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邮箱：guoran612＠126.com

青
海

2017201720172017201720172017201720172017201720172017201720172017201720172017201720172017201720172017201720172017201720172017...............................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

16
1313

版第警示录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青海省公安厅
青海法制报社联办 刑案刑案刑案刑案刑案刑案刑案刑案刑案刑案刑案刑案刑案刑案刑案刑案刑案刑案刑案刑案刑案刑案刑案刑案刑案刑案刑案刑案刑案刑案刑案刑案 责编／郭峰

土地被征用、房屋被拆迁后，尹文岳始终觉得
政府给的补偿款太少，与他心中的期望值相距甚
远。他认为这次的补偿不公是缘于负责拆迁的拆
迁组组长沈君，与沈君多次交涉无果后，他萌生了
报复的心理，并寻找机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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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澹默 通讯员马丽萍

事发

拔刀伤人 今年 68 岁的尹文岳，从 2006 年至案发的十年
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找了沈君多少次。

2006 年，位于西宁市城西区彭家寨镇某村开始
拆迁，尹文岳家的宅基地和自留地被征用，面积以及
房屋构建等方方面面都是政府参考补偿的因素之一，
根据被拆迁的房屋面积，尹文岳拿到了政府给的补偿
款，但他始终认为，这次的拆迁于他而言是不公平的。

沈君当时任彭家寨镇副镇长，也是拆迁工作组
副组长。“我家的宅基地和自留地被征用后，一直因
为被划分为个别用地未补偿，这些年就为房屋拆迁
补偿，我一直找沈君解决这事，我自己后来也调查了

这些补偿款，我认为是沈君将这笔钱贪污了，所以一
直没给我这笔钱，越想越气心里就有了杀沈的想
法。当时，我还在想，如果沈君解决不了，杀了沈君
之后，再用自制的爆炸物和当时参与拆迁如今已当
上领导的其他人员同归于尽。”这是尹文岳给警方的
第一份供述中讲述的。

然而，在拆迁组组长沈君看来，尹文岳的想法太
过于贪婪，大家拿的都是一样的补偿款，谁都不会例
外。他认为，这次的拆迁是按照相关规定办理的，所
以，对于尹文岳多次找他协商补偿款的事，并未放在心
上，拆迁工作结束后，沈君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上。

后来，一直想讨个说法的尹文岳三
番五次找到沈君，希望能给他重新解决
和发放补偿款。然而，协商仍然无果，
慢慢地，尹文岳变得绝望，他觉得自家
的补偿款之所以分得少，就是因为这个
拆迁组的组长办事不公，所以才造成现
在这样的局面。

几年间，沈君也从一个副镇长慢慢
晋升到了某局局长的要职。

沈君几次调动工作，尹文岳都来找
过他，目的只有一个。尹文岳开始恨沈
君，并在心中萌生了一个邪念，如果仍
协商不成，便与沈君同归于尽，所以，他
自制了一个炸药包，案发当日悄悄揣在
了身上，警察将其抓获后才从他身上搜
了出来。

今年 3 月，尹文岳打听到沈君调到
城西区某局任局长，他觉得，当了局长，
这个事情更应该能解决了。他几次找
到沈君的办公室，都因沈君外出开会，
没能碰面。3 月 13 日 8 时左右，尹文岳
再次来到沈君的办公室向其讨说法，土
地被征用、房屋被拆迁等问题多年未解
决，如果今天再不解决的话，便产生了
要杀死沈君的想法，商讨无果后，便出
现了文中开头的一幕。

尹文岳在给警方的第二份供述中
这样描述他当时找到沈君的情景：案发
当日8时许，他来到某局办公楼内等待沈
君上班，8时30分，沈君按时来到办公室，
对尹文岳视而不见，而是直接进了别人的
办公室，再后来，其他职员告诉尹文岳，沈
君外出开紧急会议去了，不在单位。当时
他明明没有走出办公楼，所以，一直就在
楼道内等待，直到沈君回办公室，紧随其
后进入了他的办公室。

案发当日，尹文岳就被
刑事拘留了。据西宁市公安
局城西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
鉴定，被害人沈君全身多处
刀刺伤，属于轻伤一级。

4 月 25 日，公安机关侦
查终结后，移送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

公安机关认为，犯罪嫌
疑人尹文岳的行为已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32 条，涉嫌故意杀人罪，并
依法移送至西宁市城西区人
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因为地域回避，城西区
检察院将此案上报到西宁市
人民检察院，市检察院指定
城东区人民检察院办理此
案。

目前，城东区检察院审
查完毕，已向城东区人民法
院提起公诉，案件正在等待
审理中。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此案的犯罪嫌疑人尹文岳的
确是值得同情的，然而从常理出
发，不得不说，尹文岳的行为是过
激和不负责任的。虽然本案中，
伤情鉴定是轻伤一级，没有给被
害人沈君造成更大的伤害。但是
综合本案，从犯罪嫌疑人事前准
备好的作案工具，激烈争吵时言
语中透露出要将被害人置于死
地，再看案发时其持刀刺伤被害

人的部位等细节，都可以看出，尹
文岳主观上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
命的主观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剥
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应当以故意
杀人罪定罪处罚更为适宜。

呼吁大家在生活和工作中应保
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处事应理性，遇
事都要寻找正确的途径解决，用正当
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

邪念

寻找时机

起因 耿耿于怀

起诉

提起公诉

检察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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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点评

今年3月13日上午9时，西宁市城
西区某局局长沈君的办公室内，进来一
名男子。沈君看到前来找他的这名男
子，一眼就认出了他——尹文岳，也知
道他一定又是因为拆迁补偿的事来
的。果不其然，一进门的尹文岳再次说
起了 2006 年拆迁的事，因为沈君当年
任拆迁组的组长，主要工作便是抓拆迁
和落实各项工作，尹文岳觉得当时土地
被征用、房屋被拆迁，政府给的补偿太
少，希望沈君出面为他再多争取些补偿
款。尹文岳几次找到沈君，沈君总是推
三阻四，不肯正面回答，并让尹文岳去
找村上或镇上，以他不再负责这项工作
为由拒绝。在沈君看来，当年的拆迁工
作已经结束，并不存在不公正或不公
平。再者，他当年也只是临时借调负责
拆迁工作，拆迁工作结束后，因工作需
要，早已换了好几个工作单位了。

尹文岳问拆迁房的补偿怎么解决，
沈君没吱声。“我的事情你还解决不？”

“我一家老小怎么活？”气愤的尹文岳再
次质问沈君，沈君依然没有作答，恼怒
的尹文岳从袖口内掏出了事先准备好
的尖刀，向沈君狠狠刺去，沈君下意识
地躲闪，导致右腹部中刀，随后沈君抓
住尹文岳的手并拧在了一起，虽然两人
的年龄相差很大，但急红了眼的尹文岳
还是刺中了沈君的左肩、左上肩、右腹
部、右大腿外侧以及左手掌，看到眼前
疯了似的尹文岳，沈君吓坏了，大声呼
救，闻讯赶来的同事夺掉尹文岳手中的
尖刀后将其制服并报警。

西宁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
警后，指派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分局五四
大街派出所民警出警，派出所民警到达
案发现场后当场抓获了持刀伤人的犯
罪嫌疑人尹文岳。

““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这是莎士比亚的这是莎士比亚的
四大悲剧之一四大悲剧之一《《奥赛罗奥赛罗》》中的名言中的名言。。
本案中的尹文岳正是以自己的犯罪本案中的尹文岳正是以自己的犯罪
行为阐释了这句名言行为阐释了这句名言。。

尹文岳在一种类似病态的偏执尹文岳在一种类似病态的偏执
下下，，认定自己的拆迁补偿不公都是认定自己的拆迁补偿不公都是
被害人沈君导致的被害人沈君导致的，，也是在这个心也是在这个心
魔的驱动下魔的驱动下，，尹文岳正一步步开始尹文岳正一步步开始
了他的犯罪计划了他的犯罪计划。。

““人生七十古来稀人生七十古来稀”，”，本案中尹本案中尹
文岳年近七十文岳年近七十，，在这个本应该儿孙在这个本应该儿孙
满堂满堂、、颐养天年的年纪颐养天年的年纪，，却被指控犯却被指控犯
下了故意杀人的恶性暴力犯罪下了故意杀人的恶性暴力犯罪，，实实
在值得人们沉思在值得人们沉思。。

综观本案综观本案，，我们不得不说我们不得不说，，难道难道
拆迁组的工作人员都能做到绝对的拆迁组的工作人员都能做到绝对的
客观公正客观公正？？政府部门政府部门““门难进门难进、、脸难脸难
看看、、话难听话难听””虽有改观虽有改观，，但依然存在但依然存在
着着。。尹文岳一次次找到沈尹文岳一次次找到沈，，沈作为沈作为
一名领导一名领导，，以闭门不见以闭门不见、、各种理由搪各种理由搪

塞的工作方式接待普通人民群众塞的工作方式接待普通人民群众，，
是为官者作为了吗是为官者作为了吗？？是否真正体恤是否真正体恤
到了上访者的艰难生活到了上访者的艰难生活，，尹文岳是尹文岳是
在不断上访在不断上访，，不断找领导诉求无果不断找领导诉求无果
之后之后，，才会积怨颇深才会积怨颇深，，导致案发导致案发。。

任何时候任何时候，，一个人都不应该做一个人都不应该做
自己情绪的奴隶自己情绪的奴隶，，不应该使一切行不应该使一切行
动都受制于自己的情绪动都受制于自己的情绪，，而应该反而应该反
过来控制情绪过来控制情绪，，无论境况多么糟糕无论境况多么糟糕，，
都应该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都应该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把自把自
己从黑暗中拯救出来己从黑暗中拯救出来。。

冲动的代价

■ 永生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尚文：

本院受理原告陈晓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月18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2017年10月13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菊霞：

本院受理原告安军海与被告任菊霞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经本院

依法传票传唤未到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青0102民初12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原告安军海与被告任菊霞

离婚依法予以准许；二、婚生男孩安鹏旭(2006年2月22日出生)，由原告安军海抚养，

抚养费自理。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安军海负担。限你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2017年10月13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申请人青海山推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公示催告一案，本院

受理后依法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在60 日内申报权利。现公示催
告期间届满，无人向本院提出申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宣告申请人青海山推工程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持有的(票号：30800053/94335833、票面金额壹万伍仟元
整、出票人青海开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收款人青海高山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持票人青海山推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
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青海山推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有权向支
付人请求支付。 2017年10月13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申请人青海山推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公示催告一案，本院受理后依

法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在60日内申报权利。现公示催告期间届满，无人向
本院提出申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
如下：一、宣告申请人青海山推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票号：31000051/
26202964、票面金额伍万元整、出票人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收款人
格尔木昆仑物流运业有限公司、持票人青海山推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被背书
人德令哈高源耐火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被背书人大柴旦昕源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
司)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青海山推工程机械有限责
任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2017年10月13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耿作魁 (身份证号：410727197502075616)、杨宗敏 (身份证号：
41072719750207115621)：

本院受理原告王耀华、何茜与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假日依法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7年10月13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潘叙广(身份证号：370403197803024134)：

本院受理原告陈重军与青海诺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及你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假日依法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7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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