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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假卖到商丘当媳妇被判 6年刑后!举目无亲的她受到检察官的关注!经商丘市两级
检察院审查抗诉!案件得以改判" 河南#云南两省检察官又携手将其护送回家

!""#

年
$

月
!%

日!商丘市
夏邑县看守所"

在这里已被羁押整整
&

个
月时间的云南黎族妹子张楚 !

穿着#夏邑县看守所
%""

$的黄
色号衣!走出铁门高墙!像往常
被提审一样!脚步沉重!一脸愁
容%

喜从天降& 这次不再是#提
审$!而是又一次#宣判$%

来自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的法官庄严宣读对张楚涉嫌诈
骗的终审刑事判决'(撤销夏
邑县人民法院)

!""#

*夏刑初字
第

'!

号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
告人张楚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
徒刑

%

年 ! 并处罚金人民币
("""

元+ 改判原审被告人张楚
犯诈骗罪!判处拘役

&

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

$""

元,

因先行羁押时间折抵刑
期!也就是说从这天起!这名刚
在看守所度过

)(

岁生日的黎
族少女重获自由% 听完-判决$!

惊呆的张楚逐渐回过神来!激
动得泪水夺眶而出! 一边不停
地鞠躬! 一边不停地感谢.#我
真的没想到!感谢人民检察院!

感谢叔叔阿姨! 今后我一定吸
取教训!好好做人''$

张楚的家在云南省文山壮
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六河乡
坪上村!那是位处中越边界/只
有

!"

多户人家的一个偏远黎
族村寨% 姐姐出嫁! 弟弟上小
学!父母种田!张楚初中没念完
就外出打工%

!""(

年!

*$

岁的
张楚到了她心目中的-大城市$

000文山打工! 在一家饭店做
服务员!月收入只有

%+"

元% 幼
小的她盼望有个多赚钱的机
会%

!"",

年
**

月
*(

日!-机会$

来了% 饭店里的一位常客-兰姐$

把张楚和另一名打工妹于丽叫
到自己的住处!策划了一个发财
的-门路$.把她们假卖到河南当
媳妇!然后想办法逃脱!一次给
她们每人分

&"""

元钱% 当时感
到-好玩$又-挣钱多$的张楚稀
里糊涂地答应了%

两天以后!-兰姐$ 把她们
带到河南省夏邑县歧河乡蔡河
村!通过村里一位 -云南老乡$

联系 .

*&

岁的张楚以
!-!

万元
的价格-卖$给

%$

岁的关某做
媳妇+于丽以

!-%

万元的价格被
%&

岁的朱某领走%

-兰姐$ 很快带着
'-$

万元
-定亲款$走了!而于丽于第二天
晚上成功脱身! 至今下落不明%

朱某发觉被骗后!立即赶到派出
所报案!还在等着-兰姐$来接她
的张楚被警方抓获%

-兰姐$真名陶正珍!一个多
月后! 被警方通过网上追逃抓获
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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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夏邑县人民法
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陶正珍有
期徒刑

'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

万元+判处张楚有期徒刑
%

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

(+++

元%

面对一审
%

年刑期的判决 !

$%

岁的张楚大脑中一片茫然% 她
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孤独无助!年
幼的她每天面对看守所的高墙铁
窗!以泪洗面%

一审判决同样也揪紧了肩负
审判监督职能的商丘市和夏邑县
两级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检察官
的心%夏邑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的
检察官在审查送达的一审判决书
时!凭着职业的敏感和高度的责任
感!意识到一审对被告人张楚的判
决-量刑畸重$!未能体现-宽严相
济$的刑事司法政策!遂提出向商
丘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的意见%

市人民检察院主管副检察长王利
华和公诉处处长宋国强组织公诉
处干警认真听取了县院的汇报!经
研究决定同意夏邑县院的意见!以
一审判决对张楚量刑畸重!依法向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

月
$

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夏邑县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抗诉很
快受理! 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商丘市人民检察院指派郭彬清和袁
维杰两位检察员出庭支持抗诉%

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抗诉理由掷
地有声. 被告人张楚犯罪时未满

),

周岁!根据1刑法2规定!应当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被告人张楚是在被告人

陶正珍指使下被作为实施诈骗的工
具使用!系从犯!根据1刑法2第二十七
条的规定!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
处罚''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依
法审理!作出#抗诉机关的抗诉理
由成立 !予以支持 $的结论 !认定
#被告人张楚系从犯! 其只对其参
与的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其诈骗数
额应为

!!+++

元$!认为#原审认定
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审判程序合
法!但对被告人张楚诈骗数额认定
有误!应予纠正$!遂依法作出对张
楚犯诈骗罪由原审#

%

年刑期$到终
审#

&

个月拘役$的大跨度改判,

误入歧途 !

&

个月的羁押 !对
张楚这个涉世不深的黎族少女来
说!是噩梦般的不幸,然而!是商丘
市人民检察院#忠实履行法律监督
职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商丘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依法纠正!大大
缩小了这种不幸!因此说张楚又是
幸运的,

张楚更幸运的故事还在延续,

张楚获得了自由!无论是人民
法院的法官!还是人民检察院的检
察官!都想到了一个问题.举目无
亲/身无分文的她如何回到几千里
之外的家里3 如果不能及时回去!

会不会再次落入坏人手中!上当受
骗陷入虎口3 在此之前!检察官曾
与张楚的家人电话联系! 让其接
人!但她的家人心存疑虑.#真的假
的3 楚楚能有这样的福气3 $#当今

社会花钱还买不来减刑!我们人都
没去一个! 怎么会为闺女减刑3 $

#我们地处中越边境!离河南很远!

家里经济困难!闺女被逮捕时通知
我们都没去!现在也拿不出路费去
接她& $

#我们要对张楚负责到底& $商
丘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广军一
直关注案件的进展!决定在张楚释
放那天! 派检察干警代替家人去
接!并护送她回家,

$

月
!%

日! 商丘市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王利华带领公诉处处长宋
国强/副处长谢东晓等人一大早就赶
到夏邑县看守所,当法官宣布完对张
楚的改判决定后!看守所的警官为她
办理了释放证!检察官们帮张楚脱去
了囚服!把她接出了看守所,

这时的张楚!脚上还穿着入监

时的靴子! 身上是脏兮兮的冬装!

稚嫩的小脸蛋上挂满泪痕, 看着可
怜的张楚!一股母爱的痛楚涌上王
利华与谢东晓/张爱萍三位女检察
官的心头!她们马上带张楚到夏邑
县城一家服装广场!为她买了两套
新衣服和一双凉鞋,

焕然一新的张楚难掩幸福的
心情!用检察官的手机拨通了家中
的电话! 高兴地对她姐姐说.#姐
姐 !你告诉爸爸 /妈妈 !我明天回
家& $之后!夏邑县人民检察院公诉
科科长刘永刚把张楚接到了家里,

张楚看到为她准备的满满一桌丰
盛的午餐!听到检察官们亲热地叫
她#闺女$/#妞妞$!禁不住再次流
下了感激的泪水!说.#谢谢检察官
叔叔/阿姨们& 你们就像是我的亲
人!这里就像是我的家& $

河南离云南几千里路! 张楚回家的路
怎么走3 看着张楚忧虑的目光!王利华微笑
着告诉她.#放心吧闺女!我们送你回家& $

&

月
!'

日下午! 商丘市检察院的检察
官把张楚从夏邑带回了商丘! 把她安排住
进了天宇大酒店, 王利华安排检察干警开
始联系火车票, 但不巧的是!三天内发往云
南昆明的火车票全部售完, #火车没票改乘
飞机& $王利华迅速作出了决定!由宋国强/

谢东晓两位检察官护送! 让张楚从郑州坐
飞机直飞云南!回家&

但在去乘飞机时又遇到了麻烦, 由于
张楚是打工时被人骗出来的! 入狱时刚满
()

周岁!没有办理身份证!按照机场安检的
规定!没有身份证是不能乘坐民航班机的,

通过了解郑州新郑机场公安分局得知!对
于张楚这样的情况! 政法机关出具证明并
且有干警的陪同可以登机, 随后!商丘市人
民检察院专门为张楚出具了一份特殊的身
份证明,

$

月
!*

日
,

时
!$

分!张楚踏上了
登机的绿色通道! 她激动地说.#我做梦也
没想到!我能坐飞机回家& $

&

月
!*

日中午!飞机降落在昆明机场,

从这一刻起!河南/云南两省检察官开始了
护送张楚回家的接力传递, 云南省检察院
检察长王田海亲自安排接待! 派人从机场
把河南检察官和张楚接到招待所! 让张楚
吃了一顿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 又美美地
睡了一觉, 从昆明到张楚家所在的文山苗
族自治州仍有几百公里山路! 为了让张楚
早日回到家!第二天!宋国强/谢东晓带着
张楚转乘飞往文山州的飞机, 文山州检察
院检察长周和玉带着公诉处干警把他们接
到院里!宋国强简单介绍了此行情况!周和
玉对商丘检察机关护送本地少女安全返乡
的行动非常支持! 当即要求文山州检察院
公诉处及麻栗坡县检察院检察长王滇奇安
排车辆配合行动! 将张楚安全顺利护送到
家,

!++#

年
$

月
!$

日下午
'

时
%+

分 !经
过

)

个小时沙石路的车辆颠簸! 又经过半
个小时的山路跋涉! 远远望见了挂在半山
腰的张楚的家门, 张楚看见站在门口迎接
的家人!高兴地张开双臂!像快乐的小鸟一
样飞进父母的怀抱, 紧紧地抱着近一年未
见面的女儿!父母的眼中早已满含泪水,

听着女儿的介绍! 看着身着新衣满脸
灿烂笑容的女儿!张楚的家人不停地道谢,

感谢检察机关公正执法/ 伸张正义和充满
人性的司法关怀! 感谢随行检察官护送途
中对女儿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 张楚年逾
八十的奶奶把孙女拉到自己怀中! 紧紧抱
住不肯松开, 张楚的父亲张奇兵握着河南
检察官的手递烟送水不知所措! 一遍又一
遍地说.#做梦也没想到你们会把孩子送回
来& 俺一辈子也忘不了河南的检察官& $

火塘里烧好了浓浓的黎家山茶! 灶台
上准备了香甜的农家饭菜! 然而! 天色已
晚!返回的山路崎岖而漫长!护送的检察干
警谢绝了张家的极力挽留!决定尽快返回,

临行前! 随行检察官给张楚留下了
$++

元
钱!希望她一定吸取教训!好好学习!健康
成长!早日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站在村头的山坡上! 目送着渐行渐远
的河南检察官!张楚不停地鞠躬!不停地大
声哭喊.#叔叔阿姨! 请你们放心! 谢谢你
们& $呼喊声在群山间回响!那是一位迷途
知返的少女发自肺腑的感激! 那是对人民
检察官#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礼赞, 走在
返程的路上! 商丘市中级人民检察院公诉
处处长宋国强和副处长谢东晓泪盈双眼,

$文中主人公为未成年人!张楚为化名%

爱心接力检察官护送回家

正义呵护 检#法两院依法纠正

温情帮助 折射执法者的人文情怀

假卖自己
判刑三年量刑畸重

云南一少女假卖到

河南夏邑县歧河乡当媳

妇骗钱!案发后被以诈骗

罪判处
%

年刑期" 商丘市

夏邑县两级检察院审查

认为 !此案未体现 #宽严

相济$ 的刑事司法政策!

量刑畸重!遂向商丘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法

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意

见!依法作出原审#

%

年刑

期$到终审#

&

个月拘役$

的大跨度改判% 为保护当

事人不再误入歧途!商丘

市人民检察院司法为民!

在云南姑娘释放当天替

家人接回!并将其护送至

云南老家"

"

商丘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利华为张楚挑选新衣服

"

检察官与张楚的家人开心地交谈

#

检察官长途跋涉送张楚回家

改判后!张楚喜不

自禁!忙跟家人报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