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2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从相关人士处获悉，吴
谢宇案已由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检
察院报送至福州市人民检察院审
查起诉，吴涉嫌故意杀人、诈骗、
买卖身份证件三项罪名。

相关人士表示，吴谢宇在公
安机关审查期间承认自己作
案，并交代作案过程，作案手段

残忍。此外，他曾透露觉得自
己与母亲生活得很辛苦，本来
想在作案后自杀，但因目睹其
母最后的死亡状态，心生恐惧，
最终放弃了结束自己生命的念
头。

相关人士证实，吴谢宇表示，
自己不需要委托辩护人，并拒绝
和指派辩护人见面。目前，除相

关调查人员外，并未有其他亲属
见过吴谢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此前
曾报道，吴谢宇被捕后，警方对其
进行了约8个小时初步审讯。在
此阶段，吴谢宇对杀害其母行为
并不否认，但对于动机、犯案经
过、犯案后自身情况等案件核心
问题全采取回避态度，“基本上不

做正面回答”。只在自述时，称其
父吴志坚对他影响确实较大。

“吴谢宇只在涉及与案件无
关的知识性话题时，才积极表
达。”据知情人士介绍，吴谢宇甚
至还会主动谈起黑洞等相关学术
话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施诗晨

吴谢宇案最新进展：承认弑母
曾透露自己与母亲生活得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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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至成：解放军后勤工作
的“开拓者”

杨至成，1903年生，贵州三穗
人，侗族。1923年在重庆加入川滇
黔联军，任营军需官。1926年春考
入广州黄埔军校第5期，同年加入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春在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转入中国共
产党。曾参加反击叛军夏斗寅部的
战斗。后被派到贺龙任军长的国民
革命军第20军任连政治指导员，参
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1月参加湘
南起义，在作战中右腿受伤。同年4
月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任工农革
命军（后称工农红军）第4军28团连
长，在反“进剿”作战中腹部受伤。
后兼任留守主任，在反“会剿”的困
难条件下，负责伤病员管理工作，解
决给养和医药供应。

1929年3月，杨至成任红4军
副官长、红12军副官长、中央军事
政治学校校务部部长，中央革命军
事委员会总经理部兼红军总兵站主
任、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组织
兵工、军需、医药生产和物资供给，
并创办后勤学校，培养后勤干部。

1934年10月，杨至成参加长
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任中
革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到达陕
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
军委后勤部部长兼红军前敌总指
挥部总兵站部部长。

全国抗战爆发后，杨至成任中
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兼黄河两延
（延长、延川）卫戍司令员、抗日军
政大学校务部部长。1938年冬因
病到苏联就医，后进入苏共远东局
党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46年1月回国后，任东北民主联
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先后在佳木
斯、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和鸡
西等地组织领导军工生产。

1948年，杨至成任东北野战
军军需部部长，大力组织扩建军需
工厂、兵站、医院和仓库，为部队进
行辽沈、平津战役提供了强有力的
物资保障。1949 年起任华中军
区、中南军区军需部部长，中南军
政委员会轻工业部部长，中南军区
第一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人民
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军
事科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高
等军事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
杨至成被授予上将军衔。1967年
2月3日在北京病逝。

杨至成是贵州省唯一的新中国
开国上将，他的家乡人民以他为
豪。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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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问：周二沪指低开，盘中窄幅
震荡，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受外围市场拖累，两市股
指低开震荡，全天沪指振幅不足
12点，盘面上机场、化工、黄金有
所表现，而调整近一周的科创板也
逆势表现，不过市场成交继续低
迷。截至收盘，两市涨停26只，跌
停2只。技术上看，两市股指继续
维持阴阳相间行情，尽管两市股指
收阴，但仍收于5日均线之上，而
创业板指仍继续收于60日均线之
上；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均略失
守5小时均线，但60分钟MACD指
标仍保持金叉状态；从形态来看，
短期窄幅震荡有利于形态的修复，
只要周三早盘沪指不失守 2765
点，那么市场将再次向上挑战笔者
提到的2879点。期指市场，各合
约累计成交、持仓均减少，各合约
负溢价水平整体明显缩减。综合
来看，尽管近期股指无论涨跌均无
成交配合，但市场底部确实是在逐
步抬升，因此短期反弹并未结束。

资产：周二按计划以3.55元买
入京能置业6万股。目前持有南
玻 A（000012）45 万股，京能置业
（600791）36 万 股 ，大 族 激 光
（002008）7万股，一心堂（002727）5
万股。资金余额4262207.52元，总
净 值 10468507.52 元 ，盈 利
5134.25%。

周三操作计划：京能置业、南
玻A、一心堂拟持股待涨，大族激光
拟不低于30元高抛，另拟不高于
20.3元买入短期调整充分的白马
股浪潮信息（000977）不超 10%仓
位。 胡佳杰

白｜杰｜品｜股

底部抬升

新华社北京8月 13日电 最
高检13日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常委
陈刚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
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
以涉嫌受贿罪对陈刚作出逮捕决
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最高人民检察院
依法对陈刚决定逮捕

新华社香港8月13日电 香港特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3日表示，大规模
恶意破坏行为如果持续，可能将香港推
向“粉身碎骨的深渊”。她呼吁社会各
界反对暴力、维护法治，待社会恢复平
静后真诚对话、重建和谐。

特区行政会议当天复会。林郑月娥
在出席会议前对传媒表示，过去一星期，
大规模恶意破坏行动在香港各区蔓延，包

括堵塞铁路、瘫痪机场、围堵过海隧道、攻
击各区警署等，使市民出行和上下班受到
影响。有人使用汽油弹、烟雾弹等升级武
器攻击警务人员，导致警员受伤。

她指出，一些人以自由或正义的名
义，但其实不断做出破坏行为，目无法
纪，损害香港法治。这些破坏行为让香
港社会陷入慌乱局面，很多市民担心能
否正常上班上学，也有很多人周末放弃

外出消费和会友。
她批评，有人为摧毁香港法治而大规

模攻击包括警队在内的执法机关，鼓吹仇
警、黑警言论，利用一些未经证实的图片、
短片恶意攻击警务人员，甚至将攻击蔓延
到警员家属。她强调，香港警队是香港法
治的重要支柱。这种将警方与市民摆在
对立面的做法，对香港完全没有好处。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作为一个开

放、自由、包容、经济稳定的社会，如果
暴力持续，恐怕也将出现五劳七伤，要
复原需要漫长时间，700多万人的安居
乐业、生活稳定将无以为继。

她指出，无论是要消除市民的慌
乱、恢复对香港的信心，还是要让香港
经济复原，都需要首先停止暴力。希望
社会各界放下歧见，共同反对暴力，尽
快恢复秩序。

2016年3月3日，福州警方发布
了一则悬赏通告。通告称，警方发现
女子谢天琴死在福州一所中学教职
工宿舍内，其22岁儿子吴谢宇有重大
作案嫌疑。

今年4月，涉嫌弑母的犯罪嫌疑
人吴谢宇，在重庆江北机场被抓获。

据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5
月28日消息，2019年5月27日，福州
市晋安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故
意杀人罪、诈骗罪、买卖身份证件罪
对“北大学子弑母案”犯罪嫌疑人吴
谢宇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复杂的A面/
同学口中的“宇神”
亲戚眼中的完美小孩

在吴谢宇被捕之后，他的亲戚此
前始终回避媒体采访，不愿详谈。4
月21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第一时间联系过吴谢宇的舅舅，他
表示对是否会原谅吴谢宇这件事情，
暂不回应。

4月29日，吴谢宇的舅舅主动联
系媒体发声，称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他们已经原谅小宇（吴谢宇）了，小宇
（吴谢宇）智商高，文笔好，希望他能
写出点什么东西来，比如写下一些警
示性文章，也算对社会做点贡献。吴
谢宇舅舅说：“当然如果能写多一点
的话，写本书出来，还可以卖个版权，
然后改善他们家贫困的生活。”

在吴谢宇舅舅的自述中，曾用
“姐和姐夫是世间少有的好人、善良
的人，很辛苦，又很正直”“我姐一生
清苦、清贫，也有种清高，或者说是人
格洁癖，从而注定了悲惨的结局”来
概括已双亡的吴谢宇的父母。

提及侄儿吴谢宇，他表示一直笃
定他绝对是能成龙成凤的人才，没想
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在他的印象
中，吴谢宇从小“非常非常非常完美、
听话，学习成绩又好，还尊敬长辈，孝
顺家人。我们一家人都对他寄予厚
望，希望他能出人头地，成就一番事
业。”

杀害母亲谢天琴以前，吴谢宇过
着头顶异常光环的人生。他就读于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高中时期更是被
同学们称作“宇神”。他曾以全校第
一的成绩，从母亲任教的中学考入福
建省名声斐然的福州一中。入学后，
成绩常年稳居全校第一。

升入高二后，吴谢宇父亲因肝
癌去世。在同事印象中，吴父过世
后，谢天琴变得沉默而易怒。谢天
琴家楼上住户有小孩，有时候稍微
有点吵闹，谢天琴便会冲上楼去数
落几句。16 岁的吴谢宇则表现出
与年龄不符的坚强，他对妈妈说：

“别难过了，爸爸在天上看着我们
呢。”

这与面对好友时的吴谢宇不
同。吴谢宇高中时期关系最为密切
的好友们，曾向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透露，大约从高二开始，他们
已经听吴谢宇提过多次“自己太累
了”，吴谢宇也曾向好友吐露过低落
抑郁的情绪。升入大学后，这种情绪

愈发加剧。
对此，曾与吴谢宇亲密无间的一

位好友表示，在得知吴谢宇弑母后，
他试图说服自己把整件事理解成一
个类似命运的东西：“就当他是自毁
吧。因为一个心理有抑郁的人，的确
是会想自杀的”。

隐秘的B面/
夜场员工眼中的他：

“经常笑着脸”“有礼貌”

事实上，从作案到被警方通缉，
吴谢宇平静并且成功地隐瞒母亲死
讯长达半年之久。期间，他通过复印
母亲日记本等方式，伪造了一份辞职
信，顺利为母亲辞去工作，并亲自为
母亲操办了辞职宴，邀请母亲生前的
同事出席。

此后，母子周围的亲朋好友们，
都开始相信谢天琴已经去美国陪伴
儿子读书。直至接近2016年春节，

在舅舅“今年不回来过年”的质疑下，
吴谢宇才回复舅舅自己在福州，过节
回去。其舅在火车站未接到谢天琴
母子后报警，谢天琴尸体才得以被发
现。

随后，福州警方悬赏上万元，对
吴谢宇进行通缉。但此后三年间，犯
罪嫌疑人吴谢宇一直销声匿迹。
2016年2月，河南一台ATM机的监
控抓拍到他取款的身影，是他最后一
次公开露面。

直到2019年4月21日，吴谢宇
在重庆江北机场被警方抓获。

案发后广泛的报道，揭露了吴谢
宇的逃亡生活轨迹。落网前很长时
间，吴谢宇都在重庆活动：白天在外
做家教，晚上在夜场里穿梭，并酷爱
健身。

据媒体公开报道，曾与吴谢宇
共事过的男子，曾这么描述这个昔
日的“同事”：高大、皮肤有点黑、总
是穿着健身服，上班也是断断续续
的，一段时间在，一段时间又消失
了。

吴谢宇被捕后，夜场内部群“炸”
了。同事们才想起这个人，“经常笑
着脸”，“很有礼貌”，“不像其他人咋
咋呼呼的”，还有人回忆起，自己觉得
他人不错，和和气气的。他们对他的
另一个印象是节约，但怎么个节约
法，却没说，总的评价就是普通，“做
事规规矩矩，业绩也平平常常”，过眼
即忘。

吴谢宇被逮捕一个星期后，有网
友曝光了一段视频，称是2019年3月
底拍的，视频中的男士肌肉壮硕，正
拿过酒瓶倒酒，满脸笑意。

这个在夜场里被拍到的笑脸，
和吴谢宇刚上北大时，因为班级活
动也拍过的一段视频，几乎是一模
一样的笑脸，只是更清瘦、更羞涩一
些。

据媒体报道，即使是在重庆的夜
场生活里，吴谢宇朋友圈展示的也是
天文、哲学、时事类的内容。

谁会想到，曾经的那个“完美学
霸”，会一步一步走向深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施诗晨

林郑月娥呼吁香港社会各界
反对暴力、维护法治

大规模恶意破坏行为如果持续，可能将香港推向“粉身碎骨的深渊”

新华社香港8月13日电 针对媒体
报道美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
尔等日前发表“暴力镇压不可接受”“北
京侵蚀港人自治和自由”等错误言论，
外交部驻香港特区特派员公署发言人
13日表示，美国会有关议员无视事实，
颠倒黑白，毫无根据地诋毁中央和特区
政府，向极端暴力分子发出严重错误信
号，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
对。

发言人表示，香港一小撮激进示威
者不断升级极端暴力行径，屡屡用极其
危险和残忍的方式袭击警察，粗暴践踏
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威胁市民生
命安全，严重挑战香港繁荣稳定，严重

触碰“一国两制”底线。美国对自己国
内发生的袭警行为毫不手软、严惩不
贷，但对香港却故意选择性失明，把香
港警察忍辱负重、文明执法污蔑为“镇
压”和平示威。这只会让世人更加看清
美方一些政客的傲慢与偏见、伪善与冷
血、自私与霸道。

发言人指出，香港回归22年来，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
到切实贯彻落实，香港同胞真正实现了
当家做主，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权
利和自由。香港法治指数全球排名从
1996年的60多位大幅跃升到2018年
的第 16 位，高于美国目前的全球排
名。铁一般的事实不是美政客想抹黑

就能抹黑的。难道香港彻底沦为“暴力
之都”才是他们乐见的结果？才是他们
心中想要的自治和自由？

发言人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国
家、组织或个人以任何方式干预。任何
人都不要低估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和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都不要痴
心妄想我们会屈服于外国干预势力的
威胁与压力。我们强烈敦促美有关政
客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
重绝大多数香港市民反暴力、护法治、
撑警队的正义要求，摆正位置，认清形
势，立即与极端暴力分子划清界限，立
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外交部驻港公署敦促美国会议员与极端暴力分子划清界限

新华社香港8月13日电 13日上
午，香港国际机场恢复运作。香港机
场管理局表示，13日早晨6时起实施
航班重新编配，陆续恢复航班起降，但
航班起降仍受影响。

香港机管局网站显示，截至13日15
时，香港国际机场已取消约370班当日抵
港及离港航班。机管局建议旅客出发前
往机场前，通过香港机场的网站或“我的
航班”移动客户端了解最新航班情况。

受非法集会影响，香港机管局12
日下午宣布取消香港国际机场当日剩
余航班。

|最新动态|

香港国际机场陆续恢复航班起降
仍有大量航班被取消

吴谢宇在逃期间曾被监控拍下。（资料图片）

弑母案嫌疑人吴谢宇的
人生AB面

头顶光环的“完美学霸”
与“弑母恶魔”相互交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