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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沅江学生弑师事件调查
16 岁学生与班主任发生争执，愤怒之下持刀将老师刺死
11月12日，湖南省益阳沅江市第三中学16岁的高三
学生罗某杰，在办公室将自己的班主任刺死。 没有人想
象得到，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会如此对待关爱和器重
自己的老师。 这起事件是如何发生的？

是老师太严厉了吗？
三中所在的黄茅洲镇离市区有一个多小
时车程，人气并不兴旺，镇上随处可见大门紧
闭的铺面。12日上午，学校高三所有班级正在
进行全市统一的学历水平考试。
原本在下午考试结束后，实行封闭式管理
的学校会放几个小时假，允许学生们到校外活
动。 但1502班班主任鲍某把全体同学留了下
来， 让大家观看一部时长16分钟的励志视频，
并要求每人写一篇500字的观后感才能离开。
临时增加的两项任务， 让打算到镇上买
东西的小罗感到不满， 还当场和几个同学表
示了反对。 老师离开后，他起身去厕所，并一
直在走廊上逗留。在被班主任看见、叫到办公
室前， 他把放在教室窗台外准备带出去的水
果刀，揣进了兜里。
悲剧就在只有他们两人的办公室里发生了。
班主任批评的， 不仅是他当天不端正的
态度，还有最近起伏较大的成绩。鲍老师让他
报了号码，当打给父亲的电话无人接听，鲍老
师正准备拨通母亲电话时， 站在侧后方的小
罗突然掏出水果刀，刺向了班主任……
“很后悔自己的行为，也非常对不起老师
和他的家人。 ”目前，已经被警方控制的小罗
情绪已经完全冷静。“觉得老师太严厉了。 自
己既为出校时间被挤占感到憋屈， 更为通知
家长的做法感到愤怒，以至于激动，已经完全
控制不住自己了。 ”他说。

不想考重点大学的班级第一
在不少师生看来， 鲍老师一直把小罗当
自己儿子看待。 小罗成绩经常保持在班级第
一、年级前十的水平。 正因为如此，给大家印
象总是乐呵呵、 很随和的鲍老师对他是既器
重又严格，不仅常常找他谈心，还曾为他争取
到一份名额很有限的奖学金。
但这份关爱却被小罗当成了麻烦。 上学
期小罗和语文老师因为课堂问答起了一点冲
突，事后得知此事的鲍老师要求小罗道歉，还
很严厉地批评了他。
“我从来都不喜欢回答问题，所以觉得鲍
老师的要求有点过分，那次之后，我开始反感
他找我谈心。”小罗说，“我不觉得班主任对我
多好，对他也不了解。 ”
小罗的成绩足够让他考上一所重点大
学，但他对此并无太大兴趣。同学小艺告诉记
者，小罗曾经给不止一个同学讲过，自己只想

考取本市一所普通二本学校。 小罗对自己这
个规划的解释是：“我只想过轻轻松松的生
活。 ”
“
每次考试完后，他喜欢打听跟自己水平
接近的同学的分数， 但不是要跟别人一比高
下那种。 ” 成绩和小罗差不多的小松告诉记
者，他不会因为某一次考得差就特别努力。
‘效率型’学生。 ”与小罗同
“他是典型的
寝的小高说， 小罗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并不算
多，他喜欢健身，也打网络游戏，还爱看漫画，
但都不算沉迷。“
每次我们跟他请教问题时，
他都会先模仿一个漫画人物发功的动作，然
后很轻松就把解题步骤说出来了。 ”小高说。
小罗不太喜欢和老师交流， 班里的班干
部竞选，他也从来不参加。但他与相熟的人能
“
玩笑开多大都没问题”。那把行凶
有说有笑，
的水果刀， 之前也曾被他拿出来与几个同学
把玩，还常常在课桌上雕字刻画。

究竟该汲取什么教训
鲍老师曾经获得过益阳市优秀班主任称
号，小罗的成绩一直稳居前列。原本应该是双
赢的一对师生，最终却是一个失去生命、一个
失去未来的双输结果。 尽管弑师的极端事件
并不具备代表性，但个中教训仍然令人反思。
沅江市三中校长刘坤龙介绍， 学校虽然
是封闭式管理，但并未严苛到军事化的程度。
“在事发之前的一个月里，学校都没有举行过
大型考试。相反，最近一直有高三学生也可以
参加的篮球赛。 ”他说，学校还是全市的养成
教育示范学校。 平日里，每个班都会有诚信、
守法、尊老爱幼等不同主题的班会，一些主题
还会特意请警官、法官来进行宣讲。
“
但我们学校已经很多年没有专门的心
理辅导老师了。 ”刘坤龙告诉记者，2013年学
校唯一的专职心理辅导老师调动之后， 一直
在向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再引进一位。然而，因
为地处偏远乡镇，学校连普通老师都招不到。
“去年我们计划招19名老师， 最终只来了4
个。 ”他说。
西南政法大学特殊群体保护与犯罪预防
研究中心主任袁林认为，不能将未成年人犯罪
的责任简单归咎于社会外因。“
内因的重要性
在于它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都不一样。 ”袁林
表示，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体察入微，尽量和
受教育者成为朋友， 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
而非管理与被管理者的角色设定。
新华社记者周勉

检察日报：

我国司法机关对江歌案嫌犯有追诉权
晚报综合消息 据检察日报报道，2016年
11月3日凌晨，来自山东青岛的女留学生江歌
在东京都中野车站接回同住的女友刘鑫时，
在公寓楼门口遇到刘鑫的前男友， 双方发生
了争吵，继而遭到该名男子杀害。 近日，一段
江歌母亲和刘鑫见面的视频， 让该案重回公
众视野。而近年来，在新西兰、美国等地，华人
遭遇刑事案件时有发生， 引发了一系列关于
域外刑事案件管辖权的追问。 国际条约及我
国法律对此类案件管辖权有何规定？ 记者通
过梳理相关法条，逐一进行回应。
根据属地管辖原则的相关规定， 一国公
民在他国发生刑事犯罪， 应按照犯罪发生地
国法律优先的原则进行处理， 即犯罪发生地
所在国具有优先管辖权。以江歌案为例，该案
发生在日本， 即使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害
人同为中国人，也会根据属地原则，依据日本
的刑事法律对其行为进行审判。属地原则，也
因此被称为域外犯罪选择适用管辖的“黄金
原则”。 因此，华人在国外遭遇犯罪分子侵害
时，应该及时报警，向当地司法机关陈述犯罪
事实，依据当地法律使罪犯受到应有惩处。
“华人犯罪，中国法律还能否对其进行追
责？ ”针对不少网友的进一步追问，法律上也

有明确规定。 依据我国刑法第十条规定：凡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
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
照本法追究， 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
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就江歌案件而言，
刘鑫的前男友如果在日本受到刑事处罚后，我
国司法机关仍可依法对其享有追诉权。
但追诉权行使的一个充要条件是： 犯罪
嫌疑人回到中国。 只有犯罪嫌疑人本人在国
内，才能适用刑法第十条的规定。 依据最高法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八条规定：由其入境地或者离境前居住
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被害人是中国公民的，也
可由被害人离境前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
在境外犯罪， 不能被引渡回中国受审
吗？ ”在看了江歌母亲和刘鑫见面的视频后，
不少网友提出了引渡的话题。 如果嫌犯在犯
罪行为发生地所属国被审判前回到国内，则
可以直接适用我国刑法规定， 追究其刑事责
任。这时，不论我国是否和其他国家签订了引
渡协议， 只要嫌犯是中国国籍， 就不会被引
渡，这就是“
本国人不引渡”原则。 反之，如果
嫌犯在国外， 则不论双方是否签署引渡的双
边协定，都应该优先适用属地原则。 李默

警方向美遣返1名美籍逃犯
系今年遣返移交第4人
晚报讯 记者14日从上海警方获悉，应美
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浦东机场将
1名美籍逃犯遣返美国。 上海警方和美国驻沪
总领馆代表现场确认并见证了遣返过程。 这是
今年以来中国警方向美方遣返移交的第4名
逃犯，美方今年也已向中方移交了2名逃犯。
据悉，该犯因在美涉嫌盗窃车辆，被美国警
方通缉。 该犯于2009年11月入境上海，在华藏
匿至今，主要以英语培训教育为生，未发现其他
违法犯罪情况。 今年8月，美方正式向中方提出
协助遣返请求。 接美方通报后，中国警方立即开
展缜密侦查，并于9月15日将该犯拘留审查。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8日至10日，美国
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双方同意加
强执法及网络安全领域合作，重申不做对方国
家逃犯的
“
避罪天堂”，将责成两国相关部门，
积极探讨在追逃追赃领域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此后，中方认真落实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
共识，迅速完成相关法律手续，及时将该犯遣

11月14日， 中国警方人员在上海市拘留
所向美籍逃犯宣读遣送出境决定书。 新华
返美国，以实际行动“
减少藏匿在本国的对方
国家逃犯数量”。 相信今后双方将继续加强合
作，相互支持，在追逃追赃等领域进一步形成
良性互动，取得更加务实的成果。
中新

店员调侃房客：蚊子是宠物，熏死一只赔一百块

丽江两家客栈被停业整顿
云南丽江市政府新闻办公室13日通报称，针对媒体曝光的丽
江两家客栈通过美团电商平台进行虚假宣传和不正当竞争，存在
服务品质低下、诱导消费等行为进行了调查，两家客栈已由相关
部门正式立案，并根据初步调查取证情况，责令其停业整顿，配合
接受调查。 记者日前调查发现，丽江有一些客栈存在网络刷单，自
我提升满意度评价，利用网络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的现象。
游客半夜被蚊子咬醒
前台称是宠物熏死要赔

自己写好评删差评
有人称刷单是潜规则

前不久， 重庆的李先生带着家人到丽江
旅游，他在美团网看到，风花雪月连锁客栈初
见店是一家高档客栈，网上评价很好，房间图
片也很漂亮，再加上价格比其他客栈便宜，就
订了一间大床房。 但当他们一家来到客栈却
发现，这里跟普通的农家小院没有什么区别，
楼道随意摆放着挂满衣服的晾衣架， 屋檐上
和阳台上也挂满衣服；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
半夜被蚊子叮咬无法入睡。 李先生说：3点就
醒了，醒了就睡不着了，蚊子咬人，还没有蚊
香。他向客栈前台人员反映蚊子问题，他们不
但不解决，反而调侃李先生：这（蚊子）是我们
养的宠物，熏死了要赔的，一百块钱一只。

记者在美团网上又订了“亲的客栈丽江
水墨印象店”的房间。 据网上介绍，这家客栈
靠近四方街和大水车，也就是古城的中心。但
记者从四方街出发， 走了二十多分钟才到达
客栈。 网站还介绍，这是一家豪华型的客栈，
全屋地毯、高档床具、品牌卫浴、免费wifi等。
但记者到客栈才发现，房间并没有地毯，无线
网络的信号也很差，根本就上不了网。记者摸
了一下床头，上面积满了厚厚的一层灰尘，热
水壶上也是厚厚的灰尘和污渍。客栈管家说：
古城民宿都这样，再豪华就不是客栈了，那是
酒店。
两家客栈在美团网上一直排名首页的前
几名，丽江古城大大小小的客栈不下5000家，
这两家客栈是如何做到排名靠前的？ 客栈管
家告诉记者，他们加盟店都有刷单任务，一天
要刷一百多单，需要分时间段，不能弄得太集
中、太假了；并且每天都要有好评。
据业内人士介绍， 丽江古城的新开客栈
一般都要通过刷单来提升排名， 连续刷15天
左右就能排到前面；同时，好评分数也是决定
网上排名的一个关键因素。记者看到，两家客
栈在客人结账时，管家都会要求客人给五星的
好评，有的管家甚至拿过客人的手机，自己给
客栈写好评。
业内人士张先生表示，在旅游行业
“这是
潜规则，是不好说出来的。每个第三方平台都
有， 或者是给钱他们找人帮忙刷， 或者自己
刷。 丽江99%的客栈都靠走网络。 ”

管家力推旅游项目
不肯参加就被赶走
李先生说， 客栈前台人员向游客推介旅
游项目倒是很热心，对他说：骑马280（元/人）
是两个小时，180（元/人）是1个小时，想玩到
几点就玩到几点。不少客人也反映，他们也有
和李先生一样的遭遇， 有的人经不住前台人
员的软磨硬泡， 不得不缴费参加他们推介的
旅游项目。据业内人士介绍，这些前台人员在
丽江被称为管家，每一家客栈都有2名至3名，
他们的工作就是拉客人旅游购物， 然后从旅
行社或购物店拿回扣。
在丽江古城的一些客栈， 让客人进行二
次消费拿回扣已成为一种常态。 丽江风花雪
月连锁客栈一位管家承认他们拿回扣的事
实，说他一个月算下来就出（单）三四万（元），
然后与老板五五分成。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管家一般会向客人
推介回扣高的旅游项目，如去拉市海骑马、到
酒吧街喝酒、 玉器店购物等， 回扣率一般在
50%左右，有的甚至更高。 客人如果不肯参加
旅游购物， 客栈一般会以满房为由要求客人
搬走。
在该客栈记者拒绝参加旅游项目， 第二
天早晨续交房费时， 记者看到网站上显示有
房间，但管家却说已经满房了，记者住的房间
有人了，让记者搬走。

两客栈涉两宗罪
被停业整顿
丽江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通报， 丽江
市古城区近日依法对两家涉事客栈进行调
查，要求其停业整顿。约谈了美团平台在当地
的住宿事业部负责人， 要求全面清理和严格
约束入驻平台的经营户。下一步，丽江市将以
“零容忍”的态度，坚决依法查处损害消费者
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同时加大对利用网络进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
监管和打击。
据新华社 央视 央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