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东要与陈泗翰“单杀”的消息早
在学生中传开。这天是4月30日，第二
天便是“五一”放假，大约下午4时45
分，学校提早放了学；陈泗翰想等表
哥、表姐来接他，不想与李东“单杀”，
几名同学担心陈泗翰的安危，一直在
学校陪他，到五点钟。

金瑞来了。陈泗翰被拉着，出了校门，
八九名同学心怀担忧，一直跟在后头。

下午五点半，李东将陈泗翰拉到了
附近一小区。据案件资料，“当走到‘森
马’服装店旁的巷道中间时，李东就抓
住陈泗翰的衣领，将陈泗翰朝花竹园C
区里面拉。此时，四中学生贺函趁机将
身上的一把卡子刀递给陈泗翰。陈泗翰
左手接过卡子刀后，将刀放在衣服口
袋里。”

在陈泗翰的供述中，李东、陈泗翰
等人拉扯过程中，“贺函是拉着我的左
手的，我感觉放了什么东西在我左边的
校服荷包里，贺函放了东西后，还拍了
我的荷包一下，叫我‘注意一点’。”

随后，在小区内，陈泗翰看到那里
已经站了很多人，“我都不认识，有点害
怕，就用左手去摸了一下荷包，东西摸
出来，看到是一把卡子刀。”

贺函的证词与陈泗翰的供述并不
一致。贺函称，在小区门口，陈泗翰问他

“有没有刀”，贺函说“有”，但未给陈泗
翰；当李东拉扯陈泗翰进小区内时，“陈
泗翰拍了一下我的腹部，意思是叫我把
刀给他”，贺函将刀摸出递给陈泗翰，陈
泗翰接过，悄悄放入衣服口袋内。

贺函在供词中称，他将刀给陈泗
翰，是因为“我与何东林关系好，何东
林和陈泗翰是同学，我把刀给陈泗翰，
是给他防身。”

据数名现场学生证实，下午5点半
左右，曾经瓮安四中的“大哥”李成龙
骑着电动车过来，对李东说，“你不把
他（指陈泗翰）杀躺在医院，你不要来
见我。”进小区后，李东开始对陈泗翰
进行殴打，一上来就是一阵猛烈的拳
打脚踢。

随后，双方发生打斗，均动了刀。
该案一审刑事判决书中称，经审

理查明，“在殴打过程中，陈泗翰将卡
子刀拿出来杀在李东的胸部，李东就
用随身携带的卡子刀杀在陈泗翰的左
背部，接着陈泗翰又用卡子刀杀在李
东的胸部后就跑了。”陈泗翰跑后，李
东拿着卡子刀在后面追，追赶途中，扑
倒在地。

金瑞等人将李东抬到医院抢救，
“经医生确认已经死亡。”经法医鉴定，
李东系锐器致心主动脉破裂急性大失
血死亡。

与此同时，陈泗翰跑到瓮安县城中
街治安岗亭要求救助，后被送往医院进
行治疗。经法医鉴定，陈泗翰的伤系锐性
损伤，构成重伤二级。

当天下午6时许，陈泗翰的父母
正在准备晚饭，等儿子回家吃饭，接
到学校老师打来的电话，知道儿子
受了重伤，立刻从福泉市租车赶到
瓮安，知道儿子“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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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原副部长
鲁炜受贿案一审宣判

据新华社电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26日公开宣判中宣部原副部长鲁炜
受贿一案，对被告人鲁炜以受贿罪判处有
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
元；对鲁炜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
缴，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鲁炜当
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2002年至2017年，被告
人鲁炜利用担任新华社党组成员、秘书
长、副社长，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北京市副市长，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
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中央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
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
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
个人在网络管理、企业经营、职务晋升及
工作调动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
过他人非法收受、索取上述单位和个人给
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200万余元。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鲁
炜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应
依法惩处。鉴于鲁炜到案后，如实供述自
己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
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
款赃物已大部分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
轻处罚情节，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法庭
遂作出上述判决。

2014年10月28日，因犯故意伤害罪，陈泗翰被瓮
安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八年。陈泗翰及家属
选择上诉，认为陈泗翰“具有正当防卫及自首的法定
减轻、免除处罚情节，一审量刑过重”，贵州省黔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陈泗翰同校55名初三学生自发联名向法院写
了一份《关于请求轻判陈泗翰同学的请求信》。联名
信中写到，希望法院“看到他是被迫反击，才将人杀
死的事实”，对陈泗翰从轻判罚。

签署联名信的学生中，有9名是该案目击证人。
律师林丽鸿对记者表示，多份证词显示，死者

李东案发当时，多次殴打陈泗翰并且拿出刀冲上来
杀陈泗翰，陈泗翰看到李东拿刀杀上来，才拿出刀
来防身，在逃跑中被李东刺中两刀后，向李东胸部
正中间刺出致命一刀。

案发后，陈泗翰因受重伤，被取保候审。伤势好
转后，陈泗翰仍惦记着即将到来的中考。据陈母回
忆，陈泗翰曾回校“继续”上了一天学，当陈泗翰出
现在教室时，同学们表示欢迎，“没人觉得我儿子是
个杀人犯。”

3月21日，瓮安县人民法院相关工作人员接受
采访时表示，该院在审理陈泗翰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案件中，最终作出判处陈泗翰有期徒刑8年的决定，

“双方都是比较接受的。被害人家属毕竟失去了一
个儿子，需要考虑到对被害人家属情绪的安抚。”

该工作人员同时表示，在当时的司法环境中，
“正当防卫”意识并不太明显，在实务中很难判定。

该工作人员说，虽然在判决书文书中，没有描
述陈泗翰行为具有正当防卫性质的内容，但是，“我
们最终考虑到案件的实际情况，从轻处罚。”

至今，陈泗翰家属仍在“喊冤”，他们认为，儿子
在持续遭受校园欺负的过程中，为防止被对方伤
害，以刀杀死对方，属正当防卫。2018年12月，陈泗
翰家属向贵州省高院递交申诉状，请求重审本案，
遭驳回。2019年3月，陈泗翰家属向最高人民法院递
交申诉状，请求再审该案，最高法接收了相关材料。

（除陈泗翰、律师外，其余人物均为化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剑强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就美舰过航台湾海峡
答记者问

据新华社电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
强26日就美舰过航台湾海峡答记者问。

问：据报道，美国海军“威尔伯”号驱
逐舰和海岸警卫队“伯索夫”号舰24日过
航台湾海峡。请问对此作何评论？

答：我们对美方有关舰艇过航台湾
海峡的情况是清楚的，有关动向全程都
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中方已向美方表达
关切。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
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
心问题。我们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
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处理
涉台问题，以免损害中美两国两军关系
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解放军将始终保
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

陈泗翰陈泗翰，，19991999年生于贵州省福泉市年生于贵州省福泉市，，原贵州省瓮安县第四中学九年级原贵州省瓮安县第四中学九年级66班学生班学生，，现于贵州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现于贵州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
20142014年年44月月3030日上午日上午，，陈泗翰与同校学生李东在学校食堂排队买早餐陈泗翰与同校学生李东在学校食堂排队买早餐，，李东踩了陈泗翰一脚李东踩了陈泗翰一脚，，二人发生口角和抓打二人发生口角和抓打。。当日上午当日上午，，李东等人在教学楼厕所楼梯等处李东等人在教学楼厕所楼梯等处，，对对

陈泗翰两次进行殴打陈泗翰两次进行殴打；；中午放学时中午放学时，，李东等人告诉陈泗翰李东等人告诉陈泗翰，，下午他们二人要进行下午他们二人要进行““单杀单杀”（”（一人拿一把刀对杀一人拿一把刀对杀）。）。
下午放学后下午放学后，，李东将陈泗翰强行拉到附近一小区内李东将陈泗翰强行拉到附近一小区内，，期间期间，，陈泗翰从该校另一名学生处获得一把卡子刀陈泗翰从该校另一名学生处获得一把卡子刀。。在该小区内在该小区内，，李东再次对陈泗翰进行殴打后李东再次对陈泗翰进行殴打后，，双方发生打双方发生打

斗斗，，均动了刀均动了刀。。李东以刀刺中陈泗翰背部李东以刀刺中陈泗翰背部，，陈泗翰以刀刺中李东胸部后逃跑陈泗翰以刀刺中李东胸部后逃跑，，李东拿刀在后面追李东拿刀在后面追，，追了一段路后倒地追了一段路后倒地。。
李东死了李东死了。。后经鉴定后经鉴定，，李东系锐器致心主动脉破裂急性大失血死亡李东系锐器致心主动脉破裂急性大失血死亡；；陈泗翰的伤系锐性损伤陈泗翰的伤系锐性损伤，，构成重伤二级构成重伤二级。。
20142014年年1010月月2828日日，，因犯故意伤害罪因犯故意伤害罪，，陈泗翰被瓮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陈泗翰被瓮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陈泗翰及家属选择上诉陈泗翰及家属选择上诉，，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至今至今，，陈泗翰家属仍在陈泗翰家属仍在““喊冤喊冤”，”，他们认为他们认为，，儿子在持续遭受校园欺负的过程中儿子在持续遭受校园欺负的过程中，，为防止被对方伤害为防止被对方伤害，，以刀杀死对方以刀杀死对方，，属正当防卫属正当防卫。。20182018年年1212月月，，陈泗翰家属向贵州陈泗翰家属向贵州省高省高

院递交申诉状院递交申诉状，，请求重审本案请求重审本案，，遭驳回遭驳回。。20192019年年33月月，，陈泗翰家属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申诉状陈泗翰家属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申诉状，，请求再审该案请求再审该案，，最高法接收了相关材料最高法接收了相关材料。。

陈泗翰的父母觉得，离福泉市50
公里外的瓮安县教学水平高，就把儿
子送到了瓮安四中。他们自己文化水
平不高，便格外重视对儿子的教育。二
伯家在瓮安，陈泗翰平时住在二伯家，
每个月回福泉老家一两次。

2014年4月30日，陈泗翰15岁，在
瓮安四中念到了九年级，还有不到两
个月，他就要参加中考了。那天一早，
他在学校食堂买早餐，排队时，站在前
面的同校学生李东踩了他一脚。

据陈泗翰供述，李东踩了他一脚
后，又连续踩了几下；陈泗翰用手推开
李东，问他“为哪样踩我”，李东未道
歉，反而追问：“我踩到你了，你想搞哪
样？”并动手打陈泗翰，陈泗翰还手。随
后，与李东在一起的金瑞等人围了上
来，对陈泗翰拳打脚踢。陈泗翰的同学
傅红雪拉住其中一人，食堂的阿姨亦
喊“不要打架”，李东等人遂散开。

陈泗翰继续排队时，李东走了过
来，对陈泗翰说：“放学后等着。”陈泗
翰坐下来吃早餐时，金瑞走到陈泗翰
身边，并用手敲击陈泗翰的头，问其服
不服。陈泗翰说，“我没有理他，他准备
上来打我，被我的同学傅红雪看见，金
瑞就走了。”

当天早上第二节课下课后，李东、
金瑞等人来到陈泗翰所在班级教室前
的走廊上，将陈泗翰拉到同层厕所的
楼梯处进行殴打，后又将陈泗翰拉到
五楼楼梯处再次殴打。

中午放学时，李东等人告诉陈泗
翰，下午他们两个“单杀”。单杀，指一
人拿一把刀对杀。

陈泗翰回到二伯家吃饭。表哥蒋
勇、表姐蒋捷见到他脸上的伤疤，询问
情况，陈泗翰告知“在学校被人打了”。
表哥表姐便说，下午放学后去接他，一
起回福泉。

受到李东等人欺负，陈泗翰“下午
一直坐在教室里不敢出来”。据案件资
料，当日下午放学后，陈泗翰走到学校
附近一家奶茶店门口，被李东和金瑞
强行拉到不远处一家扎啤城门口。李
东等人问陈泗翰“服不服”，陈泗翰答

“不服”，并说表哥蒋勇下午五点半会
来学校接他。

李东等人说，那就等到下午五点
半，“看你表哥来了能怎么办”。下午五
点半，陈泗翰表哥未到。李东将陈泗翰
强行拉向附近一小区；陈泗翰供述，他
不愿意跟着李东走，李东就对他说：“你
再不走的话，我过十秒就踢你一脚。”

多名学生证实，陈泗翰在校内遭
到李东等人多次殴打。陈泗翰的同学
倪永辉证实，下午放学时，李东等人找
到陈泗翰，问陈泗翰“喊的人来没有”，
陈泗翰答“五点半才能到”，李东答“五
点半不到你娃儿就要死”。

瓮安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理该案
时，陈泗翰的辩护人认为，陈泗翰依
法不负刑事责任，即使要负刑事责
任，依法也应处以3年以下刑罚，并适
用缓行。

其辩护人认为，多份供词显示，
陈泗翰在等待表哥的过程中，李东多
次说“你哥五点半不来你就得死”等
话，这句话能清晰证明，陈泗翰表哥
五点半不来，陈泗翰就会有生命危
险，这种危险虽然还未具体进行，“根
据李东肆无忌惮、心狠手辣的性格，
并且李东身上带有刀，陈泗翰的生命
处于危险边缘。”

其辩护人认为，根据证人证言，李
东、陈泗翰三次打架，均由李东无端挑
起，所有的打架始末，陈泗翰一直都在
想方设法避免，每次打架，陈泗翰始终
是被动，没有一次是主动的。

其辩护人还称，贺函将刀给陈泗
翰后，李东冲上来殴打陈泗翰，陈泗翰
慌忙之中本能地用手挡李东进攻的
手，不料刀刺到李东右胸，李东随后以
刀刺向陈泗翰。“李东的第一次刀伤，
虽然是陈泗翰拿刀首先伤到李东，但
这是用手防卫李东进攻的动作，没有

用进攻方式防卫的动作；第二刀是李
东刺伤陈泗翰后，陈泗翰本能的反
应。根据这一过程，陈泗翰没有用刀
伤害李东的故意，谈不上有放任伤害
的举动。”

对于上述辩护人意见，瓮安县人
民法院认为，经查，陈泗翰明知与李东
打架会发生伤害的后果，在李东等人
邀约之下，还准备了一把卡子刀放在
身上，当李东用拳脚殴打陈泗翰时，陈
泗翰最先掏出卡子刀刺伤李东，李东
见陈泗翰用刀伤害自己后，随之也掏
出卡子刀来相互捅杀。

“陈泗翰在主观上有追求伤害对
方的动机和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用卡
子刀刺杀对方胸部，并致对方死亡的
严重后果。”瓮安县人民法院认为，陈
泗翰的行为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法定构
成要件。

多份供词显示，陈泗翰、李东在殴斗
中谁先动刀，多名证人有不同的说法。

有供词显示，李东是在右锁骨受
伤之后才拿出了刀。瓮安四中学生杨
云供词中称，两人互斗时，他远远站
着，听到有人说，“要打就打，不要拿
刀”，此时，李东用左手指着他的胸口

处说：“你看这哪样？”边说边用右手从
他右边裤包里面摸出一把卡子刀，朝
陈泗翰挥舞过去。

瓮安四中学生曾祥看到，“李东拿
了一把卡子刀出来捅陈泗翰，其中一
刀是捅在陈泗翰手臂上的，有一刀是
捅在左胸上的。”但他没看到陈泗翰手
上是否拿刀。

傅红雪回忆，两人拿出刀后，李东
杀到陈泗翰两刀，一刀在“左边腹部”，
一刀在“右手臂”，“陈泗翰就一刀杀在
李东胸部正中间”，然后陈泗翰跑，李
东去追。

根据尸检报告，李东有两处主要
伤口，一为右锁骨下缘“长斜行创口”，
一为致命的“胸部右侧第三肋近心端
处”创口，后者导致心主动脉破裂急性
大失血。

去年，陈泗翰家属聘请北京市鼎
鉴律师事务所律师林丽鸿、赵海城，
为陈泗翰案申诉。林丽鸿认为，陈泗
翰自始至终未答应与李东打架，相关
通话记录显示，在命案发生前，陈泗
翰一直在与表哥、表姐通电话，“如果
是约架，为什么会叫上女生？这不符
合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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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对泛美行决定
取消成都年会
深表遗憾

据新华社电 针对泛美开发银行决定
取消原计划本周在成都举行的第60届年
会，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6日表示，个别国
家不顾年会宗旨，不顾中方立场和关切，
不顾东道国的真诚努力，坚持操弄委内瑞
拉问题，导致年会无法按计划顺利举行，
中方深表遗憾。

耿爽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
提问时透露，泛美开发银行第60届理事
会年会原定于3月26日至31日在成都举
行。中方作为承办国对此次年会高度重
视，做了大量筹备工作，希望与各方共同
努力，将年会开成团结、合作、共赢的会
议，取得圆满成功。

他表示，包括中方在内的绝大多数泛
美行成员国都认为，泛美行年会是金融界
的会议，应聚焦金融合作，不是讨论敏感
政治议题的合适场合。但个别国家持续搅
动委内瑞拉问题这一敏感政治议题，在各
成员国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在年会临
近时仓促通过瓜伊多任命的新理事和执
董，并坚持推动其来华与会。

“中方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立场是一
贯的、明确的，主张各方都应恪守《联合国
宪章》宗旨和原则，遵循国际法和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不干涉委内瑞拉内政。”耿爽
说，虽然瓜伊多提名的理事通过了泛美行
表决程序，但瓜本人并非经合法程序产生
的总统，缺乏合法性，中方难以允许其代
表来华参会。更迭委在泛美行的代表既无
助于委问题的解决，也破坏了泛美行年会
氛围、干扰了会议的筹备进程。

耿爽说，为保证年会顺利进行，中方
表明对委代表与会问题的审慎态度，也提
出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案，并持续与有关各
方深入沟通、协调立场，呼吁各方秉持友
好合作的办会初心、避免将会议政治化，

“这从根本上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他表示，中方提出的意见和方案，体

现了对泛美行和各成员的尊重，也体现了
中方作为东道国希望成功办会的诚意，是
负责任的表现。然而，个别国家不顾年会
宗旨，不顾中方立场和关切，不顾东道国
的真诚努力，强人所难，坚持操弄委内瑞
拉问题，强行让瓜伊多代表来参会，导致
年会无法按计划顺利举行，这是各方都不
愿看到的，责任不在中方。

“中方对泛美行决定取消成都年会深
表遗憾。”耿爽说，绝大多数泛美行成员国
都认同中方的主张，认为年会应当聚焦金
融合作，不应该受到争议性政治议题的干
扰，也非常清楚究竟是谁在阻挠会议的成
功举办。“中方相信，我们与泛美行和广大
拉美国家的合作不会受到干扰，对未来加
强彼此间的合作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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