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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米脂“4·27”杀害学生案
被告人赵泽伟
被判处死刑
备受关注的陕西米脂“4·27”

杀害学生案件10日上午在榆林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被
告人赵泽伟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
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庭审中，榆林市人民检察院派
员出庭支持公诉，法院依法指定辩
护人为被告人赵泽伟进行辩护。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赵泽
伟因工作、生活不顺而心生怨恨，
自认为系米脂县第三中学就读初
中时，受同学嘲笑致其心理受挫，
遂对初中同学产生报复泄愤恶
念。2018年3月底至4月初，赵泽
伟先后在网上购买刀具五把，预谋
作案。因未找到同学，赵泽伟将报
复目标转为米脂三中在读学生。
2018年4月27日17时许，被告人
赵泽伟携带事先准备好的三把刀
具，行至米脂县北门洞附近等候米
脂三中学生放学，对涌入北门洞东
侧的城隍庙巷的学生行凶，致豆某
某等九人死亡；姬某某等四人重
伤；姜某某等七人轻伤；刘某在避
险中致脚右足骨折为轻微伤。赵
泽伟被闻讯赶来的三中教师、保
安、学生制服，并移交出警公安人
员。

本案由三名法官和四名人民
陪审员组成的七人合议庭进行审
理，法庭审理历时3个多小时。法
庭休庭后，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评
议，经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
决定，法庭恢复开庭后当庭予以宣
判。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泽伟
犯罪动机卑劣、犯罪目标明确，杀
人手段特别凶残，犯罪后果极其严
重，社会危害性巨大。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
条、第五十四条之规定，以被告人
赵泽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赵泽伟当庭
表示上诉。

被害人家属、当地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媒体记者以及其他群众
等近百人参加了旁听。 据新华社

王德三，原名王懋廷，字正麟，
1898 年 7 月生于云南省祥云县。
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不久加入中
国第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的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
研究会。1922年经邓中夏介绍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秋，受中共北方区委派
遣，王德三到陕北建立党组织，是
陕北地区共产党组织的创建者和
重要领导人之一。

1925 年，王德三回到北大复
学，先后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北
京团地委委员和经济斗争委员会
书记等职，参加北京工人运动的领
导工作。

1927年2月，时任黄埔军校政
治教官的王德三受党指派回到云
南工作，历任中共云南省特委、临
委、省委书记，是党的第六次全国
代表大会代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
于低潮。王德三根据云南地方军
阀的实际状况，继续领导人民开展
坚决的革命斗争。

1930年1月，王德三当选为中
共云南第一届省委书记。在白色
恐怖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领导
云南省各级党组织和各族人民进
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他针对滇
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主持制定
了《少数民族问题大纲》，这是中国
共产党在云南少数民族工作的第
一个纲领性文件。

1930年11月，因叛徒出卖，王
德三不幸被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
威逼利诱，他不为所动，写下了感人
至深的万言《遗书》。《遗书》中他这样
对父亲说，“儿非病死短命，是被人
压迫去成仁就义。”“如果要偷生苟
活，那就要做出些无廉耻的事情，那
时你儿子又有什么脸在人世上？”

1930年12月31日，王德三在
昆明英勇就义，年仅33岁。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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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三像（资料照片）。

王德三：
云南人民解放之路
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国海军“海豹突击队”10
日说，救援人员当天营救
出受困洞穴的最后4名足

球队员和一名教练。至此，受困13
名成员全部获救，没有生命危险，救
援结束。

救援结束
最后一批获救的5人
由担架抬出洞穴

“海豹突击队”10日晚间在社交
媒体“脸书”写道：“我们无法确定这
是奇迹、是科学还是什么。12名‘野
猪’足球队员和他们的教练全部从洞
中脱险，他们很安全。”

遇险少年足球队名为“野猪”，来
自清莱府湄赛县一所学校。球队由
12名11岁至16岁少年和一名25岁
教练组成，6月23日训练结束后进入
洞穴群探险，因为强降雨灌入洞穴、
阻断路径而无法脱身；7月2日由国

际救援人员和泰国海军特种部队“海
豹突击队”找到。

经过多日考虑，救援人员决定以
潜水方式营救受困人员，8日和9日
分两批救出8名成员。最后一批获
救的5人10日陆续由担架抬出洞穴，
随后由直升机送往医院。

清莱府府尹那荣萨·奥沙他那功
说，与前两日的救援相比，10日的救
援速度更快，共计19名潜水员参与。

“海豹突击队”说，最后一批足球
队员和教练获救后，三名在洞穴中陪
伴他们的“海豹突击队”队员和一名
军医最后离开洞穴。

当天是否发布禁止出海通知？

5日上午约9点，“凤凰号”原定90
余名客人在普吉岛查龙码头登船，由
于各种原因，5人临时决定不上船，最
后登船人数为89人，其中有87名为中
国游客，另有2名外国人。此时天色略
阴沉，下着小雨。经多名普吉岛旅游
从业人员证实，此时码头上悬挂的出
海旗帜为允许出海的绿色，而当天普
吉岛查龙码头的游船几乎倾巢而出。

“凤凰号”并非唯一或者少数“违反禁
令”出行的船只。

上船10多分钟后，有导游向乘客
们表示，“救生衣可以脱下了”，此时船
只已经行驶在海面上。根据当天的行
程安排，“凤凰号”将造访小皇帝岛和大
皇帝岛。在前往第一站小皇帝岛的路
上，来自广东的五人毕业旅行团在三楼
拍下了最后一张齐整的背影合照。

根据泰国方面公布的消息，当天
相关部门曾发送短信预告将有风暴，
提醒船只不能出海。但截至目前为
止，该说法有2个争议点：一是短信发
送的时间据信在下午4点左右，而此时

“凤凰号”已出海一整天，并即将踏上
从大皇帝岛返回的归途；二是这条短
信究竟有没有“禁令”效力，或者只是
通知的形式，尚未得到泰方正面回
复。也有说法称，这条短信只针对当
天的渔船等船只发送，并未包括游船
——这一说法目前仍待证实。

疑问2
导游没有督促游客全程穿救

生衣，反而收走？

小皇帝岛的行程是进行一系列水
上娱乐活动，在尽兴玩耍后，客人们陆
续返回。

“导游站在船舱门口，逐一收我们
的救生衣，不让湿的穿进去。”幸存者
许小姐和林先生均认可这一说法，“说
是怕把地板打湿，所以救生衣收起来
后，都挂在一楼船舱外的柱子上。”

在这个细节之后，“凤凰号”上全
程穿救生衣的乘客已不多。加之随后
大皇帝岛的行程相对更休闲，一天时
间下来，到客人们逛完大皇帝岛的沙
滩，惬意离开时，“凤凰号”上的乘客
们，几乎都没有要再穿上救生衣的意
识。在数天的采访中，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多次听到同样的细节描
述：“船要翻之前，导游冲到1楼船舱逐
一派发救生衣。”而部分幸存者证实，
自己穿上救生衣冲到甲板上不足半分
钟，船就沉了。

值得一提的是，多名幸存者确定，
在上船前并未被要求签订任何“安全
告知”之类的文件。此外，”凤凰号“幸
存者中，有一名孕妇。

疑问3
沉船前船长等工作人员作了

哪些应急准备？

当天下午4点，“凤凰号”从大皇
帝岛出发回航。此时天色开始阴
沉，而据泰方说法，“通知短信”已发
送。“凤凰号”没有停在大皇帝岛等
待风暴过去，而是凭借经验，选择如
期回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反复
核实后证实，风暴大约在15-20分钟
内聚起，此时“凤凰号”正行驶在海面
上，身后是大皇帝岛，身前是珊瑚岛，

两岛遥遥相望可见。4点15分至4点
20分左右，风暴正式来临，船只在风
雨里摇摆，左右倾斜幅度达到45度。
有乘客表示害怕，但有导游说：“你看
我都没有穿救生衣，怕什么。”

据船上工作人员阿东介绍，当他
发现情况越来越糟时，曾询问船长“这
船会不会出事”，但后者当时如何回应
并未清晰说明。随后阿东到1楼派发
救生衣，此时1楼船舱内聚集大多数乘
客，连地板上都坐了人，但大多数人在
船员派发之前没有穿救生衣。

“一楼发完了衣服，我叫他们去甲
板上，然后我往二楼跑，刚上去船就开
始沉了。”阿东的这种说法，和幸存者
事后描述一致。有幸存者称，自己在
一楼属于比较靠后跑出舱门的：“最开
始跑出去的人因为船太摇晃，好多倒
在甲板上。中间的人被堵住，后面的
人往前推。我刚跑出去10秒左右，船
就沉了。”从派发救生衣到出甲板，整
个过程不到5分钟。

另一方面，一名自称长期在“凤凰
号”上工作的潜水教练说，普吉岛上各
艘游船“上船后不需要穿救生衣”是普
遍现象。

疑问4
载客人数近百人，两艘救生

艇是否合规？

5日下午6点左右，“凤凰号”在挣
扎自救500米后，沉没在距离珊瑚岛10
分钟船程处。落水乘客如有幸能浮出
水面，大部分被搭救到“凤凰号”自带

的2艘圆形救生艇上。据2艘救生艇上
的人员反映，获救时，一艘艇上最多能
有10多人。而船上工作人员称，这种
救生艇最大容量可达到50人/艘。

记者在采访四川长期从事普吉岛
旅游的业内人士处获悉，即使是跟团
游，专业导游也只会在救生衣问题上
格外小心。但对于救生艇，各家公司
都并不十分在意。“可以这样说，我们
基本上不会去看救生艇的问题，几乎
从来没考虑过。”该名人士称。

疑问5
“凤凰号”上游客参加的是

“零元团”吗？

采访中，绝大部分客人是通过飞
猪/懒猫等网络平台订购产品出行。
根据流程，客人付费给平台，平台联系
普吉岛当地票务公司或者旅行社，以
居间业务为两方牵线。到目前为止，
记者尚未调查到有团员属于“零元团”
客户，而重新梳理当天行程，码头上悬
挂“绿旗”，出行时天气尚可，甚至早上
10点后风和日丽，乘客没有必要“逼
迫”船长出海。并且“强迫船长出海”
这一细节记者多次和“凤凰号”幸存工
作人员以及承接部分游客的票务公司
处，均从未提到。

对于泰方正在调查的相应多家旅
行社“皮包公司”嫌疑一事，仅以“凤凰
号”所属的TCDiving公司来说，在此
前的通报中，泰方已证实其“手续和资
格没有问题”。具体情况，尚待进一步
调查和公布。

“凤凰号”遇难者头七
遇难人数已升至45人

11日就是泰国普吉岛沉船事件遇
难者“头七”，已有幸存者陆续返乡，部
分逝者家属亦同意火化。广东少年毕
业旅行5人团，最终只剩4位少年，于
10日晚降落白云机场，回到正常生活
当中，而他们的同伴仍停留在普吉，等
待一个尚未确定的归处。

7月10日，泰国普吉府府尹诺拉帕
在救援情况通报记者会上表示，泰国救
援人员在渔民的帮助下又发现3具遗
体，基本可以确认为游船翻沉事故遇难
者。因此目前确认遇难人数上升至45
人，仍有2人生死不明。

诺拉帕说，从发现地点、遗体特征
来看，基本确定新发现的3具遗体为

“凤凰”号游船翻沉事故遇难者，具体身
份需待家属辨认。

悲痛之外，7月5日的事故中，到底
发生了什么？在近一周的采访中，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同数位生还者
反复交谈、核实细节，试图抽丝剥茧，还
原“凤凰号”最后一日的经历。

还原泰国普吉沉船事件始末

受困18天
泰国足球小将全部获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雪 谢凯泰国普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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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1 “凤凰号”的最后一天

泰

喜中带忧
先前获救的8人稳定
两人疑似肺部感染

受困足球队成员全部安全获救的消
息传出后，在一处地方政府办公楼等待的
志愿者和媒体记者发出欢呼声。

欢呼和庆祝中夹杂着忧伤。营救过
程中，一名前海豹突击队员6日连夜潜水
往洞穴内运送氧气罐，出洞途中陷入昏迷
溺亡，引发震惊和悲伤。

现阶段尚不清楚最后一批获救5人的
健康情况。先前获救的8名队员情况稳
定，两人疑似肺部感染。医生仅允许他们
食用口味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不过，
一些少年则要求吃口味浓重的泰国菜，还
有人在面包上涂抹巧克力酱。

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前几天
致信泰国足协，表示如果这批小球员及时
获救，很乐意邀请他们赴俄罗斯观看7月
15日的世界杯决赛。

然而，医生要求获救人员留在医院观
察一周。这意味着，他们可能无法接受国
际足联邀约。
本组稿件综合央视、新华社、澎湃新闻等

大疑问待解55
9日，泰国总理巴育到普吉视察搜救工作并看望中国游客家属。

7月9日，在泰国清莱，人们经过一处广告牌，上面写着“孩子们，欢迎回家”。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