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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 凤凰县一名高姓副县
长一行四人将受害少女阿红的第三次尸检
结果送到她的湖北老家"鉴定结果为#其胃
液中检出氯胺酮成分! 阴道分泌物中未检
验出受害人阿红生物成分以外的成分" 也
就是说!强奸依然没有证据"

曹庭英和丈夫不能接受这一鉴定"$ 可
是!尸体已经火化了!我们没有办法了%&据
邱永贵和儿子邱昌鹏介绍# 他们当初坚决
不同意将尸体火化! 但凤凰有关方面一直
催促% 凤凰县维稳办的田姓负责人对他们
说#$ 你们不同意的话! 我们将严格按照法
律程序走!进行强行火化%&邱氏父子说!凤
凰县政法委某领导' 凤凰县公安局某副局
长都说过同样的话" 邱昌鹏说#( 我们以为
真的有这么一条法律! 违法的事我们怎么
会干呢)所以我们尽管极其不情愿!但还是
同意火化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没有这样的
法律规定% &

邱昌鹏认为! 他妹妹被强奸是顺理成
章的事%案发时!另一名受害少女阿琳比阿
红清醒得多!而且一直都在反抗!并逃出了
房间%但阿琳还是遭受了韩某的严重侵犯%

而阿红完全不清醒! 像一只毫无反抗能力
的羔羊一样任人宰割% 邱昌鹏怀疑妹妹很
可能被犯罪嫌疑人戴安全套强奸! 而安全
套上的润滑油检测!时间隔了这么久!被检
查出来的概率极小%邱昌鹏说!他相信法律
会还他们一个公道%

据悉! 凤凰县副县长高某对阿红家属
表达了歉意!并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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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山西临汾通报网友拍摄银
行降半旗被警方带走事件!据介绍!公安
机关初步查明裴青峰'李永峰'贾韶峰等
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威胁要挟单位
个人索要财物!已构成敲诈勒索罪% 现已
对涉案

'

人采取强制措施%

据临汾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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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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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临汾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
局接到中国银行临汾分行报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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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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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 有人故意降下该银行办公楼前国
旗!并在网上发图片以此进行敲诈% 公安
机关接到报案后!立即组织开展调查%

经警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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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李彤* 临汾思
爱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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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 临汾论坛&网站管理员+

到中国银行临汾分行办公楼前将被降国
旗拍照后发至互联网上!给贾韶峰* 临汾
论坛网站管理员+打电话说#$ 让中行的人
和我们联系!让他们给点好处!你跟帖顶
一下&% 并交代贾韶峰将帖子转发到其他
网站% 于是贾韶峰在家中上网将该帖转发
到百度$ 临汾吧&和百度$ 尧都吧&% 据贾韶
峰供述#$ 我承认我受利益驱使!将帖子复
制转载到百度, 临汾吧-和, 尧都吧-之后!

存在侥幸心理! 想从中得到一些利益!从
中分点钱&%

当日
&"

时许李彤打电话给李永峰
*( 中国资讯传媒网站&临汾负责人+ !让其
转帖% 李永峰为得到好处就将该帖转载至
中国资讯传媒网% 据李永峰供述#( 让中行
的人找过来处理事情! 我们落点儿好处!

也许还能给点钱% &

之后!李永峰与裴青峰*( 中国咨询传
媒网&临汾板块管理员+商量后!由裴青峰
使用专门购买的外省手机号!假冒记者给
中国银行临汾分行打电话!威胁中行负责
人就国旗降半旗事件给个说法%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彤'裴青峰'李永
峰'贾韶峰'王伟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
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此案正在进
一步侦查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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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联系会泽县迤车镇党政办公室!一
名男性工作人员证实!朱某目前就在该镇党
政办公室工作!目前还在试用期!录用的岗
位是( 水电水利&%

记者随后联系上了会泽县副县长朱廷发%

朱廷发在电话中表示!他的儿子被录用为公务
员!他的职务对儿子没有起到任何帮助% 但他
的儿子是不是( 面试成绩全县第一&! 他不清
楚! 建议记者向会泽县人事局了解有关情况%

记者要求他提供会泽县人事局相关负责人的
联系电话!朱廷发表示他在出差!无法提供%

有多少名考生报考会泽县迤车镇水电水
利这一岗位) 岗位录取比例是多少) 录取了多
少名考生) 第二名考生的分数是多少!是什么
身份)记者先后数次拨通会泽县人事局办公室
和公务员科的电话!要求了解这些情况% 该局
办公室一名男工作人员说#( 我不清楚!也无法
联系到相关负责人% &该局公务员科一名女士
则称#( 我不是这个办公室的!他们下乡去了% &

并说没有相关负责人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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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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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记者拨通会泽县人事局公
务员科的电话了解到!会泽县人民政府确有一
位姓朱的副县长!叫朱廷发% 该科工作人员洪
先生证实!会泽县这次公务员招考中!确实有
一名朱姓考生填报的家长姓名为朱廷发!( 好
像是副县长的儿子% &

朱某的面试成绩是不是( 全县第一&) 洪先
生说!对考生的面试成绩没有做过统计!面试
成绩不会牵涉到排名的问题!按照各岗位的不
同!按综合笔试'面试成绩录取% 朱某报考的岗
位!他的综合成绩列第一名!经过了严格的审
核程序后!朱某被录用到会泽县迤车镇政府%

在这次招考中!朱某的笔试'面试成绩分
别是多少) 朱某就读于哪所学校!学的是什么
专业) 针对这些情况!洪先生要么表示( 时间久
了!记不清楚&!要么表示( 涉及考生的隐私不
便公开!该公开的已经做过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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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石景山区杨庄社区!年过
,

旬
的高老太一个人为了养活身残的儿子
和智障的孙子!攒钱给他们治病!老人
开了个水站给居民送水!体重不足

,-

斤的她每天几乎都要搬运
.%

斤的水桶%

据介绍!每天早晚都是送水高峰!不论是早上
'

点还是晚上
&%

点!不论刮风下雨!只要顾
客一个电话!老人便会送水上门%长时间的搬运!导致她的背驼得十分严重%而她的口袋里还
随时放着速效救心丸!( 有时候骑着车送水!忽然就会觉得心慌!我就得赶紧吃点药&%

目前!她自己每个月有
/%%

元的退养金!大儿子和小孙子每个月能领到
.-%

元的低保!老
太太的事迹经过当地媒体报道后!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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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县长公子面试分数全县最高
其公务员笔试成绩远低于对手 云南会泽副县长回应( 招录公正&

阿婆
您慢点
北京

,

旬老太送水养全家
儿子身残孙子智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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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少女跳楼事件

第三次尸检
仍无( 被强奸证据&

山西临汾网帖案

论坛版主
承认发帖为捞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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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云南高校论坛( 云南大学& 板块里有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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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云南会泽县惊现公务员面试副县长之子历史
最高分&的帖子!称该县副县长之子( 面试全县第一&!

吸引了不少网友的眼球%

帖子是今年
0

月发出的% 发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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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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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曲靖市会泽县考试录用公务员!在笔试时!副
县长之子朱某笔试成绩远远低于竞争对手% 可是!朱某
的面试成绩却远远高于竞争对手 ! 总分微高于第二
名% &帖子末尾还感叹( 太牛了!佩服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