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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保候审18年
张玉玺被判无罪

“今年，我们全家
终于能过一个好年了”

2019年1月28日晚，在夏
邑县人民法院边的宾馆里，
张玉玺翻来覆去，一夜未眠。

第二天对于张玉玺一家
来说，是人生中第二个转折
点的大日子，1992年因为一
场群殴事件，张玉玺被卷入
一场命案，成为了“凶手”，那
是张玉玺命运轨迹第一次被
改写。这一次，张玉玺期待着
命运第二次被改写。

在宾馆里，张玉玺呆坐

着，“这个开庭，我等了快20
年了。”这一夜，他的内心夹
杂着喜悦、兴奋和紧张，“高
兴的是我终于等到了开庭的
日子，紧张的是我对夏邑县
人民法院不相信了。”

1992年，河南夏邑县张
庄村村民张玉玺与张公社
在麦场边发生口角厮打，进
而发展成家族“群架”，混乱
中，张公社父亲张超明昏
迷，经抢救无效身亡。

1997年5月19日，夏邑县
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张
玉玺犯故意伤害（致死）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
政治权利二年。张玉玺认为
自己没杀人，提起上诉。

1997年10月18日，商丘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判认
定被告人张玉玺犯故意伤害
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
由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夏邑
县人民法院重审。

张玉玺的辩护律师徐昕介绍，根据刑事诉讼
法规定，夏邑县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发回案件之
日起一个月内审理并宣判。案件从1997年10月发
回重审已经21年，法院已严重超过审理期限。

徐昕表示，真凶归案十几年之后，夏邑法院
仍不开庭，既未判决有罪，也未宣告无罪，“可以
说是一起典型的‘疑罪从挂’案件。

所谓“疑罪从挂”，是指被国家权力机关拘留
或逮捕后，一直没起诉、判刑的案件。

2016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开始施行，将七种“疑罪从挂”情形认定
为刑事赔偿中的“终止追究刑事责任”，包括取
保候审、监视居住法定期限届满后办案机关超
过一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
案件的情形，明确“疑罪从挂”案件受害人有权
获得国家赔偿。

前晚，夏邑县法院官方网站发布情况说明
称，该案被长期搁置，作为审判部门负有不可
推卸的责任，法院将深刻汲取教训，查明原因，
分清责任，对相关责任人员按有关规定进行严
肃处理。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30日
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表示，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我
们坚决反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
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
够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

有记者问：美国海军宣布两
艘军舰于1月24日通过台湾海峡。
同日，解放军多架战机飞越巴士
海峡后返回，三艘军舰在台湾以
东海域活动。请问有何评论？马晓
光作上述回应。

对于台湾地区领导人再次致
函教宗，妄称“大陆打压矮化台
湾”，指责大陆“不放弃武力威胁”，
还自称有和平精神，马晓光应询指

出，最近一段时间，民进党当局领
导人忽而装成“大力水手”当网红，
忽而又扮演“花旦”告洋状，不断升
高两岸对立，煽动两岸敌意，阻挠
两岸民众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谁都看得出来，其这么
卖力表演，不惜拿台湾民众利益做
赌注，都是为一己、一党之私。

“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
弟，我们从来都善待台湾同胞，中
国人不打中国人。如果说我们威
慑了谁，那当然是‘台独’势力及
其分裂活动。‘台独’是台湾民众
根本利益的最大祸害，是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的最大威胁。如果谁
想对号入座，那只能自取其辱。”
马晓光说。 据新华社

人偶被游客拉扯后退场

据目击者称，事件发生在1月
26日。“当时迪士尼的小熊‘雪莉
玫’人偶和小伙伴牵手走出来，和
路人挥手、击掌，突然之间玫玫的
头套被拽了一下，之后玫玫就在
工作人员陪同下去了休息室。”

从现场视频中可以看到，事
发时，“玫玫”正往前走，一名男游
客伸手拽住“玫玫”的左边耳朵，

“玫玫”的头套被拽歪，演职人员
双手扶住头套，在工作人员陪同
下离开现场。围观游客指责男游
客“你怎么可以这样抓它”，男游
客并未回应。

演职人员无大碍，警方已介入

上海迪士尼工作人员后答复
称，经了解，事发当时“雪莉玫”的
头部被男游客拉扯后，“演职人员
感觉头部有些不适，立马去医务
室做了检查。检查之后，休息了一
下，目前已没有大碍。”

工作人员表示，人偶的头盔

都是由金属支撑的，“很多东西是
固定好的，被拍打后很多部件可
能会错位。所以我们一直呼吁游
客不要拍打、拉扯人偶的身体，尤
其是头部，很容易给演职人员造
成伤害，也可能会对演出造成影
响。”对于拉扯“雪莉玫”的男游
客，工作人员称，“我们的乐园经
理以及警方已经介入协调和处理
此事了。”

这不是小熊“雪莉玫”第一次
遇袭。2018年7月的一天，穿着“雪
莉玫”小熊玩偶的迪士尼演职人
员正在和游客互动。突然，旁边一
位年轻男子冲上去，对着“小熊”
的头就是一巴掌。目击者说，被打
的演员当场捂头，随后被扶到休
息室。上海迪士尼随后表示，该名
游客被禁止在未来六个月内再次
入园。2017年11月10日，有网友发
微博称，一名女子从身后拍打花
栗鼠“蒂蒂”的脑袋，导致扮演“蒂
蒂”的工作人员头部与头套内硬
质材料碰撞，被送进急救中心，经
诊断出现轻微脑震荡。

上海迪士尼乐园人偶遭游客袭击 警方介入

你觉得你觉得
“碰一下怎么了”？

你知否你知否
“它”可能脑震荡！

据悉，迪士尼玩偶套装重达
10～30公斤不等，而头套重量高达
6～10斤，穿着人偶服饰，站着就已
很辛苦，一旦遭到外力袭击，即使
轻轻打一下，也很有可能会受伤。

当拍打他们的时候，力度会
伴随整个头套的重量，撞击到扮
演者头上，如果钢架撞到他们的
头部，更可能造成扮演者脑震荡
甚至鼓膜穿孔。 据中国青年报

迪士尼玩偶套装重达10~30公斤不等

“轻轻”打一下 扮演者很可能受伤

最近，
上海迪士
尼乐园又
有人偶被
袭击了。小
熊“ 雪 莉
玫”被一名
游客拉扯
耳朵后，演
职人员疑
因身体不
适“退场”。
目前演职
人员无大
碍，警方已
介入。

评美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国台办：坚决反对外来干涉

就在案件发回重审前6
天，即1997年10月12日，本
案的真凶张胜利、张叶在
浙江海宁被公安机关抓获。
2001年7月19日，夏邑县人
民法院对张胜利、张叶故意
伤害案一并判决，以故意伤
害（致死）罪判处张胜利有
期徒刑十三年，以故意伤害
罪判处张叶有期徒刑三年。
2001年9月11日，夏邑县公
安局对张玉玺作出取保候
审决定。

“如今真凶都早已出狱，
张玉玺却还在等待开庭。”张
玉玺的儿子张博告诉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

事发那一年，张玉玺的
三个孩子，年龄最大的不到5
岁，年龄最小的不到1岁。“支
撑我一定要把官司打下去，
还自己一个清白的动力，就
是我的这几个孩子。”张玉玺
说，现在两个儿子已经到了
结婚成家的年龄，但他们都
发誓，如果不给父亲清白，他
们一辈子不娶。“为了我的孩
子，我也要赢回我的清白。”

张玉玺回忆，被取保候
审后，为了躲避村里人的白
眼和受害者家属的辱骂，他
们一家人隐姓埋名躲到了海
口，夫妻俩在工地上搬砖头、
打零工生活。

近10年的看守所羁押生
活，让张玉玺形成沉默寡言的
性格。妻子段月霞形容，从看
守所里出来的丈夫“像丢了魂
儿一样”。张玉玺回忆，在工地
上，工友们都喊他“张超人”，

“因为我感到压抑的时候，就
疯了一样干活，只有在那个状
态下，我才可以什么都不想，
干起活儿来一个顶俩。”张玉
玺说，有时候干起活来，他可
以连着两天不休息，“只有把
自己累趴下了，我才可以倒头
就睡，暂时忘掉一切。”

张 玉 玺 说 ，他 不 敢 再
去回忆看守所那近10年的
日子。

真凶归案 他被取保候审，夫妻俩躲到海口打工

2019年1月29日，张玉玺
故意伤害案一审重审在河南
省夏邑县法院开庭审理。当
天，张玉玺一家早早来到夏
邑县人民法院。他穿着一身
黑衣，让儿子在法院大门口
给自己拍了张照。

早上9点20分左右，能容
纳近40人的法庭内，座无虚
席。庭审过程中，大多数时
候，张玉玺沉默而冷静。

中午时分，经历了约4小
时庭审后，审判长宣布休庭，
但张玉玺坐在被告席上一动
不动，连一口水也没有喝。妻
子段月霞在庭外焦急等待，
不时透过玻璃门观察里面，

儿子从旁听席上出来，段月
霞赶紧冲过去询问情况。

下午约2点半左右，审
判长要求全体起立，宣读审
判结果。当审判长说出“无
罪”之后，庭内好像静止了
两秒，接着有人带头鼓掌欢
呼。旁听席上，张玉玺的两
个儿子这才缓过神来，跟着
鼓掌。随着一声大哭，张玉
玺应声倒地，法警迅速将他
扶起。

庭外，已经守候了6个小
时的段月霞，终于从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口中获悉
丈夫无罪的消息。她呆住了
两秒钟，继而流下眼泪，嘴里

念叨着：“他被抓的时候，小
儿子还不到1岁呢！”她的身
子不自主往下倒，旁边的亲
友赶紧扶住她。

段月霞说，自从丈夫被抓
后，27年来她没有睡过一个好
觉，“总是凌晨两三点才能睡
着，睡下不到一个小时就又醒
了。”这下，她终于能睡一个27
年来最香甜的觉了。

张玉玺的辩护律师郑晓
静说：“这样一起案件，当庭
宣判无罪，在中国司法史上
少有，我们也没有料到能当
庭宣判。”

接下来，张玉玺将继续
申请国家赔偿。

当庭宣判无罪 他痛哭倒地，接下来将申请国家赔偿

庭审结束后，张玉玺和家
人还有律师一起坐车赶回郑
州。大儿子买来肉夹馍给张玉
玺，他却摆手说：“吃不下。”

张玉玺还没缓过神来，
他说因为在庭上听到公诉人
对案件的重述，27年前命案
发生前后的一幕幕像电影画
面一样在他脑海中划过。

把张玉玺拉回现实的是
电话。得到消息的媒体记者
的电话一个个打来了。“对于
这个结果你满意吗？”“现在

你高兴吗？”“接下来有什么
打算呢？”……

张玉玺并没有准备，他
机械地回答道：“满意。高兴。
以后的事还不知道……”采
访的电话一路从夏邑到郑州
没有断过。

有些时候，媒体的问题让
张玉玺有些语塞。路上，久未下
雨的郑州忽有零星雨滴落在
挡风玻璃上，大儿子自言自语：

“今天是老天也被感动了吗？”
很快，张玉玺的手机提

示电量不足。他拿出充电宝
给手机充上点，继续接听记
者们不断打来的电话。路途
过半，记者们的这些采访电
话，终于让张玉玺再次确认，
自己获得了已经等待了27年
的清白。

此时他回过头来，对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说道：

“今年，我们全家终于能过一
个好年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发自河南

媒体来电不断 他感叹全家终于能过一个好年了

这是一起典型的
“疑罪从挂”案件
法院：将处理相关责任人

律
师

27年前卷入命案 被判故意伤害（致死）罪

张玉玺：
“相信法律
会带来公正”

对
话

记者：等了20多年才有了这个结果，是否感
觉如释重负？

张玉玺：当庭宣布完（无罪）之后我就晕倒
了，脑子一片空白，肯定是高兴，还是心情好嘛！

记者：这些年是什么支持你申冤的？
张玉玺：我一直认为我是无罪的，人不是我

打死的，我家都没了，所以我要坚持。
记者：矛盾到底因何而起？
张玉玺：当时我去晒麦子，我们跟张公社他

们家发生口角，张公社用铁叉扎了我的左腿，我
堂弟张叶看到就用木棍敲张公社的头救我，我另
一个堂弟张胜利把张公社的爸张超明打晕了，这
个实际上不干我的事。

记者：后悔那次打架吗？
张玉玺：当然后悔，但路已经走了，回不去了。
记者：以后生活有什么规划吗？
张玉玺：没有，这几年光顾着打官司，天天想

着开庭。
记者：现在有什么心愿？
张玉玺：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家，把地要

回来，种上地，让我重新当上农民就完了，但是否
能实现现在不好说。

记者：有没有想过这么多年没审理的原因呢？
张玉玺：我觉得正义来得太迟了，我找了很

多律师，但是没有推动案件。
记者：还会相信法律会带来公正吗？
张玉玺：我相信法律会带来公正，但需要好

的律师帮助。
记者：会申请国家赔偿吗？
张玉玺：关于申请国家赔偿的事情需要和律

师协商，等到春节后再提交申请。 据新京报

张玉玺
在被宣判无
罪后，拿着
1997年那份
法院判决书
拍照

前日下午前日下午，，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里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里，，审判审判
长宣布长宣布：“：“张玉玺无罪张玉玺无罪。”。”全场静止约两秒钟后全场静止约两秒钟后，，爆发出掌声爆发出掌声
和欢呼声和欢呼声。。张玉玺在全场鼓掌声中嚎啕大哭张玉玺在全场鼓掌声中嚎啕大哭，，倒在地上倒在地上。。其其
妻段月霞得知丈夫无罪后妻段月霞得知丈夫无罪后，，忍不住落泪忍不住落泪，，嘴里不停念叨着嘴里不停念叨着：：

““2727年了年了，，我们等了这句话我们等了这句话1818年了年了。”。”
因卷入一场命案因卷入一场命案，，张玉玺涉嫌张玉玺涉嫌““故意伤害故意伤害（（致死致死））罪罪””被被

羁押近羁押近1010年年。。19921992年年，，张玉玺与张公社在麦场边发生口角厮张玉玺与张公社在麦场边发生口角厮
打打，，进而发展成家族进而发展成家族““群架群架”。”。混乱中混乱中，，张公社父亲张超明昏张公社父亲张超明昏
迷迷，，经抢救无效身亡经抢救无效身亡。。

19971997年年55月月1919日日，，夏邑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夏邑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张玉张玉
玺犯故意伤害玺犯故意伤害（（致死致死））罪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剥夺政治权
利二年利二年。。张玉玺认为自己没杀人张玉玺认为自己没杀人，，提起上诉提起上诉。。

19971997年年1010月月1818日日，，商丘市中院撤销一审判决商丘市中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夏邑县发回夏邑县
人民法院重审人民法院重审。。就在案件发回重审前就在案件发回重审前66
天天，，真凶被警方抓获真凶被警方抓获。。

20012001年年99月月1111日日，，夏邑县公安局夏邑县公安局
对张玉玺作出取保候审决定对张玉玺作出取保候审决定。。但但，，案案
件重审一直到前日才最终开庭件重审一直到前日才最终开庭。。

前晚前晚，，夏邑法院官方网站发布了夏邑法院官方网站发布了
张玉玺案情况说明张玉玺案情况说明。。法院表示法院表示，“，“本院本院
将深刻汲取教训将深刻汲取教训，，查明原因查明原因，，分清责分清责
任任，，对相关责任人员按有关规定进行对相关责任人员按有关规定进行
严肃处理严肃处理。”。”

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全
面从严加强部队管理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旨在深入贯彻习
近平强军思想，加快构建新型军
事管理体系，推进治军方式根本
性转变，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部队
管理工作。

《意见》明确，要牢固确立习近
平强军思想的指导地位，深入学习
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论述，运用蕴
含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回答
解决新时代部队管理面临的形势
任务和矛盾问题，牢牢把握听党指
挥的政治方向，立起备战打仗的鲜
明导向，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
推进部队管理创新发展，着力打造
与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相
匹配的一流部队管理。

《意见》强调，要切实把部队
管理工作聚焦到备战打仗上，强
化备战打仗鲜明导向，完善战时
部队管理体系，归正部队管理工
作重心，创新重点领域部队管理。

要坚持依法从严提高部队正规化
管理水平，维护条令条例严肃性
权威性，重塑部队“四个秩序”，健
全安全风险分析和防控体系，推
行标准化管理。要着力推进部队
管理现代化，发展现代管理理论，
构建现代管理架构，培养现代管
理人才，创新现代管理手段。

《意见》要求，各级党委要负
起主体责任，端正指导思想，实施
统一领导，坚持常议常抓，为敢管
者撑腰，为担当者担当。各级主官
要当好第一责任人，敢抓敢管、善
抓善管，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为
部队树样板，为官兵做表率。各单
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配
合、齐抓共管，形成全面从严加强
部队管理工作的整体合力，把严
格落实共同条令与深入贯彻《意
见》结合起来，在贯彻《意见》中强
化落实条令条例的自觉性坚决
性，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确保
政令军令畅通。 据新华社

中央军委印发
《关于全面从严加强部队管理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