， 外人接触，总想把他关在家里，留在身边。
也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的下落。
王金志多次 “小时候总怕他磕着、碰着，进入社会又怕
劝郭存风不用担心，
儿子想通了自然回来，
但
吃亏上当，受人欺负。”有村民说到朱利敏
她总是不听，
隔三差五就往村委会跑。
会摇摇头，
“这小孩也蛮可怜”。

出生不久就被抱养 初中时因不愿读书两次自杀

1996年，朱利敏出生不久，被郭存风夫
妇抱养到了后三富村。
那一年，朱艳12岁。她知道父母一直希
望有一个儿子。小时候，姐弟两人关系很
好，朱艳什么事儿都让着弟弟。
云正林曾和妻子聊过朱利敏小时候的
事，那时候全家人都围着弟弟转，朱艳有时
候也帮忙照顾，把弟弟当作家庭的一员，她
从来不觉得父母偏心。
朱利敏上学时，成绩很差。在初中同学
云泽林记忆里，朱利敏总是坐在座位上，不
说话，也不爱和同学玩儿。
“ 他不是调皮捣
蛋的学生，但上课总是倒腾自己的事，从来

宠爱

院子里照，
在距离大门约2米左右的位置，
看
见躺在血泊里的郭存风。他们随即报了警。
当晚，
朱利敏的姐姐朱艳接到了村上打来的
电话。她和丈夫云正林赶到村里时，家门口
已经围了很多人，在得知母亲已经去世后，
她两腿发软，差点晕了过去。云正林从警方
处获知，
郭存风被打得很惨，
全身多处受伤，
身上有凶器制造的伤口。
他感到震惊，
“是什
么样的深仇大恨，
才会下如此毒手？
”
7月31日晚，呼和浩特公安发布通报
称，2018年7月28日21时50分，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西把栅乡后三富村发生一起重大刑
事案件。侦查发现，朱利敏有重大作案嫌

因向母亲要钱无果出走 时隔两年多第一次回家

事发后，朱艳整天以泪洗面，她至今都
不能接受现实：一边是母亲，一边是弟弟，
“以这种方式同时失去两位亲人，这种情感
没人能懂。”她对丈夫云正林说，现在朱家
只有她一个人了。
7月份，朱艳回村见过母亲两次。月初，
父亲三周年忌日，她和云正林带着孩子，一
起回村给老人烧纸。那天母亲心情不错，亲
自下厨做了几道拿手菜。饭桌上，聊到朱利
敏，一家人对他没回来感到遗憾。
朱艳最后一次见母亲是7月20日左右，
她和小孩一起买了米、油和水果，送到了母
亲家。她们和母亲吃完饭，
返回了城里。
事发前几天，她接到母亲一个电话说
弟弟朱利敏回来了。她和云正林曾盘算，等
空了回村里看看好久没回家的弟弟，一家

人生

女司机穿拖鞋 油门当刹车
车速达到132公里/小时

大门从里面锁着 女子倒在血泊中 嫌犯是儿子

后三富村位于呼和浩特市区东南方向
约20公里，大黑河南岸。朱利敏家在村里的
中心位置，一条穿村而过的主干道经过门
口。走过狭长通道，透过红色大门，里面是
幽静的院子和一栋砖房。
“哎呀妈呀……”7月28日白天，从朱家
院子里传出的叫喊声打破了村子的宁静。
附近的邻居最初对叫喊声不以为然，但随
后发现朱家一整天都大门紧闭，晚上也没
开灯，于是叫来了村主任。
村主任王金志记得，
当晚9点左右，
朱家
大门从里面锁着，怎么叫也没人回应。他和
几个村民找来梯子，翻上围墙，用手电筒往

背后

犯

朱利敏离家出走的两
年多时间，似乎消失在大
家的视野中。
家人、同学都
不知道他在哪里。
这次回家，朱利敏曾
到家对门小卖部买过烟。
老板娘记得他买了一包红
塔山，说自己刚从上海回
来，然后就冷冷地离开了。
村里和朱利敏年龄相
仿的女子诗颖有他的QQ
和微信，她说朱利敏的空
间和微信朋友圈近两年很
少发内容，朱利敏也很少
找她聊天。朱利敏最后一
条微信朋友圈定格在7月1
日，内容是关于香港演员
林正英的短视频。
朱利敏的QQ空间在
2015年8月之后就停更了。
红星新闻记者浏览发现，
2014年他开始频繁地发表
动态，主题多为对生活的
感怀：
“ 问世间，谁在乎过
我，看如今我在乎过谁。”
“灯火酒绿惹人醉，社会打
拼不容易。”
“ 昨天干了一
瓶半二锅头，晚上回来竟
然吐血了，现在还难受，看
来大限已到。”
“ 谁能给我
一次人生从（重）新开始的
机会。”
“ 好想回到小时候
在学校好好上学。
”
2015年很长一段时间
里，他不间断地分享一个
“玩手机就能赚钱 ，随时
玩，随时赚”的二维码。刚
开始下面还有人点赞和询
问，慢慢地询问变成谩骂，
最后谩骂也消失了。他的
每一次分享都无人问津。

嫌

“消失
消失”
”
的两年

案发

杭州车祸致4死13伤 追踪

不听课”
。
因为两次自杀事件，朱利敏让同学们
印象深刻。红星新闻记者采访了几位朱利
敏的初中同学，他们都提到朱利敏曾因不
想念书，
试图割腕、割喉自杀的事情。
朱利敏第一次割腕自杀时，云泽林在
现场。当晚11点多，朱利敏突然在宿舍割开
自己的手腕，任由鲜血染满了床单。宿舍同
学发现后及时叫来生活老师，将其送进医
院。
伤口很深，
朱利敏差一点丢了性命。
“因为不想念书，但家里坚持要他上
学。”云泽林得知朱利敏自杀原因后，难以
理解。
“他在学校没有受欺负，也没犯错误，

为什么选择用这种极端的方式离开学校？”
第一次割腕之后，朱利敏再次回到学
校。云泽林发现，原本沉默的朱利敏变得更
沉默了。同学们都很害怕他，以前会和他玩
的同学也不再和他接触。
不久，朱利敏再次割喉自杀，诉求依然
是不想念书。最终父母没有办法，只有满足
他的要求。他初二没念完，就辍学了。从此，
脖颈上自杀留下的伤痕，伴随着他走进了
社会。呼和浩特公安发布的通报也将此作
为他的体貌特征，
“喉结靠上正中位置有一
处明显刀疤，疤痕明显高于皮肤，呈白色，
长约5公分左右，
与肤色有较大差异。”

工作不稳定常向家里要钱 母亲偷偷把钱省下来给他

离开学校后，郭存风夫妇不得不提早
为儿子的人生做规划。帮他找工作，盖一栋
新房，筹备着将来给他娶媳妇。云正林说，
那段时间家里经济很困难，但老两口还是
咬紧牙关，东拼西凑地借钱，硬是将旧土屋
换成了新砖房。但是，为了还盖房欠下的
债，朱利敏的父亲几年如一日地起早贪黑，
四处打工。
“ 他父亲因病去世，其中的诱因
就是劳累过度。
”云正林说。
父亲去世后，全家失去了主要的经济
来源。郭存风基本靠低保和逢年过节女儿
给的钱维持生活。工作不稳定的朱利敏，也

责编 邵洲波 美编 唐倩 冯成

时常伸手向家里要钱。
“自己都快生活不下
弟状态不错，不上班经常到她们家里吃饭。
去了，老太太仍然把钱省下来偷偷给朱利
但是，很快朱利敏就厌倦了，随后辞职做了
敏。”云正林推测，两人发生矛盾，不是郭
其他行业。
存风不给钱，
而是她本身没有钱。
云正林曾想着帮他再找一份工作，但
除了父母，朱艳对弟弟也是宠爱有加。 是他发现没用，朱利敏总是不停换工作，
上班之后，她不仅经常给弟弟买衣服、生活 “每到一个地方干几天，不舒服就走了。”后
用品，还时不时给他零花钱。即使后来结
来，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在哪座城市，具体在
婚，
有了家庭，
也不间断。
做什么。
“别人对他好，他觉得是应该的，从
朱利敏辍学回家后，在家闲耍了半年， 来不懂得感恩。”云正林有时候也跟妻子抱
父母很着急。朱艳通过关系，将弟弟送到呼
怨。他认为，岳父母“爱抱养的儿子胜过爱
和浩特一家饭店，跟随师傅学厨艺。朱利敏
亲生的女儿。” （应受访者要求，
文中朱艳、
在饭店学了一年多。朱艳记得，那段时间弟
云正林、
朱梅、
诗颖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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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杭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
平安杭州发布通报称，发生在杭州文
二西路竞舟路口的7·30道路交通肇事
案，
经警方调查，
涉案嫌疑人陈某某穿
拖鞋驾驶浙A87T97号小型越野客车
上路行驶，行经文一西路竞舟路口由
东向南左转弯时未靠路口中心点左侧
转弯，左侧车轮冲上道路中央分隔带
端部缘石，
因操作失误，
将油门当刹车
使用，致使车辆在竞舟路由北向南行
驶过程中逐步加速至约132公里/小
时，车辆在路口南北向红灯状态下通
过后，
在文二西路竞舟路口发生事故，
造成4人死亡、13人受伤及车辆、道路
设施等不同程度损坏，其行为涉嫌交
通肇事罪。
经杭州警方委托公安部道路交通
管理科学研究所道路交通事故鉴定中
心、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杭州市安
康司法鉴定所分别对车辆、车速、涉案
嫌疑人驾车时穿的右脚拖鞋鞋底印痕
及精神医学和法定能力评定等进行相
关鉴定，
确认陈某某精神状态正常，
具
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据平安杭州

合肥一幼教机构
被曝虐童、用过期食品
官方回应该机构无证经营

日前，
有媒体曝出“合肥常春藤少
年宫幼教衔接班午睡期间，老师用脚
踩孩子脸”
，该机构后厨还被发现存放
过期食品。8日，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宣传部官方微博回应称该机构属无
证经营，对现场发现的过期食品已按
相关程序依法查封扣押，下一步将按
照法定程序依法查处。
7日，有媒体曝出，家长反映女儿
被送到合肥常春藤少年宫幼小衔接班
才一个礼拜时间，
在学校期间被“老师
打脸”。家长调出的监控视频显示，午
休期间老师在旁“巡视”
时突然伸手打
向孩子的脸，并用鞋踩孩子的脸。7日
晚，前往交涉的家长在该机构的厨房
内 发 现 了 过 期 食 品 ，其 中 还 有 部 分
2016年的食品，并拍下了厨房摄像头
被胶带纸遮挡的照片。
该机构法定代表人朱莉君表示，
该机构的注册登记名称为“合肥拿云
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是教育
信息咨询等，办学一年多时间。
“老师
打孩子是个人行为，
已经自动离职了，
后续的法律责任老师也会承担，我们
的确存在监管不力的问题。”朱莉君
说，家长找到的过期食品近一个学期
来没有使用，
不在食谱上。
8日，合肥市蜀山区委宣传部官方
微博发布说明称：8月7日上午，蜀山区
相关部门接到群众反映，位于政务区
绿地蓝海B座一家名为常春藤成长中
心的机构，存在老师脚踩儿童脸的问
题。蜀山区迅速成立调查处置领导小
组，相关部门及所属街道立即赶赴现
场进行调查处置。
经初步查实，
该中心
属无证经营；对现场发现的过期食品
已按相关程序依法查封扣押。下一步
将按照法定程序依法查处。公安机关
也正在对涉事老师脚踩孩子一事进行
调查处理。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