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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再次引发舆论关注

“江歌案”已变成“江歌刘鑫案”

江歌母亲（左）与刘鑫首次见面。图为新京报《局面》栏目截图

近日，中国留学生江歌在日本被害
案再次引发舆论关注。
2016 年 11 月 3 日凌晨，女留学生江
歌在日本公寓门前被室友刘鑫前男友杀
害，刘鑫先江歌一步进门得以幸存。事
发后日本警方对案件进行调查，随后，日

本警方对外通报称，以杀人罪对中国籍
男性留学生陈世峰发布逮捕令，指控其
杀害了中国女留学生江歌。凶手陈世
峰，
即江歌室友刘鑫的前男友。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江歌在租住的
公寓二楼走廊被歹徒用刀割伤颈部，伤

口长达 10 厘米。与她同住的室友刘鑫
在 3 日凌晨 0 点 15 分左右听到门口周围
有撞击声和呼喊声，遂拨打 110 报警。
同一时间段，附近的居民目击了站在二
楼走廊的可疑男子。警方驱车前往报案
地址，抵达时已不见凶手的影子，只在
2 楼走廊里发现了受伤的江歌。江歌被
送往医院，大约 2 小时之后，经抢救无
效死亡。根据日本警方的判断，在江歌
准备进入房间的时候，
行凶者对其实施了
侵害。
江歌死后，刘鑫没有参加葬礼，也迟
迟没有面对江歌的母亲，甚至在网上双
方发生隔空冲突。悲痛欲绝的江歌母亲
在网上公开了刘鑫的全部个人信息，引
发了大规模人肉与骚扰。
“ 江歌案”重回
舆论场，
已变成了
“江歌刘鑫案”。
江歌死后 294 天，新京报《局面》栏
目经过多方斡旋，艰难促成了两人的见
面。随着《局面》这段视频的播出，江歌
之死再次引发关注，也再次引发了舆论
排山倒海般对刘鑫的谴责。
据报道，陈世峰杀害江歌一案将于
当地时间今年 12 月 11 日至 15 日，在东
京地方裁判所公开审判。

一场遗憾的受害人
“相煎何急”
□唐映红
（心理学学者）
本都是受害人的两个家庭，却弄出
一出相煎何急的戏码。
江歌遇害后，其母到日本处理女儿
的后事。作为一名将女儿视为生命最重
要价值和支撑的单亲母亲，江母想知道
江歌罹难前的点点滴滴，而这又掌握在
江歌的室友——刘鑫身上。
刘鑫却因为这起与她有关的命案而
选择了退缩和缄默，一直推诿和拒绝与
江母会面和直接沟通。她在案发后接受
日本警方询问时，表达了不想被媒体曝
光的希望。因此，日本警方也按照其要
求，建议她避免接触江母以及不去现场
参加葬礼。
刘鑫的缄默惹恼了江母，因此在微

博上曝光了刘鑫的姓名和照片，引发了
刘鑫及家人进一步的退缩和缄默，以及
两家在微信上的一度互怼。
显然，刘鑫及其家人是那种缺乏直
面担当的人，在如此骇人听闻的暴力凶
杀案面前，他们选择了退缩。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在巨大应激性
情景下，选择退缩和缄默是人性的正常
反应之一种。尽管我们赞许那种直面困
难不退缩的担当勇气，却也不应过分指
责有些人退缩的懦弱。
同样，江母痛失爱女，在悲恸中希望
能从刘鑫那里，获得更多关于女儿罹难
的细节资讯；希望刘鑫能站出来表达对
凶手判处死刑的态度以支持她的主张，
都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在具体做法上，
公开曝光刘鑫及其家庭的隐私，其做法

已经越界，但也情有可原。
本都是受害人的两个家庭，却弄出
一出相煎何急的戏码。谁能，
又有谁有资
格简单粗暴地评判谁对谁错、
谁是谁非？
随着法院最终的宣判，凶手以及受
害人在警局的口供被曝光，刘鑫有没有
拒绝如实陈述的法律责任，江母有没有
超越法律的无理要求，都有着清晰的衡
量标尺。
如果说，
日本警方都能尊重和保障当
事人刘鑫保持缄默的权利，围观群众，难
道就拥有肆无忌惮的道德权柄？
如果说体谅江母的悲恸，与她站在
一起支持她，体现了朴素的善良，那么，
尊重刘鑫家庭缄默的权利，放过他们没
礼貌，没有“按道理应该怎样去做”的不
懂事，
则彰显了文明的素养。

江歌，再也见不到
“秋天”的留日女生
□赵蕾 王政君
出生于山东青岛某村落的江歌，家
境并不富裕。她一岁丧父，家里全靠母
亲一人做些小生意维持生计。
江歌与母亲相依为命 20 余年。在
江宛秋(化名）眼中，
“ 小歌子”是她生命
的全部。
为了供女儿读书，江宛秋批发布料，
再做些衣服，每周固定时间赶在集市上
卖。后来，她开了超市，早上 7 点经营至
夜里 10 点才关门。
“ 她不想江歌过得比
别人家孩子差，一直很拼。到了快 50 岁
的年纪，我姨身体也透支得差不多了。”
江歌表哥王磊（化名）说，全家人都心疼
母女俩。
往年，江宛秋过生日，江歌总会买些
饰品送给母亲，
“ 也不贵，就是想帮妈妈
打扮打扮”。江宛秋在村里最亲密的朋
友云华看到，她每次收礼物时，脸上都笑
开了花。
原以为再等一年半，就能迎接女儿
回来，江宛秋满怀期待。江歌入学读硕
士时，她听从了女儿的劝慰，转让了经营
三年的小超市。想着换份轻松的工作，
她去考了月嫂证书。却没想到，工作还

没找到，
便听到女儿的噩耗。
江宛秋曾和云华提起，隔壁村叫刘
鑫的姑娘也在日本留学，和男友分手没
去处，就搬来和江歌同住了。
“ 江歌之前
是自己住，她担心女儿生活孤单，听说有
人来陪着，还挺高兴。谁想到，这孩子走
在了前头。”云华知道，作为母亲，没有比
这更心痛的事了。
“江歌是家里的骄傲，别人要读一年
语言学校才能考大学院，她半年就做到
了。”王磊回忆，事情发生一周前，他还收
到江歌的微信，她习惯性地询问，妈妈可
好，
姥姥如何？
因母亲名字中带有“秋”字，江歌在
微博中称她为
“秋天”。
“2016 来了，不知道我的秋天，耳鬓
又多了多少白发，我愿岁月走得慢一点
再慢一点吧，保佑我秋天和太太（指姥
姥）平安无恙！！！”2016 年元旦当晚，江
歌曾在微博许下愿望。
江宛秋提到这条微博时表示：傻孩
子，你就这样撇下我们，我和姥姥还能活
吗？还有活下去的勇气和理由吗？二十
多年，你是我活下去唯一的精神支柱啊，
现在，
我的天塌下来了。

【后记】
照片里，24 岁的江歌永远露出牙
齿 微 笑 着 ， 她 身 高 165cm， 皮 肤 白
皙，脸颊瘦长，戴着黑框眼镜，一副文
质彬彬的模样。
江歌和朋友聊天时曾说，好想去听
一场 ARASHI 的演唱会。
在江歌 3000 多条微博中，她喜欢转
发美食、动漫和最爱的大野智，偶尔袒露
悲伤的心声：
相信着未来，
却没有未来。
2016 年 11 月 4 日凌晨 3 时，江宛秋
在微博上发布求助信息，称自己是留学
生江歌的妈妈，女儿在东京遇害身亡，希
望警方破案，还女儿公道。她一遍遍转
发大 V 微博，并陆续发送了 18 条相同信
息的微博。当天下午 5 点半，她到达东
京成田机场，
之后到警署配合调查。
2017 年 11 月 4 日, 江 宛 秋 抵 达 东
京，中野区六丁目通往江歌住所的路灯
依旧明亮。后方的轨道上，电车来来往
往，
川流不息，
街道如往日般平静。
2017 年 11 月 12 日下午，江歌血案
即将开庭之际，为请求日本法院判决陈
世峰死刑，江歌母亲江宛秋及众多中国
留学生志愿者，在东京池袋西口公园集
会，
征求民众署名支援。
（本组稿件据人民网、
《新京报》等媒体）

海信收购
东芝电视

加速全球布局
转让金额暂计为 129 亿日元
新华社青岛 11 月 14 日电 海信集团
旗下上市公司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
东芝株式会社 14 日联合宣布：东芝映像
解决方案公司股权的 95％正式转让海
信。
海信集团总裁、海信电器董事长刘
洪新介绍，转让完成后，海信电器将享有
东芝电视产品、品牌、运营服务等一揽子
业务，并拥有东芝电视全球 40 年品牌授
权。该项股权转让金额暂计为 129 亿日
元，预期将于 2018 年 2 月底完成交割。
“收购后，海信将整合双方研发、供应链
和全球渠道资源，快速提升市场规模，加
快国际化进程。”
拥有 142 年历史的东芝在显示技术
领域引领了日本乃至世界科技潮流，在
全球科技品牌价值排行榜位居前列。
海信电视占有率已连续 13 年居中
国市场第一位，2015 年、2016 年位居全
球第三，在美国、欧洲、南非、澳洲等地区
市场占有位次提升很快，其国际化战略
正加速推进。

吉利控股集团
全资收购
美国“太力飞车”
新华社杭州 11 月 14 日电 记者 14
日从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获悉，吉利集团
宣布与美国“太力飞车”公司达成最终
协议，将收购“太力飞车”的全部业务
及资产。此项交易已获得包括美国外资
投资委员会在内的所有相关监管机构的
批准。
“飞行汽车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
领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表
示，相信“太力飞车”能改变未来的出行
方式，
并且引领一个新行业的发展。
吉利控股集团承诺，交易完成后将
对“太力飞车”进行更多投资，在美国本
土创造更多的高科技相关的就业机会。
据悉，在过去的一个季度里“太力飞车”
的美国研发团队人员数量已扩大了三
倍。未来，来自中国的技术人员也会加
入到研发生产工作中。
李书福表示，此次投资体现了吉利
方面对“太力飞车”愿景的高度认同。同
时，将整合吉利控股集团的全球资源和
创新能力支持“太力飞车”实现战略目
标。
目前，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在全球拥
有员工超过 6 万名。2016 年，集团汽车
总销量超过 130 万辆，其中沃尔沃汽车
达到 53 万辆，
全球销量同比增长 6％。
关于本次收购涉及的交易额方面，
吉利方面表示，现阶段将履行“太力飞
车”公司在原始股东协议中的承诺不会
公布具体细节。
据了解，
“ 太力飞车”由五位麻省理
工学院的优秀毕业生于 2006 年创办。
公司致力研发全新出行方式，专注于飞
行汽车的设计与制造，在未来创新技术、
工程与生产领域具有前沿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