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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12月28
日依法对被告人张波、叶诚尘故意杀人
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案进行一审公
开宣判，此案即备受关注的重庆两姐弟
坠亡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波、
叶诚尘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刑
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陈某某的撤诉
申请，依法裁定准许。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波与
被告人叶诚尘共谋，采取制造意外高坠

方式，故意非法剥夺张波两名亲生未成年
子女的生命，致二人死亡，张波、叶诚尘的
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
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在共同犯罪
中，张波积极参与共谋，设计将女儿接到
家中，直接实施杀害两名亲生子女的行
为；叶诚尘积极追求二被害人死亡的发
生，多次以自己和家人不能接受张波有
小孩为由，催促张波杀死两名小孩，并在
张波犹豫不决的情况下，逼迫张波实施

杀人行为，最终促使张波直接实施故意
杀人犯罪行为，与张波在共同犯罪中的
地位、作用相当。二被告人的行为突破
了法律底线、道德底线、人伦底线，作案
动机特别卑劣，主观恶性极深，作案手段
特别残忍，犯罪情节、后果和罪行极其严
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依法应当严惩。

被告人及被害人亲属，部分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和社会各界群
众旁听了宣判。 据新华社

外交部揭批美国卫星
两次接近中国空间站

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 针对美
国“星链”卫星今年两次接近中国空间
站，对空间站上的航天员生命健康构
成威胁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8
日表示，美方应该尊重以国际法为基
础的外空国际秩序，立即采取措施防
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
委员会官网近日发布消息称，12月3
日，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
际组织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长致以
普通照会，通报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
公司发射的“星链”卫星今年先后两
次接近中国空间站，对中国空间站上
的航天员生命健康构成威胁。发言
人能否证实？作为《外空条约》的缔
约国，美国应对相关活动承担哪些
国际责任？

赵立坚证实，今年 7 月和 10 月，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射的“星链”
卫星先后两次接近中国空间站。在此
期间，中国航天员正在空间站内执行
任务。出于安全考虑，中国空间站采
取了紧急避碰措施。

他表示，1967年《外空条约》是公
认的当前外空领域国际法基石。该
条约规定，航天员是全人类派往外层
空间的使节，各国应尊重、保护航天
员安全，并将在外空发现的对航天员
生命或健康构成危险的现象通知联
合国秘书长或其他缔约国；各国还应
为其国内私人公司的一切外空活动承
担责任。

赵立坚说，为履行条约义务，维护
航天员生命安全，中国政府于12月3
日通过中国常驻维也纳代表团向联合
国秘书长通报了上述危险情况和中方
采取的措施，并请秘书长周知各缔约
国。美国口口声声宣称所谓“负责任
外空行为”概念，自己却无视外空国际
条约义务，对航天员生命安全造成严
重威胁，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他说，探索与和平利用外空是全
人类共同的事业。中方始终本着为全
人类谋福利的精神和平利用外空。美
方应该尊重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外空国
际秩序，立即采取措施防止此类事件
再次发生，采取负责任的态度维护在
轨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和空间设施的安
全稳定运行。

记者从 28 日举行的西安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了解到，12 月 9 日 0 时-27 日 24
时，西安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811 例。

12 月 27 日 0 时-24 时，西安新
增本土确诊病例 175 例，其中在隔
离管控中发现 105 例、在核酸筛查
中发现 69 例、1 例主动就医确诊。

12 月 27 日 12 时，西安市启动了
新一轮核酸筛查工作，截至 28 日 12
时，共采样 1231.70 万人，已出结果
1134.78 万人。在本轮核酸筛查中，
共设置采样点5077个，采样台11669
个，投入采样人员3.1万余人、服务保
障人员 13.29 万人，日检测能力达
160万管。

据了解，西安市雁塔区、长安区、
高新区从 12 月 28 日开始，将每天开
展一次全区核酸筛查，莲湖区根据情
况，增加全区核酸筛查频次。西安市
将从其他区县、开发区抽调采样人员
1250 人，支援以上 4 个区县、开发区
开展核酸筛查。 据新华社

浙江公布发现境外输入
奥密克戎确诊病例
记者从 28 日举行的浙江省新冠

肺炎疫情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浙江
已发现境外输入的奥密克戎变异毒
株确诊病例，均已得到有效隔离。
浙江将全面落实航空和海港口岸的
驻点防疫指导员制度，重点关注来
自奥密克戎毒株流行的高风险国家
人员和货物。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传
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盛吉
芳表示，浙江一周前已发现有相关输
入性病例，均得到了有效隔离，确诊病
例基本上以上呼吸道感染为主。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随着元旦、春节临近，人员流动性
和聚集性增加，疫情防控任务仍然十
分艰巨。浙江将进一步健全精密智控
的常态化疫情防控体系，全面落实“源
头查控+快响激活+硬核隔离+精密智
控”机制。 据新华社

12 月 28 日中午时分，重庆市天台
寺内，陈美霖跪在蒲团上，双手合十，磕
了三次头，再起身时，眼眶通红。之后
在闺蜜的搀扶下，她站起身，拿着刑事
判决书去告慰长眠于此的一双儿女。

一年前，2岁的雪雪（化名）和1岁的
洋洋（化名）从15楼坠亡。令人愤恨的
是，此事并不是意外，而是孩子生父张波
和女友叶诚尘合谋的一起故意杀人案。

根据刑事起诉书上的指控内容，张
波与陈美霖离婚后，因叶诚尘不能接受
张波有小孩，2020年2月左右，两人便
共谋杀害雪雪和洋洋。多次讨论后，决
定采用意外高坠的方式。此后，叶诚尘
多次催促张波作案，2020 年 10 月，张
波曾伺机作案未成。同年11月2日下
午，张波直接实施杀害两名亲生子女的
行为，致两孩子死亡。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曾引发全国网
友关注。

12 月 28 日早上 7 点过，市民张阿
姨乘车早早来到了重庆市第五中级人
民法院门口。作为一名小学退休教师，

她对此事愤恨不已，特意前来等候宣判
结果。“这个父亲太恶毒、太可怕了。”张
阿姨说。

当天上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
院依法对被告人张波、叶诚尘故意杀人

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案进行一审公
开宣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波、叶诚
尘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刑事附
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陈某某的撤诉申请，
依法裁定准许。

听到审判结果后，此前一直处于焦
虑状态的陈美霖终于松了一口气。离
开法院后，她按原计划赶到存放两个孩
子骨灰的天台寺陵园，“告诉他们结果，
想让他们安心一点。”

陈美霖告诉记者，宣读完审判结
果，审判长询问两名被告人是否上诉，
张波表示要考虑一下，叶诚尘一直没有
说话。而自己经过一年多的煎熬，终于
等来对两名被告人的审判结果，对于未
来，她还有些迷茫。

陈美霖也意识到，两名被告还有上
诉的可能，此事还未结束，并没有画上
一个句号。“我愿意在煎熬中走到底，为
我的孩子彻底讨回公道和正义。”

从陵园出来后，陈美霖的情绪十分
低落。不再愿意多说，抱着闺蜜痛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黄晓庆

一审宣判后，受害孩子生母到陵园告慰儿女

“告诉他们结果，想让他们安心”

西安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811例
雁塔区、长安区、高新区从28日起，每天开展一次全区核酸筛查

“尽管疫情来势汹汹，但生活依旧平
稳。”定居西安多年，印度人德福一家和许
多西安市民一样，正在经历一段特殊的抗
疫时光。

近期，地处中国西北的陕西西安，新
冠肺炎疫情不断袭扰。自从 12 月 9 日西
安出现首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到23
日零时起，西安市全市小区（村）、单位实
行封闭式管理，德福的脚步也逐步从“慢
下来”到“停下来”。

“这一年太过忙碌，我总在外地出差，跟
家人聚少离多，这几天和妻子、孩子一起居家
隔离。”德福说，“陪孩子做作业、跟妻子做饭、
居家健身……可做的事情也不少”。

45 岁的德福来中国已经 17 年，他把
餐厅从丝绸之路起点西安，一路开到成
都、杭州、长春等地，还成了一名演员。“中
国是我的福地。”他说。

除了不能随意外出，德福在西安开办的
5家餐厅也不得不暂时歇业。“损失只是短暂
的，疫情过后，肯定会如往常一样。”德福说，
过去两年，很多国家疫情蔓延，但中国防控

疫情的成绩有目共睹，“我相信西安的疫情
很快就会好转，我有信心”。

德福的“信心”不无来由。西安市已经
开展多轮全员核酸检测，消除传播隐患；市
民生活物资保障充裕；成千上万的医护人
员和志愿者冲锋在一线，守护平安。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做核酸检测，及
时了解自身健康状况；社区有专门的工作
人员，给大家提供蔬菜。”德福说，“我们想
要的，政府都已经想到，也已经做到，这种
贴心让人有安全感。”

西安是古丝绸之路起点。随着“一带一
路”倡议日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外国人和
德福一样，在西安找到发展机遇并落地生根。

尽管西安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还在
增加，但这些外国人的生活依然有序。就
读于西北工业大学的巴基斯坦留学生夏
豪，最近学会不少中国菜，这给他的居家
隔离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西安加油，长安常安！”这是夏豪最近
学会的两句话，尽管还不流利，但他已迫
不及待通过网络和大家分享。 据新华社

“请放心，都挺好！”
——走近亲历西安新冠肺炎疫情的外国人

“重庆姐弟坠亡案”一审宣判

被告人张波、叶诚尘犯故意杀人罪
被依法判处死刑

两受害人生母陈美霖拿到刑事判决书。

聚焦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