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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敏十分惊讶，沙井粮怎么对这里的情况这
样熟悉，以至于透彻到对南蛇湾村里的一个女人
也这么了解。她几次想张嘴询问，可一看原唐阴
沉着脸，也就不敢吭声了。又暗想：都说沙井粮年
轻性傲，上任后就在各公社、各村暗访、转悠，了解
民情民意，制定全县发展大纲，可能是在自己和原
唐不知道的情况下早就把南蛇湾村转悠透了。

晚上吃罢饭，送走沙井粮一杆子人，原唐坐
在办公室正想着什么，刘敏推门进来，往那破旧
的藤子椅上一坐，伸了伸腰，说：“累死了，这个沙
书记咋对咱这么了解哩，现在的年轻领导，可真
是个人物。”

原唐坐的也是一把半新半旧的藤子椅，一张
旧办公桌上零乱地放着几份文件、两瓶墨水，昏
暗的煤油灯在一闪一闪地晃动。他坐在那里仍
是阴沉着脸，一动不动地说：“按沙书记的指示，
明天就去南蛇湾村蹲点调研。我累了，想休息，
你也早点休息吧。”

刘敏不情愿地站了起来，走到原唐面前，叹
了口气，眼圈似乎也红了：“你最近咋了，那次南
蛇湾村事件后我发现你极其不正常，没正眼看我
一回，是不是我惹你生气了？你以前可不是这样
子，把我当成心肝宝贝哄着，天天夜里往人家被
窝里钻，可你咋这么长时间对我就是冷冰冰的，
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让人猜不透。”说着，用手
搂住了原唐的腰。

原唐“忽”地一下子站了起来，压低了声音厉
声说：“我说了，我累了，想休息，你听到没有？”

刘敏惊得把手缩了回去，睁大眼睛盯着原唐
看了又看，恨声恨气地说：“你变了，你的确变了，
连声音也变了。好一个没良心的狗男人，当初是
怎么把我哄上床的？现在说翻脸就翻脸，我算对
你捉摸不透，咋也不称你的心。”

“不是这个意思，你别误会，我确实心里烦，
我以后再给你说清楚，好不好。”原唐也觉得自己
过分，忙拉着刘敏的手解释。

“好吧，我等你解释。”刘敏说完，愤愤地掩面
推开门走了出去。

原唐仅仅是怔了怔，便又坐了下来。煤油灯
照在他那张冷峻的脸上。窗外一阵冷风刮进，煤
油灯忽闪了几下熄灭了。他站了起来，摸出火柴
又将煤油灯点燃。然后进里屋，从床底下摸出一
把铁铲，将堆在墙角的一堆石灰铲出，挪开藤子
椅，将石灰洒在地面铺的一层砖上，用脚踩了踩，
感觉到踏实了，又将藤子椅放上，坐在了上面。
手托下巴，陷入了沉思。

“要出差错了，不然刘敏就要察觉了。看来，
这个计划要变了。”原唐在心里想道，然后思维迅
速地进入整个计划的更改程序。

在离他住屋的不远处东屋，刘敏气呼呼地坐
在床沿上，眼泪似断了线的珠子掉了下来。停了
一会儿，又叹了几口气，衣服也没脱，便顺势躺在了
床上，她拉过被子盖在了身上。心里只顾难受，刘
敏忘了拉后窗的窗帘。让她想不到的是，在她的
窗后，有一个紧贴在屋后的人影在那里已窥视了
她很久。听到她进入梦乡后，探出头来，不断地瞄
着她那丰满的身子而抹去嘴角的口水……

穿过几条沟河，便来到了南蛇湾村。
南蛇湾村北边是几百亩的桃园，虽然冬季树

叶子都没有了一片，但大片大片的桃林仍能使人
联想到桃花盛开时的壮观美景。走到这里，原唐
停住了脚步，露出了少有的笑容。他对刘敏、何
桐说：“明年等这桃子熟了，咱弄几筐送到县上，
叫沙书记们也品尝品尝咱这儿的鲜桃。我在想，
这么大的桃林夜里藏上几百人恐怕也没人知道，
就是知道了也不好找。”

“桃园东头还有一口大井哩，那井口跟碾盘

一样，说是清朝村里有人在朝里做大官，回乡光
宗耀祖时挖的。泉眼通到石柱山底下，没有干
过，都说是神井。更神的是井半腰长出一棵树
来，有铁锨把粗了，离老远就能感到井里透出来
的凉气。”何桐说。

“走，去瞅瞅，我还第一次听说哩。咱也开开
眼界。”原唐一听来了兴趣。

“啥第一次听说？开啥眼界，你去年不就去
看过两回了。一个破井有啥看的？”刘敏皱了皱
眉，瞥了他一眼，不情愿地说。

“哦，我去年去看过？”原唐迟钝了一下，随即
笑道，拍着头自嘲道：“看我这记性，老糊涂了，不过
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会有不一样感觉的。”

“原书记真会装，装得还挺像哩。”刘敏用嘲
笑的口气说道。

“我装啥了？我会装吗？”原唐说话的口气有
点儿愠怒。刘敏便不敢再言声了。

三人沿着桃林往东走不远，没到井边，果然
都感觉到一股寒气袭来。刘敏摇了摇头，忽然心
内一动：“这原唐咋说是第一次听说这口井哩，去
年两次都是自己陪着他来看这口井的，真是脑子
有点儿神经病。”又一想，感觉总是哪一点不对
劲，可又琢磨不出究竟不对劲在哪里。

这时，他们远远地看见一个腆着大肚子的女人
正在井边吃力地打水，身子一晃一晃地左右摇摆。

几个人快步上前。那女人已将两桶水打满，
正在往肩上挑，看见他们过来，将扁担又放了下
来，用手拂了拂头发，冲几个人笑了笑，洁白的虎
牙露了出来，似乎是想停顿一下再走。

刘敏定睛一看，心内一动，转脸看了原唐一
眼，又拿眼瞟了瞟这女人，心说：“这不就是沙井粮
说的那个女人吗？怎么这么巧，没进村就碰上了。”

原唐内心也是一动，但脸上不露声色，转眼
瞧了瞧刘敏，说：“这快产的人了，还出来挑水，是
谁家这么不知道心疼媳妇，一会儿进村得查一
查，管一管。”

一看几个人的来头，母亲便知道是上头来的
领导，也不敢搭声说话，忙把扁担放在肩上，连声
说：“没事的，没事的，你们不用管。这个月轮着

俺给家里做饭了，就应该挑水，累不着。”
“慢着！别走！”原唐声音不大，但说话口气

不容商量。
“你这脸是谁打的？”原唐问。
“没有人打俺，是冻的。”母亲低着头回答。

说着不自然地捂住了脸。
“哪还能冻出巴掌印来？”
“是冻的。”母亲小声地说。
“我们和你们生产队和家里人说一下，不能

再干活了。挺着个大肚子，万一出事可怎么办？”
武装部长何桐说。

“来，你领着路，我替你挑着水，到你家坐坐，
了解了解情况。”说着，原唐动手去拿母亲手中的
扁担。

“不，不，我自己挑。”母亲退后两步，抬起头
来，慌张地说。就在她的目光和原唐的目光相对
时，一种感觉在心中一闪而过，手一松，扁担被原
唐拿到了手中。

“还是让我来挑吧。”何桐见原唐真的要挑，
忙去抢扁担。但原唐已经麻利地把两桶水挑了
起来，迈步向村里走去。

“这人平常懒得厉害，连袜子裤头都得别人
替他洗，今儿个是咋了，还帮这女人挑水？莫非
日头从西边出来了？”刘敏想着，摇了摇头，心说：

“这原唐究竟是咋了，变化这么大？是不是叫沙
书记布置的任务给吓着了？也许是吧，要不变化
咋这么大哩。”她不情愿地瞪了大肚子女人一眼，
说道：“还站着干啥哩，那可是咱公社书记替你挑
水哩，还不领路去？”

母亲捂着昨天被婆婆和丈夫打肿了的脸，一
时间愣在了那里。听刘敏一说，稍一迟缓，忙腆
着大肚子跟了上去。

“男人兴许都是这种龟孙样子，遇到事就六
神无主了，还不如我哩！”刘敏又自我安慰地想到
这里，倒内心一乐，笑了。

第十章 庞然大物

据母亲讲，那天的中午饭原唐坚持在我家吃
的。受宠若惊的刘老黑招呼着叫人杀了两只鸡

子，宰了一只野兔。母亲和奶奶在厨房忙着炒菜
做饭，父亲、刘老黑陪着原唐、刘敏、何桐三人在
屋内说事。大伯、二叔们也不敢进屋，就在院子
里晃悠，脸上都流露出十分光彩荣耀的表情，仿
佛是国家领导人光临他们家似的。

父亲和原唐在芦苇丛中的事早被人们传得
有鼻子有眼，自打那次事件后，父亲在村里似乎
也有了很高的威信，刘老黑见了他也是笑脸相
迎。这次原唐、刘敏、何桐三人又在仓家吃饭，自
然是仓家万分光彩的事了。村里人都揣摩三人
来南蛇湾村的意图。

鸡子还没炖熟，但鲜美的鸡汤味已飘了出
来。大姐拉着妹妹在灶火里烧火，盯着冒烟的锅
盖，眼睛里流露出少有的光彩，不时咂着嘴巴，口
水咽回肚里。母亲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腆着大
肚子在擀面条。生产队送来的一斤面粉和从南
边菜园子里拔的几个萝卜、几棵白菜，使这个家
庭似乎一下子变得富有起来。菜是给上级领导
下酒用的，只有做的份，没有吃的份。“但这些都
已经很满足了，至少孩子们可以喝上一口剩汤，
吃上一嘴剩菜。”母亲后来对我说。

菜快好的时候，经过反复商量，在原唐的提
议下，小屋子的几个人形成了三个决议：一是南
蛇湾村尽快拿出一份具体的高产计划来，力争明
年麦收秋播时实施；二是成立村联防治安队，由
父亲任队长，在村里进行昼夜巡逻；三是动员村
里人做好石柱山零星土匪的规劝工作，让他们下
山安心生产，进山为匪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要向
他们大力宣传党的优惠政策，宣传生产队的好
处，宣传大集体的优势。有村里亲属在山上为匪
的要限期劝回，逾期严惩。

经过这一次的深入排查摸底，原唐、刘敏、何
桐也弄明白了，其实山上的土匪基本上都是九爷
从湖北带来的人马，本地人绝少参与。这样给剿
匪工作又带来了一定难度。

吃饭快结束时，原唐问起了母亲挨打的事。
从父亲支支吾吾的话中，几个人明白了挨打的原
因。当听到母亲为此跳水坑寻死险些丧命时，原
唐的脸色变得毫无表情。他冷眼盯着父亲，话语

中透露着冰凉：“仓满呀仓满，自己的女人不当人
待，还跳下去救她干球啥？快要生产的人了，大
清早还得去挑水，你就不怕一不小心把孩子生下
来掉到井里淹死吗？”父亲喏喏地干笑着，答不上
来话。

说这话时，刘敏瞥了他一眼，心想：“你这鬼
东西还怪关心体贴别的女人哩，咋轮到你自己了
老冷落老娘？真是个阴阳怪气的东西。嘴上说
一套，心里做一套。”一想到这里，她的脑子里浮
现出了原唐在床上对她百依百顺的样子，脸上又
浮现出了笑意。那次身上来了例假，原唐钻进她
的被窝，双手紧紧搂住了她的身子……这时，她
脑子里又掠过那个大肚子女人的形象：清秀而又
灵气，两眼很大而且炯炯有神。虽鼓着大肚子，
但饱饱的乳房仍是给人一种丰乳肥臀的感觉。

原唐刚说完这话时，心里便有点儿后悔，他
害怕自己言多有失，引起刘敏等人的怀疑，便打
住了话头。

何桐在一旁吃着饭，咂着酒，想着自己的心
事，想到得意处则内心不时偷笑一声，拿眼瞟一
下刘敏和原唐。他对原唐却不敢正瞟，害怕看出
他内心秘密。

按照沙井粮的安排，为了搞好这次试点工作
和劝说土匪下山的事，要在南蛇湾村住一个月，
认真地调查摸底。原唐以刘敏是女同志住村不
方便为由，让刘敏回公社主持工作，自己和何桐
在村里蹲点，抓好调研。吃住在农户，伙食补贴
由生产队统一供应。刘敏心里虽有些不情愿，但
想想在这村里住些日子，虱咬鼠窜，粗茶淡饭，确
也过不惯这种农村生活，便答应了。

奶奶把几个人啃剩下的鸡骨头端到灶火前，
大姐、二姐和大伯、二爹家的几个孩子早已馋得
直流口水，几个孩子把鸡骨头上没啃净的肉又啃
了一遍。看着几个娃娃那馋嘴样子，一向喜欢偷
吃家里东西的小姑仓花也不好意思和孩子们争
吃了，毕竟她也是一个十六岁的大姑娘了。

（未完待续）
敬告读者:欲购《母亲的村庄》一书的读者，

请添加微信j13700775777，快递到手！

虽然有关教师的负面新闻不少，但我是

教师，我不忘初心，我依然有自己的教育梦

想。面对流言蜚语，我无力争辩，但不会随波

逐流，更不会自毁形象。我是教师，我愿意和

那些默默无闻、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工作在一

线的有责任感、使命感的教师一起，为教师代

言。

选择教师，就已经给自己贴上标签，为人

处处有了一把标尺，有的地方不能去，很多事

情不可随性而为。德高为师，身正是范。教

过的学生，认识的家长，那么多的眼睛，不在

任何一双眼里留下瑕疵，才可以“其身正，不

令而行”。我是教师，我为那些严于律己的同

行代言。

我处在底层，和普通百姓在同一地平线，

所以我能“窃听”到更多的真实声音。

那次修鞋，无意听到两个人的闲聊。

“咱四楼的老不像话，纸盒、废瓶堆在楼

梯上，路都快堵死了。”

“你看人家六楼，扫罢楼梯还用拖把拖，

见面总是先打招呼。人家是教师，素质当然

高。”

听到谈话，我一阵窃喜，感谢未曾谋面的

同行。我是教师，为“高素质”的教师代言。

我是一线教师，见证着很多同事平凡中

的伟大，他们可为教师代言。

即将退休的他，依然教着五年级的数学，

戴着老花镜，筛选过滤一般，批改着学生的作

业，站好最后一班岗，他才能心安理得地走出

教室；两年之中进行过三次手术的他，担任着

六年级的课程，带着大包小盒的药物，他重新

站在毕业班的教室；父亲在住院的他，和兄妹

调换，白天上课，晚上照顾父亲；心脏有问题

的他，在每天飘散的中药味里工作，尽量用歌

声驱散心中隐隐的恐惧……

就是这样一群可爱的人，他们不是典型，

因为没有媒体的关注；就是这样一群美丽的

人，他们无怨无悔，已经习以为常到不足以认

为应该成为典型，更不愿高人一头、哗众取

宠。

我是什么？是教师，每天把热情给了课

堂，把耐心给了学生。是警察，追踪一支笔的

去向；是法官，周旋在“原被告”之间；是调解

员，让两个孩子握手言和；是心理咨询师，及

时排解学生心理的阴影；是安全监督员，随时

排查身边安全隐患；是联络员，构架起学校和

家长的桥梁……在学校，我尽心尽力演好每

个角色。

“责人之心责己，爱己之心爱人”。换一

个角度，备受诟病的教师队伍里依然有一大

群为孩子、为自己、为教育梦想而执着的追梦

人，而那些所谓的“高大上”的行业，又有多少

见不得人的勾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责

骂教师的同时，是否衡量过自己的“纯洁”。

“你有你的规则，我有我的选择；你否认

我的现在，我决定我的未来！梦想是注定孤

独的旅行，路上少不了质疑和嘲笑；但那又怎

样，哪怕遍体鳞伤，也要活得漂亮！”

借用陈欧的方式，我是教师，我为教师代

言。

往年教师节前几天，上级单位

都要下发红头文件，号召全社会尊

师重教，并分配各行政、事业、企业

单位，教师节到指定的学校对教师

进行慰问。按照通知精神，这些单

位有的给教师送去了慰问金，有的

送去了慰问品，还有的摆下酒宴为

教师祝贺节日。但很少为教师送

“廉礼”。

调查中还发现，学校的廉政读

物不够普及，一所高中只有校长有

一份《检察日报》或《中国纪检监察

报》，也只不过是本人读读罢了，其他

领导和教师也从未浏览过；初中小学

的廉政读物更是缺乏，学校的图书馆

或阅览室里，廉政读物更是凤毛麟

角；教师和学校的领导订阅的报刊与

各学科的专业刊物紧密相连；学校开

展的活动大多是教研教学专业活动，

政治学习以及廉政教育活动少之又

少。尽管教体局为学校下发了政治

学习、廉政教育方案，一些学校仍然

我行我素，置之不理。

学校廉政读物的匮乏，导致廉

政读物不能普及，教师也因此很少受

到廉政教育，造成学校的领导、教师

成为只专不廉的授业者。所以近年

来，学校领导、教师违纪违规违法，贪

污腐败，受贿行贿案件有所增长。

今年教师节，提醒各单位，要遵

循中央八项规定，切莫充当“四风”

典型。要以文明节俭倡廉的方法对

教师进行慰问，开展为教师“送廉”

活动。一是让廉政读物进校园。节

日里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

国纪检监察报》《中国纪检监察》《党

风廉政建设》《检察日报》等汇集起来

送到学校，在学校开展普及阅读，形

成读廉、倡廉的氛围。二是把廉政格

言、精句、廉政书画作品送学校，使教

师从中受到启迪教育。三是在校园

设立廉政文化墙，让教师通过直观画

面接受廉政教育。四是观看廉政电

影《黑瞳》《人间正道》《监督无处不

在》等，开展观后谈活动。

教师节为教师送“廉礼”，定会使

廉政之花在学校绽放得越来越鲜艳。

利用儿子的暑假，回到阔别多

年的故乡。一是想见见都已日渐苍

老的父母，以慰多年的思念之情。

二是想让已在西部长大的儿子，到

南方去见见世面。还有一件事，就

是想看望我多年未见的启蒙老师

——芦苇。

自打我记事起，就有一位皮肤

很白，戴着一副眼镜的青年，经常到

我家中玩，每次来他都会背着一架

手风琴，我爸爸都会留他在家中吃

饭，慢慢地我便和他熟悉起来，他一

来我就会围前跟后，不是摸摸手风

琴，就是摘下他的眼镜架在自己鼻

梁上，慢慢地我也学会了《大海航行

靠舵手》等歌曲……

后来，才知道他叫芦苇，是城里

到我们村下放的知青，和我爸爸是

好朋友，在村里的学校当教师。当

我走进校门时，芦老师每天都会提

前给我讲课，然后第二天上课时，总

是提问我，每次都会因为我满意的

回答，他露出满意的笑容，我也因此

常常陶醉在同学们的羡慕之中，当

然，也有几次因为回答错误挨了几

教棒。

小学毕业那年，芦老师因落

实政策回到了城里，但节假日他

还会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来我们

家玩，也不会忘记给我带几本好

看的书。

次年，我也因某种原因离开家

乡，到新疆伯父身边，和芦老师的联

系只能靠书信。每次给我回信，他

总是很严格地要求我，并且还把我

写给他的每一封信，逐字逐句修改

后寄给我，慢慢地我在不断书信往

来中，爱上了文学，当我将第一篇变

成铅字的文字寄给他时，得到的是

他的肯定和鼓励。

后来，我先后回去过多次，可只

去过一次芦老师的家，他们一家3口

人住在一个不足50平方米的楼房

里，他在粮食局上班，妻子没有工

作，每天下班后和妻子做些蛋糕拿

到夜市上去卖，当我想起芦老师就

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厌其烦地修

改我的来信的情景，内心总会萌动

一种说不出的感恩。

当我回家旅游结婚的那年，父

母请了亲戚朋友，唯独没有请芦老

师，爸爸说他们正在闹离婚，不过，

当天我还是见到了芦老师，我紧紧

地拉着他的手，久久没有松开。

这次是和村里的朋友一块坐车

去的，芦老师早早就守候在楼下。

进了一百多平方米的房间，新师娘

很热情地迎上来，不停地问长问短，

好像我的事情她都一清二楚，反倒

弄得我不好意思。

吃过饭，我问有没有网，说要提

前购买返程车票，他说笔记本让女

儿提走了，硬拉着我去网吧。由于

网吧比较远，他骑了一辆自行车要

我坐上，我说我来带你吧，他说你不

认识这里的路，还是我带你吧。就

这样我坐在芦老师的车后，仿佛又

回到了从前。

教师节临近，我又一次想起远

方我的启蒙老师，我要真诚祝福您：

身体健康，幸福永远。

社会百态

□丁梅华

思念远方的启蒙老师

汝州市杨楼镇镇政府左边不远路南墙壁上，有两幅匪夷所思的国旗图案宣传画。国旗上的五角星没有画到旗首上方，而是画到

旗面末端，四颗小星也没有对准大星而环绕，很不合乎规定，旗面随风飘摆，错误明显。国旗是国家尊严的象征，岂能如此随便乱画！

爱国是公民的天职，哪能如此不懂《国旗法》。

近段时间以来，各地农村坚持把大

气污染防治作为首要任务和最大的民生

工程来抓，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以踏

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坚决态度，攻坚克

难，刚性执法，铁腕治污，强力推进大气

污染治理攻坚行动，目前已实现了空气

质量的明显好转。

但现在的发展还不甚平衡，仍有

少数乡村存在有认识不到位、措施不

得力、效果不明显等方面的差距，有个

别乡村干部仍采用靠打电话“遥控指

挥”的老方法，去安排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没有真正沉下身子下村入户做群

众工作，还没有发动引导群众参与到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来，从而严重影

响了乡村形象和防治大气污染的工作

成效。

大气污染防治，关系到人民群众的

切身利益，关系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这

既是对乡村干部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

考验，也是对大家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

的锤炼和检阅。所以，大家一定要站在

这项工作的前沿阵地，把坚持不懈抓好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作为自己义不容辞

的责任。

窃以为，以下几个方面，应是大气污

染防治的重点：

一是强化主体责任。每一名乡村干

部都要把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活动作为当

前工作的重中之重牢牢抓在手上，乡

（镇）干部、村支部书记、单位负责人要作

为整治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必须把这项

工作摆上日程，自觉深入一线，亲力亲

为、靠前指挥、率先垂范，领着群众干、干

给群众看，扑下身子亲身实干，不搞形式

主义，不做旁观之人。

二是细化个体任务。辖区内的工业

企业、建筑工地、砂石场、废品收购点、预

制板厂、饭店、养殖场、加油站、燃煤销售

点、沿街门店等所有大气污染源，均属于

防治范围，一定要按照所属区域划分职

责，切实形成政府负总责、相关部门共同

监管、片区责任到人、工作任务具体、信

息反馈流畅、奖惩渠道明晰的网格化环

境监管制度体系。

三是严格责任追究。县乡（镇）纪委

要通过制定和落实乡村干部生态环境损

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做到依法依规、客

观公正、科学认定、权责一致、终身追究

的原则，围绕落实严守资源消耗上限、环

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的要求，对未

能按期防治到位者，要对其进行通报批

评、诫勉谈话、问责直至党纪、政纪等处

分。

总之，我们的乡村干部要抱着对当

地发展负责和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

站在大气污染防治的最前沿阵地，以背

水一战、决战决胜的决心和勇气，去圆满

完成各项攻坚任务，确保大气环境持续

改善，为人民群众营造一个安全舒心的

生产生活环境。

1989年出生的赵某，初中未毕业就在社

会上游荡，由此结识了一帮酒肉朋友。今年

2月的一天，赵某等人在一起吃饭时，聊到公

安部门对酒驾的查处力度很大，遂产生了“撞

酒驾人搞点钱花花”的念头。

几人一拍即合，当晚就驾驶一辆轿车来

到正阳县城附近的一个酒店门口，按照事先

说好的分工和约定，两人在饭店门口观察物

色酒驾人员，发现目标后，立即用电话通知等

候在一旁车中的两人，等酒驾人员驾车出行

后，就立即紧随其后，找机会故意撞对方的车

辆。然后，赵某“唱黑脸”，其他人“唱红脸”，

一唱一和，随后以报警威胁，很顺利地从酒驾

司机李某手中拿到了3000元。

初次行动“告捷”，几人感觉酒驾司机大

多心虚怕事，不敢报警，所以来钱很容易，遂

加大了作案的频率。随后的数月里，几人又

先后3次物色喝了酒还开车的人，尾随其后，

等对方车速较慢时，或超车突然停车让受害

司机来不及躲闪，或从后面故意撞击对方车

后侧保险杠，制造交通事故后，抓住对方酒后

驾车不敢报警的软肋，敲诈对方钱财。从今

年2月至7月间，共制造交通事故5起获利

1.5万元。

赵某等4人因犯敲诈勒索罪，近日被正

阳县法院分别判处8个月到1年零6个月不

等的有期徒刑，并均被处以1万元罚金。

闻者足戒

□王树恒

瞄准酒驾司机 设计碰瓷敛财

自制国旗 岂能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