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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以来，全国各地相继进入低温雨
雪冰冻非常时期，针对雨雪冰冻天气道路
交通安全事故易发、多发的特点，四川省
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员务必了解低
温雨雪冰冻天气行车安全基本常识。

冬天行车，由于车内外温差较大，车
子启动不久后，便会在玻璃上形成一层
雾气，为了防止雾气影响行车视线，应在
出车前提前做好预防措施——先将玻璃
清洁干净再均匀喷洒一层防雾剂，几分
钟晾干后，用干毛巾擦拭干净，这样便能
有效地防雾了。行车途中切忌边驾驶边
擦拭雾气，更不要贸然停车，将身子伸出
窗外擦外面的水汽。实在需要手动擦拭
雾气时，应在确认安全的前提下将车停
下后再进行擦拭。

防滑链是雪天出行的必备首选。它
可以有效增大车辆与地面的摩擦，防止
车辆因打滑造成不必要的危险。注意不
在瘪胎的情况下安装防滑链，虽然在瘪
胎的时候安装难度会减少很多，但是随
着轮胎内的气压增加，就会给防滑链一
个膨胀的力，容易造成链条断裂。安装
防滑链后行驶时速一般不要超过50公
里，并且尽可能避免突然加速或减速。

“健康”的车是安全驾驶的基本保
障。在低温雨雪天气尤其要注意车辆的
保养。比如及时更换玻璃水、及时更换
防冻液和及时更换机油等。另外，四川
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大家冬季使用的机油
运动粘度一般要选择低一些的，也就是
平常我们说的看起来稀一些的那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席秦岭 罗田怡

法院认为法院认为：：
张扣扣杀人犯意坚决
犯罪手段特别残忍

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张扣
扣家与被害人王自新家系邻居。1996年 8月 27
日，因邻里纠纷，王自新三子王正军（时年17岁）故
意伤害致张扣扣之母汪秀萍死亡。同年12月5日，
王正军被原南郑县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
此后，两家未发生新的冲突，但张扣扣对其母亲被
伤害致死心怀怨恨，加之工作、生活长期不如意，心
理逐渐失衡。2018年春节前，张扣扣发现王正军
回家过年，产生报复杀人之念，遂准备了单刃刀、汽
油燃烧瓶、玩具手枪、帽子、口罩等作案工具，并暗
中观察王正军及其家人的行踪。2018年2月15日
12时许，张扣扣发现王正军及其兄王校军与亲戚上
山祭祖，便戴上帽子、口罩等进行伪装，携带单刃
刀、玩具手枪尾随王正军、王校军至汉中市南郑区
新集镇原三门村村委会门口守候。待王正军、王校
军返回时，张扣扣持刀朝王正军颈部、胸腹部等处
割、刺数刀，又朝王校军胸腹部捅刺数刀，之后返回
对王正军再次捅刺数刀，致二人死亡。张扣扣随后
到王自新家中，持刀朝王自新胸腹部、颈部等处捅
刺数刀，致其死亡。张扣扣回家取来菜刀、汽油燃
烧瓶，又将王校军的小轿车左后车窗玻璃砍碎，并
用汽油燃烧瓶将车点燃，致该车严重受损，毁损价
值32142元。张扣扣随即逃离现场。2月17日7时
许，张扣扣到公安机关投案。

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扣扣故意
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杀
人后故意焚烧他人车辆，造成财物损失数额巨大，
其行为又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公诉机关指控的
事实和罪名成立。张扣扣蓄谋报复杀人，选择除夕
之日，当众行凶，先后切割、捅刺被害人王正军、王
校军和王自新的颈部、胸腹部、背部等要害部位共

计数十刀，连杀三人，还烧毁王校军家用车辆，其犯
罪动机卑劣，杀人犯意坚决，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
节特别恶劣，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人身危险性和
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惩处并数罪并罚。本案虽
然事出有因，张扣扣系初犯且有自首情节，但是依
法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故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宣判后，张扣扣当庭表示上诉。

被告人供述被告人供述：：
早在作案之前10天
已开始准备各种工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警方公布的张扣
扣供词中了解到，据张扣扣所说，他早在作案前十
天，就已经开始做准备。

在警方公布的被告人供述中，张扣扣表示，自
己在2月5日，发现受害人已经回到了家中，当时就
已经开始准备作案。张扣扣先后准备了口罩、帽
子、刀、玩具枪、汽油瓶等作案工具，并每天通过窗
户，观察受害人的生活规律。

对于张扣扣的供述，张扣扣的姐姐与父亲均有
证词佐证。张扣扣的姐姐张某波表示，张扣扣曾于
2月5日，借了他们家的摩托车，而张扣扣制作汽油
瓶所用的汽油，正是来自于这辆摩托车。而张扣扣
的父亲张福如则证实，张扣扣曾于案发前几日，向
自己透露过想要“整王家”的想法，而自己曾劝过张
扣扣，两人还因此吵了一架。

根据汉中中院官方微博的庭审直播，庭审中，
张扣扣称大年三十是很特殊的日子，认为是个“千载
难逢的时候”。他称，王正军是打死其母亲的人，他
的母亲死后，自己觉得“一直都很坎坷”，从未放弃过
报仇的想法。当日看到王正军路过，一下就想到母
亲死亡的情景，“我脑子一下就空白了，不受控制”。

张扣扣还称，作案时没有后悔，“现在这么久
了，我觉得我当时有一点点冲动”。

北京市西城区一小学
发生男子伤害孩子事件

致20人受伤
记者从北京市西城区获悉，1月8日

上午11时17分左右，西城区宣师一附小
校内发生一男子伤害孩子事件。根据初
步了解，共有20个孩子受伤，均已送到
医院救治，其中3人伤势较重，目前，医
院正在全力救治受伤的学生，学生家长
已参与陪护，受伤学生均无生命危险。

据悉，嫌疑人已被当场控制。目前，
北京市和西城区公安、卫生、教育、应急等
相关单位正在全力开展救治和调查工作。

经公安机关初步调查，嫌疑人贾某
某，男，49岁，黑龙江人，是该学校聘用的
劳务派遣人员，日常从事维修工作。贾
某为发泄不满情绪，持日常工作用的手
锤在课间将多名学生打伤。公安机关已
对贾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正在进一步
审查中。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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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尚志：
“争自由，誓抗战”

的义勇军领袖

低温雨雪冰冻天气驾驶
员不得不知的安全常识

1月8日，被告人张扣扣（前）在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现场。 新华社发

张扣扣在作案前几天
曾向父亲透露“整王家”想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沈轶

综合新华社、澎湃新闻等

2019年1月8日，陕西省汉
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
庭审理被告人张扣扣故意杀
人、故意毁坏财物一案并当庭
宣判，判决张扣扣犯故意杀人
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
期徒刑4年，决定执行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

张扣扣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案

一审判处死刑

公诉机关公诉机关：：
极端自私的个人“恩仇”

绝不是凌驾于
法律之上的借口和理由

根据汉中中院官方微博直播，在庭审辩论阶
段，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公诉人称，张扣扣犯罪手段特别残忍、后果极
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尸检表明，被害人王正
军身中24刀，王校军身中9刀，王自新身中16刀；
这49刀主要围绕被害人的胸、腹、颈部等要害部
位，足见其杀人意志坚决，作案手段残忍。

公诉人称，纵观张扣扣工作生活经历，其对
自身能力认识不清，遇到挫折后不从自身寻找原
因，反省自身的短板和不足，没有通过改变和提
高自我来适应当下的竞争环境，反而好高骛远，
遇到挫折不能正确面对，张扣扣已经因其工作生
活的不如意，陷入了金钱至上的错误观念，因为
无法自我排解而将负面情绪完全归结于他人，陷
入了更大的逻辑错误中，选择了被害人一家作为
宣泄对象。

公诉人称，张扣扣其实是打着“为母报仇”的
旗号，掩盖其宣泄生活不如意之实；其杀人动机的
产生并非是由1996年案件引起，而是因为其自身
原因，对生活现状不满，对未来失去信心，为宣泄
其情绪寻找出口。法院及检察机关均对1996年
案件进行了审查，均未发现任何不当之处。

公诉人还称，极端自私的个人“恩仇”，绝不
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借口和理由。以牙还牙，以
暴制暴，只是让社会处于混乱和无序的状态，必
须坚决杜绝。

公诉人称，在试图去了解、探寻真相的同时，
除了好奇心、同情心，更需要平和的心态、理性的
认识、严谨的思考和对未知的敬畏。

去年12月10日-12月16日，旅游博主“徐可意
Shirky”作为30家媒体代表之一，受到菲律宾国家旅
游局邀请，参加由菲律宾国家旅游局组织的“2018中
国旅业媒体菲律宾行考察活动”。考察团共分两组，
分别前往宿雾、薄荷和杜马盖地，以及怡朗、长滩岛和
吉马拉斯岛等目的地考察。

此次旅行旨在宣传菲律宾旅游美景、吸引更多游
客前来度假。但在“徐可意Shirky”看来，自己在菲律
宾的一周，遇到各种匪夷所思的旅行问题，不但体验
差，全身心都受到折磨。

“徐可意Shirky”写道：“到了薄荷岛，新导游王导
上车就开始跟我们严肃地恐吓当地的小费习俗。在
长达半小时的话术里，他软硬皆施，甚至带着威胁。
以下是他的原话：我有个客人，出门忘记给小费，半夜

旅游博主曝光在菲律宾糟糕经历：

“不是钱的问题，关乎旅行安全”
1月7日深夜，微博认证为知名旅游博主的微
博用户“徐可意Shirky”发表了一篇名为《去

其他国家要钱，去菲律宾要命！》的文章，短时间里获
得240万次点击率，网友评论2000多条，转发量接近
一万次。

文中，这名旅游博主写道：“从导游恐吓不给小费
半夜会有人来敲门，到各种被花样宰客，从大海中乘
坐的船突然桅杆断裂顶部塌下，到马尼拉街头遇到抢
劫……”博主表示，要用她的经历告诉大家，即使是官
方邀请的媒体团，都会遇到宰客、恐吓、桅杆断裂。

“这不是关于钱的问题，而关乎的是旅行安全。”博
主“徐可意Shirky”对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宁宁

强制给小费
甚至被导游恐吓

1考察遭遇

酒店的人来敲门，把他吓坏了。开门后酒店的服务生
问，‘我真的很想知道，我哪里服务不到位，让你不给
小费。’你看，菲律宾人就是那么死心眼，你不给他小
费，他大晚上睡不好就去敲你门。”

“王导下一句话说：未来几天，大巴车司机的小费
我们需要均摊。”她写道。

“徐可意Shirky”对华西都市报、封面记者表示，
实际上，自己出行一直都有给小费的习惯，同行的媒
体人也都有给小费。

“在被恐吓后，大家也都一直在给。”她表示。

“徐可意Shirky”的文章后面，部分网友评论说：
“都是费用包干的宣传旅行，去玩了还回来抱怨，得了
便宜还卖乖”。

对此，“徐可意Shirky”坦言，此次旅行的费用由
菲律宾旅游局包干，同时也有发稿数量的要求。在她
看来，如实客观地宣传自己看到的美景是理所当然的
事，自己也在此前的微博中这样做了。但旅行体验、
安全保障与看到的美景是两码事，“钱不是最重要的，
旅行的安全保障才是。”

“就算是低端的旅行团也必须得到起码的安全保
障吧，更不用说是旅游局邀请的了。”她在文中这样写
道，“回程遇到并不算大的风浪，简陋的船摇摇欲坠，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桅杆在我面前断裂，侧翼杆直接
在我头前扫过，要不是摄影师丁老师自己的肩膀和头
替我们挡了一下，我现在并不能写这篇投诉稿。劫后
余生的我们又好气又好笑，我真的不明白，这样的船
怎么可能保证游客安全？！”

此外，“徐可意Shirky”提到：“12月17日我写好

了这封投诉信后，由一位媒体同行转到了菲律宾国家
旅游局上海办事处，他们将其翻译成了英文给了菲律
宾官员。”“徐可意Shirky”告诉记者：“此后有官员来
联系过我，上周五见面后对我表示了道歉。当时我说
了两遍要将文章发表出来，对方则表示希望我能改变
主意（原话是：We hope you change your mind）。”

她表示自己顶着压力将文章发出来，是想让游客
了解真相，保护普通游客的权益不受到损害。

菲律宾国家旅游局北京代表处向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表示，菲律宾国家旅游局官方正在对此事
作出回应，将很快发布相关情况。

回程风浪不大
桅杆在面前断裂

2考察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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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法委牵头成立联合调查组

调查“千亿矿权案”
卷宗丢失等问题

记者8日从中央政法委了解到，针
对网上反映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审理的陕
西榆林凯奇莱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诉西安
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合作勘查合同纠纷
案卷宗丢失等问题，近日，由中央政法委
牵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参加，成立联合调查组依法依
纪开展调查，相关事实查清后将向社会
公布。调查组同时公布了联系电话。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召开会议，表示
坚决拥护中央政法委牵头的联合调查组
调查“千亿矿权案”卷宗丢失等问题，将
全力配合联合调查组工作。 据新华社

赵 尚 志 ，
1908年出生于辽
宁省朝阳县。早
年投身学生爱国
运动。1925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
是东北地区最早
的党员之一。同
年冬入广州黄埔
军 校 第 四 期 学
习。1926年回东
北从事革命活动。曾两次被捕入狱，但
他严守党的机密，坚贞不屈。九一八事
变后经组织营救出狱，被任命为中共满
洲省委常委、军委书记。

1933年10月领导创建北满珠河反
日游击队，任队长。1934年6月任东北反
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与李兆麟等创建
了珠河、汤原抗日游击根据地。1935年1
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1936
年 1月任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总司
令。同年8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
长。后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会主席、
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副总指挥。

面对日伪军的疯狂“讨伐”“清剿”，
赵尚志率领抗联部队对日伪军进行了英
勇无比的艰苦战斗，作战百余次，打破了
日伪军一次次的重兵“讨伐”和“清剿”。

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在率部与
敌人作战时身负重伤被俘，宁死不屈，视
死如归，痛斥敌人。穷凶极恶的敌人割
下了他的头颅，运到长春庆功，把他的躯
体扔进了松花江的冰窟中。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