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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东：
舍生忘死铸就忠诚警魂

张晓东生于1966年6月，河北
省昌黎县人。1989年从中国刑事
警察学院毕业参加公安工作，生前
系河北省秦皇岛市公安局经济技
术开发区分局刑侦科技术员。他
热爱公安事业，参与勘查现场2440
余起，利用技术手段侦破各类刑事
案件130余起，为打击刑事犯罪、维
护社会治安作出了突出贡献。曾
两次被评为先进个人，一次受到嘉
奖。

1996年4月26日，正在整理刑
事技术资料的张晓东接到家住文
精里小区群众报案，称听到楼上有
撬门动静，怀疑有人入室盗窃。

文精里小区虽然距离分局很
近，但属于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
局管辖，如果让报案人再转去海港
分局报案，势必延误时间。接到报
案的张晓东顾不上多想，叫上两名
联防队员赶赴现场。

率先冲上楼的张晓东在楼道
里遇到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盘查
的过程中，男子企图夺路而逃，被
两名联防队员抓住。看到男子被
抓，张晓东又转身冲上楼，在楼道
拐角处遇到另外两名跑下来的男
子，其中一人手持大号改锥，张晓
东判断他们是盗窃团伙，在抓捕的
过程中与其展开殊死搏斗，被凶恶
的歹徒用改锥刺中头部，伤及颅
脑，倒在血泊中，因伤势过重，抢救
无效，壮烈牺牲。

1996年5月3日，张晓东被河
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5
月9日，被公安部追授全国公安系
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据新华社

和贵华，纳西族，中共党员，
1964年11月出生，1982年7月从
云南省人民警察学校毕业参加公
安工作，生前系云南省丽江纳西族
自治县（现丽江市）公安局刑警队
队长、一级警司。

14年从警生涯，和贵华从普通
民警到副队长，又从副队长到队
长，一直战斗在第一线。他个人曾
荣立三等功，还被人们誉为“神
探”。

1996年2月3日晚，和贵华到
丽江县大研镇五台村调查一起重
大案件。傍晚19时许，和贵华正在
一位村民家了解情况。突然间，大
地猛烈震动起来，房屋不断颤抖，
围墙纷纷倒塌。

“地震了！”和贵华凭着职业养
成的敏捷反应，迅速跨越到院子中
的安全地带。和贵华猛一回头发
现，在屋子里玩游戏的3个小孩不
知所措，吓得哇哇直哭。没有片刻
犹豫，也没有呼喊，和贵华转身就
向屋里冲去，双手搂挟着两个小
孩，顺势甩到了院中。此时，房屋
正加速倾斜。

面对死神的威胁，和贵华没有
任何迟疑，转身又冲向屋里去抢救
最后一个小孩。和贵华冲进屋里，
一把将小孩搂到怀里，用身体挡住
纷纷滚落的瓦片往外冲，可刚迈出
两步，伴随着一声巨响，两层楼高
的房屋倒塌了，和贵华本能地弓腰
把孩子护在自己的身下，倒塌的梁
柱无情地砸在他身上，顷刻间，他
被埋在废墟之中。村民们呼喊着
和贵华的名字，冒着余震危险，搬
走瓦砾，挪开柱子，把和贵华抬了
出来。在他身下的孩子安然无恙，
只是手上擦破了一点皮。和贵华
则口吐鲜血，心脏已经停止了跳
动。

1996年3月7日，和贵华被公
安部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
模范”称号，同年被云南省政府追
认为革命烈士。1997年，和贵华被
国家民委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称号，并被中华全国总工会
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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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英雄”和贵华：
不惧生死勇救3名儿童

2019年12月2日，在劳荣枝
被抓的第5天，劳荣枝的二哥

劳刚（化名）表示，他为妹妹走上犯罪之
路感到“可惜”。他认为，劳荣枝是法子
英“钓鱼的钩”，“法律会审她。”

据劳刚介绍，12月1日，南昌市公
安局民警来其家里拍摄了几段视频，
“我妹妹跟警察说，想看看家里情况。”
他称，1999年，劳荣枝案发潜逃后，其
母亲特别震惊，那段时间天天哭，“头发
一下白了”。

其兄坦言：
妹妹在杀人案中
“脱不了干系”

“我为她可惜。这么大的案子，又
不是犯其他的什么错。”劳刚坦言，妹妹
落网的消息传出后，这几天他都就没心
思上班，对这个结局“有心理准备”。

劳荣枝1974年出生，18岁毕业于
九江师范学校幼师专业，此后分到九江
石油分公司子弟学校，成为一名小学语
文老师。上班约一年后，她离开学校另
谋出路，此后认识了当地“混混”、有妇
之夫法子英。1996年，两人离开九江，
开始了他们的血腥人生——在南昌、温
州和合肥，法子英伙同劳荣枝，先后劫
杀了7人。法子英已于1999年被判处
死刑，于1999年底被执行枪决。

在劳刚印象中，劳荣枝认识法子英

之前，没有谈过男朋友，“她那时没什么
社会阅历。她在外面交了什么朋友，我
们也不知道。”

比劳荣枝大10岁的法子英落网后
曾交待，大约在1994年，他在其朋友的
结婚宴会上与20岁的劳荣枝相识，“当
时她不知道我有家庭了。”

劳刚称，他从没见过法子英这个
人，不过曾听劳荣枝说过“那个男的很
喜欢她”。劳刚认为，妹妹当年应该是
轻信了法子英，“一个男的追女的，他社
会经验足，对她肯定也好，她才会跟他
的。”

近日劳荣枝落网后，被许多网友斥
之为背负7条人命的“女魔头”。

“骂她，她也听不到。”劳刚也承认，
“我妹妹可能是他的合伙人，是他钓鱼
的钩，属于同谋。”他说，劳荣枝在法子
英的杀人案件中“脱不了干系”。

二哥透露：
劳荣枝到案后

“想看看家里情况”

12月1日下午，穿着蓝色职工制服
的劳刚神色凝重。几名穿着便服的民
警正到他家了解情况。

据劳刚透露，来自南昌的民警当天
到他家拍了几段视频。“警察说，劳荣枝
提出想见一下母亲和哥哥姐姐，看看家

里的情况。”当天，劳刚等人买了睡衣、
棉袄之类的衣物，托民警带给劳荣枝。

劳刚说，1999年法子英和劳荣枝
作案的事传出后，家里人很震惊担心，
特别是其母亲，那段时间天天哭，“头发
一下白了”。全家人都没想到，劳荣枝
会犯下“这么大的案子”。

劳荣枝的户籍地是江西省九江市
浔阳区，籍贯是长江北岸的湖北省黄冈
市黄梅县。她父亲是某石油公司的职
工，多年前已去世；她母亲今年78岁，
曾是企业的“家属工”；劳荣枝还有两个
哥哥、两个姐姐。据当地居民介绍，劳
荣枝父母当年把五个孩子抚养大，“非
常不容易”。

劳刚说，劳荣枝从九江师范毕业后
分到九江石油分公司教书，但时间不
长，“可能就是一年”。至于劳荣枝后来
为什么离开学校，为什么与法子英一起
走上犯罪之路，他表示“不清楚”。

法子英被判处死刑的刑事判决书
显示，1996年至1999年他先后绑架、
抢劫、杀害7人。在作案过程中，劳荣
枝常常扮演“色诱”的角色——她在歌
舞厅“坐台”，物色、引诱出手阔绰的男
子到其出租屋，随后法子英则持凶器出
现。

劳刚称，案发20多年来，劳荣枝没
有和家人联系过，“如果她跟家里有联
系的话，我肯定会要她投案自首。”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澎湃新闻、
厦门市公安局微博“厦门警方在线”

“女魔头”劳荣枝
被抓捕审讯细节公布

厦门警方：到案后其拒不承认真实身份，经DNA比对鉴定后确认

11月27日下午，厦门市思明公安分
局刑侦大队通过大数据信息研判发现，
一名疑似命案逃犯劳某枝的女子出现在
厦门某商场一带。思明公安分局高度重
视，立即组织刑侦大队、滨海派出所等精
干警力兵分两路开展工作：一路研判组
深入追查该可疑女子信息，进一步查清
身份；另一路抓捕组前往厦门该商场一
带实地开展搜索布控，进一步摸清位
置。经过通宵达旦的紧张工作，民警抽
丝剥茧、循线追踪，初步确定该可疑人员
系逃犯劳某枝，并准确掌握其活动轨
迹。11月28日11时许，经精准研判、蹲
点伏击，民警成功在厦门某商场将劳某
枝抓获归案。

劳某枝到案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思明公安分局立即组织专门力量对其进
行审讯攻坚。劳某枝拒不承认其真实身
份，自称是南京籍“洪某娇”。民警第一时
间提取其生物检材信息进行DNA比对鉴
定，快速确认该女子即为命案逃犯劳某
枝。

经初步调查，1996年，劳某枝伙同法
子英在江西南昌杀害一家三口后，流窜多
地作案。1999年，法子英在安徽合肥落
网，劳某枝遂隐姓埋名、使用多个虚假名
字在全国多地潜逃，流窜于不同城市，靠
在酒吧、KTV等场所打零工、短工为生。
潜逃厦门期间，劳某枝曾到其朋友位于厦
门某商场的手表专柜帮忙照看生意，后在
该处被厦门警方抓获。目前，未发现劳某
枝潜逃厦门期间作案。

12月3日，公安部刑侦局向福建省
公安厅刑侦总队并厦门市公安局发来
贺电，祝贺厦门警方在“云剑行动”中成
功抓获潜逃23年，涉及三地、7条人命
的命案逃犯劳某枝，对厦门警方通过大
数据精准研判，多警种快速反应、高效
联动、合成作战成功抓获重大命案逃犯
表示充分肯定，高度赞誉厦门警方顽强
拼搏、敢打必胜的优良作风，称赞这是

“云剑行动”的重大战果，得到了社会各
界广泛赞誉，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

潜逃23年，涉及
三地、7条人命的
命案逃犯劳荣
枝，于11月底在
厦门落网的消息
一经公布，立即
引发全国关注。

12月3日下
午，厦门警方在
其官方微博上公
布劳某枝案件的
最新进展。

劳荣枝二哥：
妹妹是法子英“钓鱼的钩”
落网后托民警拍视频看看家

抓捕细节
刑侦大队通过
大数据信息研判

到案之后
拒不承认身份

DNA鉴定快速确认

❶劳荣枝被抓
捕画面首次曝光。

❷劳荣枝到案
后拒不承认其真实
身份。

❸ DNA 确 认
身份后，其情绪低
落低头捂脸。

❶❶

❷❷

❸❸

◀劳荣枝
母亲租住
的房屋。

图 据
澎湃新闻

（厦门市公安局公
布视频截图）

被羁押251天后，因犯罪事实
不清、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的

华为前员工李洪元，和他的前东家华为
一起，成为了最近的舆论焦点。

究竟是怎样的事情，让企业和曾经
的员工卷入了舆论漩涡之中？我们先来
看一看检察院披露的具体案情。

根据深圳龙岗区人民检察院出具的
不起诉决定书及刑事赔偿决定书显示：

李洪元于 2005 年 10 月入职华为，
2018年1月离职，离职前在逆变器销售管
理部工作。其因离职补偿金额与公司意
见不一，双方商谈同意给李洪元补发
331576.73元离职补偿。2018年3月8日，
该笔款项扣除税费后由部门秘书的个人
银行账户转款 304742.98 元到李洪元账
户，交易摘要为“离职经济补偿”。

2018年12月16日，深圳市公安局以
涉嫌敲诈勒索罪将李洪元刑事拘留，经检
察院批准，李洪元于2019年1月22日被深
圳市公安局逮捕。公安机关审查起诉认
定，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期间，李洪
元以向华为公司上级审计、稽查部门举报
其部门主管在部门业务上存在违规操作
的行为进行要挟，从其部门主管处勒索人
民币30万元。2018年3月8日，被害人被
迫通过部门秘书的个人银行账户向李洪
元的银行账户转款人民币30万元。

经龙岗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并退回补充

侦查，仍然认为深圳市公安局认定的犯罪事
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决定对
李洪元不起诉。2019年8月23日，李洪元无
罪释放，期间他被羁押了251天。11月25
日，龙岗区人民检察院又出具刑事赔偿决定
书，决定对李洪元予以国家赔偿。

华为回应：
支持他运用法律武器维权

包括起诉华为

12月2日晚间，华为发布回应称：华
为有权利，也有义务，并基于事实对于涉
嫌违法的行为向司法机关举报。“我们尊
重司法机关，包括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的
决定。如果李洪元认为他的权益受到了
损害，我们支持他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
己的权益，包括起诉华为。这也体现了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

前员工李洪元：
事情“有些失控”
自己“心情很不好”

李洪元是浙江人，此前一直身在深圳。
12月2日，李洪元的代理律师、广东

意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谢连喜向媒体发来
一份《声明》，《声明》中提及，经与李洪元
沟通得知，目前网络流传的所谓的李洪

元“写给任正非的一封信”并非出自李洪
元之手，其出处难以考证。

该份《声明》盖有广东意本律师事务
所刑辩团队公章，落款日期为12月2日。

12月2日晚上，李洪元称，该份“公
开信”是拼凑而成，未经本人同意公开发
表到互联网上，目前已经对个人生活造
成影响，当初的想法“只是与公司和解”。

李洪元还表示，目前舆论压力较大，
自己“心情很不好”。李洪元称，自多家
媒体跟进报道之后，“有些失控”，下一步
的计划想回老家。

42岁的华为前员工李洪元12月 3
日对澎湃新闻等媒体表示，他现在赶路
回老家了，明天到家。“不折腾这事了，我
现在怕了。”

谢连喜称，从案件事实来说，李洪元
确实属于法定的无罪。他之前会见李洪
元时，听取了李洪元本人的陈述和辩解，
觉得李洪元主观上既无非法占有的直接
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实施“威胁和要挟”
的行为，其获取的离职补偿不具有强制
性，与敲诈勒索的客观要件不符。

李洪元妻子此前表示，暂时还没有
考虑到是否会起诉华为，“这都是未来长
远的事情了，暂时还没有考虑到这点。
我们还是希望有个道歉。”

李洪元妻子表示，媒体各种解读远超
出他们的预料，因此他们决定不再接受记
者采访。“原本是《刑事赔偿决定书》出来

后我们想发在华为内部的论坛心声社区
上澄清一下，但没想到有人发到外网了，
引发网络上各种讨论，各种猜测都有，我
们就想出来澄清说明一下我们的真正想
法，但即便这样我们说的话媒体还是各种
解读，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控制。”

网友有话说/
四点疑问，谁来解答？

对于该事情，部分网友表示：一次劝
退离职，居然演变成了刑事案件，这本身
就是极不寻常的。梳理其细节，可以说
极其复杂。在被羁押的251天里，李洪
元先后涉嫌职务侵占、侵犯商业秘密、敲
诈勒索三个罪名。其间，检察院还曾两
次将案件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

究竟谁是谁非，相信只有司法机关
才能还原真相给公众。网友呼吁先不要
忙着站队，先把4点疑问理清：

疑问一：李洪元拿补偿款之前，是否
拿过华为的N+1补偿？

疑问二：李洪元离职原因究竟是什
么？

疑问三：李洪元的主管，为何会通过
秘书转账离职补偿？

疑问四：龙岗区人民检察院对华为
这名前员工不予起诉的理由是什么？

综合央视新闻客户端、《南方都市
报》、澎湃新闻等

▶▶▶

华为前员工被羁押251天后无罪释放

华为回应了，前员工也回应了
网友：4点疑问谁来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