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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深夜,情侣言语失和,郊外分道扬
镳。若是各回各家,本也相安无事。谁料
却发生意外,女子非正常死亡。近日,记
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人民检察
院获悉,当事男子吕某已被批准逮捕。

1月 22日 7 时许,雪落高坡,霜打
洼地,日出风停,满洲里市郊外一片银
白。正驶过 301 国道圣天池路口的长
途货车司机张某发现,车前不远处路基
左下侧疑似有个女人躺卧在地。张某出
于好心连声鸣笛, 意在唤醒该女子,但
对方却纹丝不动。晨练突发疾病了?夜
里被害抛尸了?还是……张某脑中瞬间
闪现几个念头。事不宜迟,张某当即拨
打 110 报警。

22日 7时 40分许,内蒙古公安边
防总队呼伦贝尔支队工业园区边防派
出所接到驻地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
指令: 一名女子躺在 301 国道圣天池
路口处……事发地点位于郊外,偏离市
区,人迹罕至。民警发现,该名女子面似
三十多岁,衣着单薄,蜷卧在地,四肢已
僵硬,呼吸已停止,显然死亡多时了。关
乎人命,岂可马虎。民警边封锁保护现
场, 边向满洲里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刑
警大队汇报警情,争取支持。

时隔不久,民警赶到现场会合并共
同勘查。民警从死者随身物品中确认了
她的身份信息,得知女子名叫李某。从
她身上的穿戴看,金戒指、金项链等贵
重物品仍在,排除图财害命；从她死后
体态分析,没有打斗痕迹,没有明显伤
痕,认定属于冻死。

对李某的死因结论,其亲属并不认
同。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李某衣着单薄,

孤身来到郊外而冻亡,感觉不可思议。
对李某郊外冻亡, 不单是亲属诧

异,民警也是疑问重重。为彻底解开谜
团,工业园区边防派出所调取了现场周
边的所有监控视频,安排民警分组轮班
坐在电脑前, 紧盯繁杂无序的视频录
像,试图从中找出蛛丝马迹。历时十几
个小时, 民警终于通过查看监控视频,
发现了当事男子吕某的异常行迹。

监控视频显示,1 月 21 日 23 时
许,吕某驾驶黑色“斯巴鲁”越野车,曾
在事发路段反复绕行,似乎在寻找什么
人或东西,形迹可疑。经人证实,吕某在
扎赉诺尔区某批发市场经营海鲜生意,
与死者李某手提包内装有的销售海鲜
账本信息相吻合。民警由此推断,吕某
与李某死亡必有重要关联。

1 月 22 日 16 时许, 工业园区边
防派出所在满洲里市公安局刑侦民警
配合下, 在扎赉诺尔区某批发市场内
将犯罪嫌疑人吕某抓获。经审讯,吕某
对过失导致李某被冻身亡的事实供认
不讳。

据嫌疑人吕某供述, 他主营海鲜
批发兼顾零售生意, 与摊位雇员寡妇
李某系情人关系。1 月 21 日晚,两人
从外地驾车返回, 途经 301 国道的满
洲里市工业园区段北外环路时, 谈及
感情引发争执,且两人针锋相对、互不
妥协。李某恃宠任性,负气下车。本想
给她点儿颜色看看的吕某, 遂借机生
事,自顾离去。时隔半小时,已到家的
吕某自感不妥,沿途寻找李某,并未找
到。李某被冻身亡,吕某虽悔不当初,
却为时已晚。 法制日报

女子负气下车被冻亡男友被批捕

2 月 14 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在
浙江杭州举行“向执行难全面宣战”公
众开放日活动。记者从现场获悉，最高
人民法院 2013 年建立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库以来，截至目前，共纳入失信人
673 万例，全国法院共限制 615 万人次
购买机票、222万人购买动车、高铁票。

2016 年 3 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明
确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
行难问题”。

在 2 月 14 日的开放日活动上，最
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孟祥介绍称，
2013 年，最高法院出台相关的司法解
释进一步规范，建立了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库，截至目前，共纳入失信人 673
万例。

2014 年初，最高法院联合中央文
明办等八部门共同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开始对失信人实施联合惩戒，当初最有
效的措施就是限制“老赖”出行。

“失信人上了我们的黑名单以后，
就会限制其高消费，购买高铁票。这是
订票失败的提示。”孟祥表示。

2016 年 12 月底，最高法与公安
部、中航信、中铁总联手，把当事人的身
份证与其他证照一块绑定，彻底限制其
通过各类身份证照来购买机票和火车
票。

孟祥介绍，为进一步扩大联合惩戒
范围，经过多次沟通，最高法与国家发
改委等 44 家单位签署了 《备忘录》，
实现了对失信被执行人的多层面限制。
截至目前，限制失信人担任企业法定代

表人及高管 7.1 万人。仅中国工商银行
一家就拒绝失信人申请贷款、办理信用
卡 55 万余笔，涉及资金达到 69.7 亿
元。

另外，也将一些特殊主体纳入失信
名单，比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
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等。其
中，部分人员因失信受到开除、撤职、降
级等处分，有关资格受到影响，被取消
招录、晋升或是被罢免。

孟祥认为，联合惩戒措施的采取，
产生了很大的震慑力，有近百万的失信
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法律义务。

针对解决执行难问题，孟祥表示，
首先要厘清原因。造成执行难的原因
很多，既有法院的内部因素，也有外部
因素。外部因素主要有，被执行人隐匿
转移财产，逃避规避执行，外界干扰执
行，财产处置变现困难等等。内部因素
主要有，案多人少的矛盾在执行领域
非常突出，仅占全国法院干警总数八
分之一的执行人员，办结了约四分之
一的法院案件。此外，还有大量的无财
产可供执行案件，长期积压，经年累
月，已达到相当数量，我们在解决现案
的同时，还背负着历史的包袱。同时，
由于管理相对滞后，法院内部一定程
度上还存在着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
乱执行的现象。

孟祥告诉记者，各级人民法院围绕
这一工作目标，攻坚克难，2016 年执行
案件收案 529.2 万件，执结 507.9 万
件，同比分别上升 27.2%和 33.1%。

人民网

最高法：建立失信人名单库来
已限制 615万人次购机票

耳机，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那么，
你知道除了听音乐和打电话，耳机还可
以用来做什么吗？

近日，英国一家创业公司推出了一
款智能耳机，它可以为不同语言的人进
行翻译。这款耳机不仅有麦克风装置，
同时也内置了一枚强大的微处理器。这
枚处理器负责对 37 种不同的语言进
行翻译。

在使用之前，我们需要通过智能手
机软件先下载好语言包，然后通过蓝牙
同步并且保存到耳机中。使用时，耳机
会自动检测对方的语音和口音，而这个
过程不需要任何数据连接。在接收到对
方的语言信号后，它就会自动翻译，并
且根据语句的长短，翻译时间在 5 秒
到 10秒之间。如果你在一个多语言国
家，或者在某个会议上有人使用多种不
同的语言，那么它还会通过云技术来进
行实时翻译。

2016 年 10 月，日本一家公司开发
了一款用来检测人们压力状况的耳机。
据介绍，研发人员在这款耳机贴近用户
耳朵的部位配备血流量传感器，它会向
血管照射激光，通过反光的强弱来检测
血液流量。然后，它通过对血液流量以
及速度的分析来推测用户的血压，从而
监测压力状况。目前，该公司计划在今
年正式推出这款耳机。

在 2016 年 11 月，韩国一家公司
设计出一款可以改善听力的耳机。这款
耳机通过与蓝牙、手机配对，来对使用
者进行听力测试，然后判断出使用者所
需要提供辅助的等级，有针对性地进行
声音强化，从而使听力障碍者能更清楚
地听到周围的声音。据悉，这一耳机将
于 2017 年 12月正式上市。

除了可以进行翻译、改善听力、检
测压力之外，耳机还可以帮助你实现
减肥的愿望。今年 1 月，一款号称“世
界上第一台减肥耳机” 的产品登陆市
场，其产品包括一支蓝牙头戴耳机或
是一支有线耳塞。这一减肥耳机可以
实现 1-20Hz 音频的播放，由于人类
通常听到的声音频率在 20Hz 以上，
因此用户在听歌时同步播放 1-20Hz
的音频，用户是无法察觉的。据开发商
介绍，当用户在使用手机软件听歌时，
同步播放这种音频会对大脑进行所谓
的“编程”，影响我们的饮食习惯，再
配合相关的讲座内容，最终达到减肥
效果。

这些耳机使用起来大都方便简洁，
一部智能手机、一款蓝牙设备就可以帮
你实现它的诸多功能。随着科技的发
展，我们相信，小小的耳机将会给我们
的生活带来更多便捷和美好。

人民日报海外版

智能耳机，让生活更美好

时下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得如火如
荼。继“共享单车”后，时尚、酷炫的“共
享汽车”又亮相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等 10余个大中城市，受到越来越多消
费者的青睐。

中国早已经进入汽车社会，不管是
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汽车的保有量都在
急剧增长。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拥
堵日益严重。即便是在农村，买车也正
成为年轻一代的标配需求。未来，群众
的购买力还会进一步增强，对汽车的需
求量也会持续上扬。不过，与日俱增的
私家车在满足个人出行便利的同时，也
不可避免伴有挤占公共交通空间、加剧
环境污染、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等诸多问
题。一些大城市之所以限牌、限号，很大
原因就是为了缓解交通拥堵和减轻大
气污染。当然，造成拥堵和污染的原因
有很多，不能把板子完全打在私家车身

上。至于造成资源浪费，主要是基于中
国私家车使用率太低，许多时间就呆在
车库里。一边是汽车需求有增无减，一
边是负面影响持续扩大，中国正经历汽
车社会“成长的烦恼”。

现在，共享汽车来了。这是一种介
于公共交通和私家车之间的驾车出行
方式，虽然这种共享经济模式在欧美等
国已经有 10 多年的应用，但在中国市
场上还属于新生事物。目前，国内的共
享汽车多是新能源汽车，投入车辆多的
城市有数千辆，少的则有几百辆，整个
市场尚处于萌芽、培育阶段。倘若共享
汽车能降低公众对私家车的需求，则有
利于减少碳排放，缓解大中城市“出行
难”“出行贵”等问题。不过，这一切尚
处于“倘若”阶段，关键要看这种出行
方式能在多大程度上取代私家车出行。
换句话说，共享汽车来了，人们还要不

要再买车？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最主要
的决定因素是看共享汽车能不能满足
公众的需求。

从共享汽车的现状来看，它对公众
的最大吸引力就是经济实惠。不管是与
搭乘出租车还是与开私家车相比，这一
吸引力足够诱人。这与网约车、共享单
车刚普及时一样，给了共享汽车无限宽
广的市场空间。但羁绊同样摆在面前，
那就是共享汽车的数量和取放问题。媒
体对广州市场上的共享汽车体验后就
发现，“要么车难找，要么车难还”。与
使用费用和乘客素养相比，这两点更为
致命。如果没有足够量的汽车，没有足
够方便的取放服务，就不可能满足公众
的需求，也就不可能代替私家车。共享
汽车的发展刚刚起步，还有大量难关需
攻克。它能在公众出行中扮演多大角
色，能不能像共享单车一样普及，这一

切都还是未知数。
共享汽车的发展任重道远，不仅需

要大量资金投入，还需要解决上牌、取
放等问题。对于一个颇具成长性的行
业，解决资金问题的难度应该不大，难
就难在管理和服务上。与共享单车不同
的是，共享汽车占用的城市空间和道路
资源比较多，而这不是企业本身能完全
解决的，需要看政府管理部门的态度和
举措。如今，各地交通管理部门都尚未
出台共享汽车管理细则，但一个好的信
号是，各地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均
表达了对这类新兴出行方式的鼓励态
度。而北京市更是先行一步，北京市政
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已计划将二、三环
40 余处高架桥下的空间改造作为共享
汽车租赁点。

共享单车、网约车、共享汽车的出
现，丰富了人们的交通出行方式，有助
于缓解中国汽车社会 “成长的烦恼”。
至于人们还要不要买车，要看这些共享
新模式的未来发展，能在多大程度上满
足公众的出行需求。 南方日报

共享汽车来了，还要买车吗？

“警察叔叔，救救我……救救我！”
2 月 12 日晚 8 时许，韶关高铁站验票
口，一名身材瘦小、头发凌乱、神情惶恐
的少女急匆匆跑到正在站内执勤的广
州铁路公安处韶关车站派出所民警涂
警官跟前求救。

民警将女孩带到公安执勤室。原
来，元宵节当晚，女孩因与父母吵架“斗
气”，便踏上开往广东英德的列车，结果
误入了传销组织，身上财物被洗劫一
空。被“思想教育”一日后，她因微信记
录“幸运”逃出，最终在民警帮助下由
家人接回。

女大学生误入传销窝点

女孩告诉民警，她姓吴，今年 21

岁，是广西宾阳县一所大专院校教育专
业的在校学生。

2 月 11 日晚，她因琐事与父母吵
架，负气之下便寻思离家外出。想到 1
月曾在 QQ 邮箱里看到一个关于广东
省英德市一幼儿教育机构的招聘启事，
通过电话联系确认后，她便买了张火车
票前往广东英德。

到达英德车站后，几名身着正装
的年轻男女在出站口迎接她，语气十
分热情，这让她放松了警惕上了对方
的汽车。但上车后，小吴的手机、钱包
等随身物品便被“扣押”，汽车穿过
城区越走越远，开到了一个偏远的居
民楼。

“到达住处后，就有‘领导’过来

给我上课，告诉我来这里就要做‘项
目’，要直销公司产品。”吴某告诉民
警，自己当时意识到掉进了传销组
织。

家人不断来电意外脱身

因孤身一人到外地找工作，小吴一
路上都跟自己的同学李某某聊天并发
送位置。当晚，小吴的同学和家人不断
打电话过来寻问下落。

“领导”见状后把手机交给小吴并
威胁她：“只能用免提接电话，如果乱说
话马上弄死你！”

在“领导”的监视下，小吴通过免
提接通了同学李某某的电话，告诉对方
“自己没事，已经在公司住下了”。打完

电话后，她的手机又被拿走。
第二天，她的手机不断有电话打

来。“领导”找到她：“你不适合待在这
里，你赶紧离开英德！”

随后，“领导” 开车将小吴丢到英
德高铁站外几公里处，丢给她一张高铁
票和她的身份证，并威胁道：“你走到哪
里我们都有人跟着，你敢报警，你家人
都要遭殃！”

在高铁列车上，小吴仍深信有人
“监视”自己，不敢找列车工作人员求
助。

直到到了韶关站，她望见二楼验票
口有一名身着制服的警察才跑过去求
助。韶关车站派出所在对其进行好安抚
工作后，联系上了小吴的父亲。2 月 13
日，小吴家人来到英德将她安全接回
家。

羊城晚报

女大学生误入传销组织 微信定位使其意外脱身

1927 年 9 月爆发的秋收起义是毛
泽东直接领导发动的第一次军事斗争
行动，而纪实这一历史事件的《西江月·
秋收起义》 是毛泽东的第一首军旅诗
词。

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
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
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毛泽东生前没有公开正式发表《西
江月·秋收起义》。或许是因为毛泽东对
该作品不太满意。从诗词艺术角度衡
量，这首词算不上毛泽东诗词的精品之
作。但是，纵观中国革命的整个进程、毛
泽东的人生经历以及毛泽东的所有诗
词作品，《西江月·秋收起义》具有划时
代的不朽意义。

首先，这种价值是由秋收起义在中
共党史上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的。1927
年，蒋介石背叛革命，疯狂镇压革命者，
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
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
党的方针，并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
秋收起义。毛泽东出席了这个重要会议
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
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长沙，
积极筹备和策划秋收起义，成立了工农
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于 1927 年 9 月
9 日发动了武装起义。“湘赣边界秋收
起义，在开始时虽然也以攻占大城市为
目标，但在遭遇挫折后，毛泽东适时地
率领部队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
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
路。这条道路，代表了 1927 年大革命失

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其次，秋收起义是毛泽东奋斗人生

的一个重大转折。尽管毛泽东早已投身
革命事业，但他当时毕竟还不是军事
家，还是一个文人，一个穿长衫的革命
家。秋收起义“霹雳一声暴动”，使毛泽
东的个人角色和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
转变。穿长衫的毛泽东开始带兵打仗，
逐步成为一个用枪杆子改写中国历史
的叱咤风云的军事指挥家和战略家。

1963 年 9 月，毛泽东与新西兰共
产党主席威廉斯谈话时说：“白色恐怖
一来，工会、农会都被搞掉，我们毫无办
法，只好拿起枪来同国民党打仗。事前
没有准备，包括我在内，在那时以前也
没想到过自己要去打仗。谁叫我去打仗
的呢？是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蒋介石的
白色恐怖逼着我们去打仗的。我以前的
职业是小学教员，不是军官，所以根本
没有想到打仗那回事。虽然那时我已做
了六七年党员，做过各种工作：工会工
作、农民工作，在国共合作时期也做过
国民党工作，也搞过学生运动，就是没
有准备要打仗。”国民党把毛泽东逼上
了军旅生涯，毛泽东在战争中学习战
争，学会了统兵打仗之道。这一打就打
了二十二年，打出了一片新天地，打出
了一个新中国。

最后，从毛泽东的诗词创作而言，
《西江月·秋收起义》具有分水岭的意义
和价值，从此他的诗词内容和创作风格
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江月·秋收起
义》之前的毛泽东诗词，尽管也写得心
潮激荡、慷慨激昂，也在为中国的前途命
运忧患与呼号。但是，在秋收起义之前的
诗词所抒发的更多的是一种 “书生意
气”，这种“书生意气”与毛泽东在秋收

起义之后的“横槊赋诗”相比，无论在内
容、题材和风格上都存在极大的差异。

继《西江月·秋收起义》之后，毛泽
东引兵井冈山，创立了中国第一块农村
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胸怀中国革命的理
想、壮怀激烈，诗词风格也为之一变，他
的诗词不再是单纯摹景抒情，而是转入
纪实，走向战争。战场硝烟不再是想象
中的场景画面，而是他的生存状态，“旌
旗”“鼓角”“围困”“壁垒”“炮声”
“敌军”“突变”“开战”“战地”“行
军”“命令”“席卷”“风烟滚滚”“枪
林”“横扫千军”“鏖战”“弹洞”等等，
这些用于描写战争、战役、战斗的字眼，
开始在毛泽东诗词中频繁出现。诗词成
为他亲历的战争风云的真实写照，成为
讴歌人民战争的壮丽史诗。

《西江月·秋收起义》上阕写秋收
起义队伍的组成和暴动计划的进攻方
向。“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语言近乎白话，开宗明义地点出军名、
旗名，而秋收起义的历史地位正源于
此。“军叫工农革命”，而不叫“国民革
命”，秋收起义部队破天荒地使用了
“工农革命军”的番号，工农阶级从此
有了由自己的兄弟组成、真正为老百姓
打天下的子弟兵！起义军军旗图样：底
色是象征革命的红色；旗中央是代表中
国共产党的黄灿灿五角星；五星内镶着
镰刀和斧头，代表农民和工人；旗幅左
边白色布条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
第一师”。整个旗帜的含义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武装。需要说明的
是，这里所说的斧头实际上应是铁锤，
因为铁锤看上去像斧头，所以，当时很
多人都误以为是斧头。当年曾有一副这
样的对联：“斧头劈出新世界，镰刀割断

旧乾坤。”就是误把锤头当斧头的结果。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

进”，词句虽不华丽，但却列出了行军地
点、进军方向。“匡庐”“潇湘”原作“修
铜”“平浏”，过于平实具体，修改之后
更为确切，诗意也大为增强。“不停留”
突出了起义军勇往直前；“直进” 表现
了起义军直捣敌人要害的坚强意志。

下阕着重写秋收起义爆发的原因、
强大声势与深远影响。“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
和压迫，迫使广大农民同仇敌忾，奋起
反抗。“重重”形容地主阶级各方面压
迫的繁重，“个个” 突出了农民群众齐
心反抗的势力之强。“同仇”典出《诗
经·秦风·无衣》：“修我戈矛，与子同
仇”。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共产党人
的引导，农民群众不断觉醒，武装暴动
一触即发，箭在弦上。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
动”，点明秋收起义的季节，描绘出秋收
起义犹如炸雷响起石破天惊的声势。秋
收时节是农民收获的季节，也是地主逼
迫农民交租交税的季节。辛勤劳作的农
民交租交税之后所剩无几，愁思百结，
完全没有收获的快乐。“暮”，日落时
分、傍晚时分；“云”，云烟雾霭；“愁
云”，本指忧愁，这里指暮云的阴沉、阴
暗。“霹雳”是风暴雷雨前的征兆。秋收
起义犹如一声疾雷迅猛爆发，使敌人猝
不及防。这不仅是秘密暴动的一般韬略
和特点，同时也可见毛泽东万分激动、
热烈歌颂的情怀。

这首词采用写实的手法，在直陈其
事中抒怀言志，将情志寓于记事之中，
其词句朴实，然力胜千钧。《西江月·秋
收起义》只有短短的 50 个字，却真实
地再现了秋收起义的历史，深刻地揭示
了农民暴动的根源，表达了对革命战争
的无限赞美之情，具有独特的诗史价
值。 学习时报

毛泽东的第一首军旅诗词

2 月 23 日，北
京密云首届风车文
化旅游节举行。近
日，北京地区首届
风车文化旅游节在
密云太师屯镇人家
花海景区盛 大开
幕。木屋脚下，流水
身边，风车花田，尽
现眼前。赏“花”途
中，近百万只颜色
各异的风车随风齐
齐转动，不仅转出
了浪漫与温馨，更
转出了些许童真与
情怀，让游客享受
片刻闲情惬 意之
余，添了一番别有
情调的京郊冬季旅
游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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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观！北京密云 万只风车拼出多彩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