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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持刀翻墙闯进村民家，在双
方冲突中闯入者被反杀……

26 日，备受舆论关注的河北涞
源“反杀案”传来新进展：“反杀案”
当事人晓菲（化名）的辩护律师王文
广表示，涞源县公安局已作出决定：

不追究晓菲刑事责任，对晓菲解除
“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王文广表
示，晓菲父母目前仍在羁押状态，案
件已移送涞源县检察院。

根据 2 月 24 日涞源县公安局
《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2018 年 8

月 18日起对晓菲执行取保候审，现
因发现不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
责任，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予以解
除。

王文广说，晓菲已收到《解除取
保候审决定书》，且警方告知其本

人的案件终止侦查，根据《公安机
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 184
条第 2 款规定，代表她的案件撤销
或终止，属于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
责任的范围，就是通俗意义上的无
罪。

河北涞源“反杀案”
当事人晓菲已被解除取保候审

这一案件引发了舆论广泛关注，
讨论的内容也从具体的案件延展到
相关的法律问题，比如什么是“正在
进行的不法侵害”？如何来判定“防
卫超出了必要的限度”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十条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
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
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
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
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
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
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
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
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
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
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
不负刑事责任。

司法实践中，通常将这一条款规
定的情况称为“正当防卫”、“防卫过
当”和“特殊防卫”。

而对于发生在河北涞源的这起
案件，专家认为，应当把2018年7月
11日事发过程分成两个阶段来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
究员熊秋红认为，第一个阶段，是这
个侵害人深夜翻墙，而且持有凶器进

入到了防卫人的家里，他已经直接地
造成了这一家三口受伤了，这一家三
口他们的生命安全已经受到了这种
暴力犯罪的侵害，所以这种情况下，
这一家三口无疑具有正当防卫的这
种权利。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表示：
这起案件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
是案件发生的地点是在当事人的家
里。而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本身就已
经构成了犯罪。

就是在王某闯入晓菲家中后，赵
印芝曾经有一个用菜刀连续劈砍王
某颈部的行为，这也是案件引起普遍
争议的一个焦点。如果说正当防卫
针对的应当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
害，那么王某倒地后能不能说明不法
侵害已经停止？赵印芝这一行为是
否超出了防卫的必要限度？对于这
一点，办案的公检两方也出现了不同
的意见。

在王新元、赵印芝被羁押期间，
涞源县检察院曾向涞源县公安局发
出一份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书，检
察院经审理认为，不需要继续羁押
犯罪嫌疑人赵印芝，理由是其行为
具有正当防卫性质，变更强制措施
不至发生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
性，因此建议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
人赵印芝变更强制措施。

而根据警方对这份检察建议的
回复来看，涞源县公安局认为不宜采
纳这一意见，理由之一是“受害人王
某倒地后赵印芝在未确认王某是否
死亡的情况下，持菜刀连续数刀砍王
某颈部，主观上对自己伤害他人身体
的行为持放任态度，具有伤害的故
意，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那么赵印芝的行为究竟有没有
超出防卫的必要限度，应当如何来考
量？专家认为，对于防卫是否超出限
度，以及如何判断侵害是否停止，要
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并且要
根据当事人当时所处的状况来进行
分析判断。

熊秋红表示：“从日常生活经验
出发，那我们是不是还会担心，这个
侵害人他虽然倒地了，他会不会再次
起身，或者是说他再利用其它的工具
来继续进行侵害的行为。”

本组稿件综合央视、人民日报等

王某多次到晓菲家中对其进行骚
扰，晓菲一家数次报案。

河北保定市涞源县公安局24日
做出决定：不追究涉案女大学生晓菲
的刑责，解除“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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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扰者
男子表白遭拒后
持续侵犯猥亵

王新元和赵印芝夫妻俩有一儿
一女，儿子王鹏已经成家，平常不住
在家里，女儿晓菲今年满22岁，事
发时正在上大学。

据王新元的儿子王鹏介绍，最
近几年，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并不顺
利，先是父亲在干农活时从树上跌
落摔伤，腿上留下了残疾，不久之
后，他自己又遭遇了车祸，从此无法
再干重体力活。为补贴家用，母亲
赵印芝到北京打工。2018年2月，
晓菲放寒假后来到母亲打工的餐馆
做服务员，由此认识了王某。王某
也在这家餐厅做服务员。2018年4
月 28日，晓菲到北京找母亲，就在
那一天，王某向晓菲表白并遭到了
拒绝。

晓菲以为事情就此告一段落，
却没想到，这只是噩梦的开端。

2018年4月29日，王某表白遭
拒后的第二天。当天晚上在打工的
餐厅附近，王某阻止晓菲回到住处，
并且拿走了她随身携带的手机和钱
包。晓菲回忆，当晚王某的状态非
常疯狂，再次遭到晓菲拒绝后，他恼
羞成怒，凌晨一点多将晓菲带到了
一个地处偏僻的停车场，对她实施
了猥亵行为。直到凌晨四点，母亲
和同事才找到了她。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开具的
一份受案回执，是晓菲遭遇王某猥
亵之后去报案的凭证。

晓菲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我
的手和胳膊被他控制了一晚上，整
个手和胳膊上面都肿起来了，还有
瘀青，浑身都是土。我母亲可能就
是猜到了，我就跟我妈说，什么都别
说，你赶紧送我回家吧，因为家是我
的安全区嘛。”

闯入者
三番五次闯入
女生家多次报警

对晓菲来说，家就是她的安全
区域，是可以避风躲雨的港湾，但是
王某却轻易地逾越了这条安全线，
三番五次闯入到了晓菲的家里和她
就读的学校。

面对央视镜头，晓菲讲述了这
样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他前后去
过我学校两次，第一次去的时候，就
在学校里面乱晃荡，刚好就碰到我
了，我当时也是一个人面对他，一看
到他就感觉很害怕，我当时给我父
母、给我朋友联系，让他们过来救
我。”

接到电话后，家人立即把晓菲
带回家里，第二天一早，也就是
2018年5月17日，一家人再次来到
乌龙沟派出所报警，晓菲的家人还
录下了报警时与民警的对话。

赵印芝（晓菲母亲）：三次了，一
忍再忍。

赵印芝：第一次在北京。
王新元：第二次就是上家来。
民警：这次咋找着你的小姑娘？
赵印芝：他在学校的门口、上课

的门口堵着。
民警：为啥啊？处对象有同意

有不同意的。
王新元：不是那么回事，这小子

跟疯子一样。
一家人从派出所回家后不久，

王某再次闯入他家。根据报警案件

登记表记录的内容，当时“王某持刀
到王新元家要求与其女儿见面，双
方发生口角纠纷”。

警方赶到时，王某已经跑到了
附近的山上。当晚，惊魂未定的晓
菲一家不敢再待在家里，住到了涞
源县城的一家宾馆。

当一家人返回家里后，王某又
来滋事。根据警方的报警记录，“王
某到我家称自己若见不到王新元女
儿，就在我家服毒自杀，我父亲报警
后，王某逃离。”据王鹏回忆，王某逃
离现场后，还给王新元打了一个恐
吓电话。

王鹏回忆：“他说再次来的时
候，就是你一家全死的时候。”

王某三番五次到晓菲家里滋
事，对一家人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晓
菲在家的时候不敢睡在自己的卧
室，每晚都要换到杂物间、储藏室等
不同的屋子。王鹏跟朋友借了两条
狗，家里还安装了监控和报警装置
防备王某的突然侵袭。晓菲的学校
设计了一个专门针对王某的应急预
案。

那么王某为什么要用这种极其
偏执，甚至是涉嫌违法犯罪的形式
来追求晓菲？难道是两人曾经有
过经济上的纠纷，或者是有过感情
上的承诺吗？

晓菲表示：“他父亲说我骗了他
家孩子钱，他孩子来到我们家要钱，
我们家不给，所以他才一直来纠缠
的，这个话根本就是血口喷人，无中
生有。”

反杀案
持刀夜闯女生家
受伤严重死亡

2018年 7月 11日晚上下着小
雨，王鹏没在家，王新元、赵印芝和
晓菲早早地就睡下了。十一点多，
家中的狗突然叫了起来。

据晓菲回忆：“听到狗叫，我父
亲就惊醒了，然后拉开窗帘往外
看，就看到他翻墙进到我们家来
了，当时我父亲就特别着急，连衣
服都没有来得及穿就冲出去，还跟
我说让我打电话报警。”

根据报警记录记载，“2018 年
7月 11日 23点 06分，报案人赵印
芝打电话称‘ 王某来到我家，对我
一家进行殴打 ’。”

晓菲回忆，报警后她来到院
中，王某立即将打击目标对准了
她，父母让她回到屋里躲避，而等
她再次出来的时候，王某已经倒在
了地上，因此究竟是谁，是哪一个
动作对王某造成致命打击，她也说
不清楚。

而根据警方调查的结果，事发
当晚，王某手持甩棍水果刀翻墙进
入王新元家，与一家人发生肢体冲
突，冲突期间，王某使用甩棍、水果
刀致晓菲腹部、赵印芝手部、王新
元胸腹部、腿部及双臂受伤。晓菲
使用家中菜刀的背部击打王某背
部，王新元使用木棍、铁锹击打王
某，并使用菜刀劈砍王某头颈部，
王某倒地后，赵印芝使用菜刀劈砍
王某头颈部，王某颈部受伤严重死
亡。经鉴定，王某符合颅脑损伤后
合并失血性休克死亡。

2018年7月12日，涞源县公安
局对此案立案侦查，王新元、赵印
芝和晓菲被刑事拘留。2018 年 8
月 18日，王新元、赵印芝被涞源县
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
捕。

案情回顾案情回顾A
男子追求一女生遭拒
持刀夜闯其家被“反杀”

本案焦点本案焦点B
“正当防卫”的

法律边界如何认定？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2·23”重大事
故调查组26日发布初步调查结果，事
故主要原因系企业网上非法购置运输
车辆，并私自将运输地面人员的车辆用
于井下运输，且事发时车辆严重超载。

“2·23”重大事故发生后，内蒙古
自治区成立以政府常务副主席为组长
的事故调查组，全面开展事故调查。
据调查组成员张玉国介绍，初步调查

结果显示，发生事故的企业在网上非
法购置运输车辆，且该车辆没有国家规
定的安全标志，没有经过相关机构的检
测检验，企业把运输地面人员的车辆用
于井下运输也系严重违规。同时，企业
还严重违反了安全设施设计规定，把措
施斜坡道用于井下人员输送。此外，事
故车辆的核载人数不超过30人，但事
发时实载50人，属严重超载。

调查组还发现，发生事故的企业
把安全生产责任全部转嫁给了外包施
工队伍，并违反了停产复工安全监督
管理的有关规定。张玉国说，该企业
此前向有关部门报告其春节期间不停
产，但实际上 1 月 15 日就进行了停
产。2月13日，企业擅自复工，但没有
进行安全监管报备，严重违反了停产
复工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同时，基

层安全监管人员监督管理的针对性不
强，特别是在特殊节点的安全管理、春
季停产复工的过程中，还没有全部掌
握实情。

张玉国表示，调查组将依法依规
全力查明事故原因以及相关责任人的
责任。按照调查工作的整体安排，力
争在 10 至 15 天内完成事故调查工
作。 据新华社

美国证交会
指认马斯克藐视法庭

美国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
马斯克因他在社交媒体“推特”上有关特
斯拉的言论再惹麻烦。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25日请求法
庭判定马斯克“藐视法庭”，理由是马斯
克违反与证交会达成的和解协议。彭博
新闻社报道，相关协议要求马斯克在社
交媒体等媒介发表关乎投资者切身利益
的帖子前，必须征得特斯拉公司同意。

证交会认定，马斯克2月19日在“推
特”发布的一篇“推文”违反上述协议。
这篇“推文”写道：“特斯拉2011年生产
零辆汽车，而2019年将生产大约50万
辆。”大约4个小时后，马斯克再发“推
文”澄清，说今年电动汽车交付量能达到
大约40万辆。

在证交会看来，马斯克发布前一篇
“推文”“没有寻求或获得事先批准，内容
不准确，且传播给2400多万人”。

这令马斯克在与证交会达成和解协
议后不足5个月再次处于面临法律制裁
的险境。

证交会曾就马斯克在“推特”谈论特
斯拉股票退出市场指认他“误导投资
者”，发起诉讼。马斯克去年9月底与证
交会达成和解，同意辞任特斯拉董事会
主席，保留首席执行官职务；他个人和特
斯拉公司分别支付2000万美元罚款。

美国特拉华大学约翰·L·温伯格企
业治理中心主任查尔斯·埃尔森说，马斯
克可能将面临数项惩罚，其中最严重的
可能是，禁止在一段时期内运营特斯拉
或其他任何上市企业。

就在证交会向法庭提起请求后不足
两个小时，马斯克在“推特”上回怼证交
会，称证交会忽视他在1月30日企业财
报电话会议上的谈话内容，“显然说的是
35万辆至50万辆……” 据新华社

中美经贸磋商
进展提振市场

全球市场投资者乐观情绪普
遍提升，拉动多国股市上涨

第七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24日
结束。双方进一步落实两国元首共识，
围绕协议文本开展谈判，在一系列具体
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此外，美国总
统特朗普在其推特账户上宣布将推迟3
月1日上调中国输美商品关税的计划。

受此消息鼓舞，全球市场投资者乐
观情绪普遍提升，拉动多国股市上涨。
25日，日本东京股市、欧洲多国股市均
走出上行行情；美国纽约三大股指大幅
高开，并最终收涨，体现投资者相信市场
前景有望向好。

另外，随着市场风险偏好上升，一度
作为避险资产的黄金期货价格和美元指
数走势均现疲软。而大豆出口前景改善
使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大豆期货价格上
涨。

英国金融服务公司IG投资分析师
乔舒亚·马奥尼表示，在中美经贸磋商取
得进展的消息公布后，全球市场都在上
涨，体现了市场对相关进展的欢迎程度。

俄罗斯投行VTB Capital全球宏观
经济分析师尼尔·麦金农用“快乐星期
一”来形容全球市场走势。麦金农说，中
美经贸磋商取得进展带动全球股市上
涨，特别是美方推迟3月1日上调中国输
美商品关税的计划，给市场积极信号。

另外，随着市场不确定性有所减少，
国际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也有小幅上
涨。

施耐德电气投资有限公司全球大宗
商品分析师罗比·弗雷泽表示，由于中美
经贸磋商取得进展，大宗商品市场可能
因此获得支撑，有利于进一步缓解市场
担忧，原油及其相关产品价格或将进入
上行通道。

不少分析人士同时表示，行情受到
提振固然可喜，但更为重要的是中美尽
快就经贸问题达成协议，给市场带来“定
心丸”“强心剂”。

市场人士深受鼓舞，而美国企业界
更期待中美经贸磋商取得进一步成果。

据新华社

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依法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
中央人民政府发公函表明意见

中央人民政府2月26日向香港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发出公函，就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依法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
一事表明意见。全文如下：

2018年9月24日，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保安局局长作出命令，禁止“香港民
族党”在香港运作。2019年2月19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
作出决定，确认保安局局长命令有效。
中央人民政府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依法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依法履行维护国家
安全的宪制责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是直辖
于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
的地方行政区域。维护国家主权、统一
和领土完整，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
职责，也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
人民的共同义务。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依法对中
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请
行政长官就依法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
等有关情况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报告。

据新华社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2·23”重大事故初步调查结果：

事故车辆为网上非法购置 事发时严重超载

当事人晓菲讲述自己遭遇。(央视截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