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心理学会会长尚华教授分析说，
在涛涛的内心，家庭全部的爱之前是给了
他一个人的，但随着妹妹的出生，部分爱
被分享了，他的心理上出现了波动，这是
很正常的一种反应。 但在这种情况下，父
母应该给其解释，告诉他们，家庭对每个
孩子的爱是一样的，要让孩子有一个接受
的过程。

尚华教授认为，家庭、学校和社会普
遍缺乏对孩子进行珍爱生命方面的教育，
大家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关注人格
的培养，这就导致孩子人格的缺陷。也许，
补课只是一个导火索，他的心理上，更多
的是一种不平衡， 他需要一个宣泄的途
径，从而缓解最近的负面情绪。 在这种情
况下，他可能会把父母给予妹妹正常的爱
放大，从而产生了犯罪心理。

陕西阳光心理研究所副所长胡宝华
说，14 岁这个年龄刚好是儿童向成年发
展的过渡期，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青春期，
这个时期，他们身心发展极不平衡，身体
发育得很好， 但是心理年龄没有跟上，他
们的自我调节能力很脆弱，处理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比较低下。 有了弟弟妹妹之后，
他会感觉受到了冷落和忽视，就出现了不
理智的反抗。

胡宝华认为，现在二胎政策比之前放
开了，很多家庭却疏忽了对老大心理的正
确引导。 胡宝华说：“家长在要二胎之前，
应该征求老大的意见，告诉他弟弟或妹妹
的到来，是一种陪伴，让老大也一起进行
期盼，一起呵护弟弟妹妹的成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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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抱着 1 岁半的孙女求救

■涛涛以想吃豆腐皮支开奶奶。
■他对父母说：“我用菜刀把妹妹杀了。 ”
■曾有一次，涛涛因为一件小事将商店里的电脑给砸了，还打过他妈妈。

村民谭某顺着声音望去， 是三组 71
岁的吴老太太， 怀里抱着她 1 岁半的孙
女，正向村道上的卫生室跑来，一边跑一
边说，“娃看着很严重，赶紧救救她！ ”她
的声音都沙哑了。 在旁边一起呼喊着的，
是她的侄儿媳妇。

几名村民见状，赶紧迎上前去看个究
竟。“小女孩脸色苍白，脖子、衣服上都是
血，没有任何声音。 ”谭某说，村民们将孩
子抱住后， 吴老太太都快瘫倒在地上了，
大家赶忙将她扶了起来。

卫生室的康医生三步并作两步跑了
过去。 在初步查看时，他觉得小女孩的情
况很严重，他处理不了。于是，他转回身去
发动自己停在卫生室门口的车。

吴老太太抱着孙女坐上车，康医生的
车开出村道，驶向阎良区人民医院。 但很
快，这辆车就载着吴老太太和孙女返回来
了。 带回来的也是一个噩耗，小女孩的颈
部总动脉和静脉全部都断了，已被医院确
定为死亡。 康医生说，小女孩的左侧颈部
有一条大约 11 厘米长的伤口。

听到儿子说“我把妹妹杀了”父亲报了警

涛涛的父亲孙某是阎良区一乡镇
医院的医生，年龄约 45 岁，母亲李某
在阎良区汽车站附近开了一家商店，
主营烟酒副食、饮料和水果，孙某经常
会来商店帮忙，两口子在外面忙着，一
双儿女主要就交给了老家的奶奶照
看，老太太先是将涛涛带大了，后来，
孙女出生了，她又开始带孙女。

事发当日， 商店还正常开着门，

孙某和李某都在。晚上 7 时许，涛涛出
现在店里， 他是从谭家村来的。 他给
在店里的父母说， 他用菜刀把妹妹杀
了。

听到这后， 孙某拨打 110 报了警。
很快，西安市公安局阎良分局胜利路派
出所就出了警，随后，谭家村所属的振
兴派出所和公安阎良分局刑警大队也
介入调查。

警方介入后，迅速对涛涛进行了控
制，因其年仅 14 岁，在连夜讯问时，警
方要求谭家村的村民代表在现场进行
见证。

8 月 11 日下午， 笔者通过多种途
径了解到， 在接受警方讯问时， 涛涛
说，他将奶奶支走之后，就开始对妹妹
动手。

涛涛先用双手掐住了妹妹的脖子，
几十秒钟之后， 他突然就觉得心软了，
然后松开了双手，这时候，妹妹睁开了
眼睛，看着他，叫了一声“哥哥”。 听到
妹妹叫“哥哥”，涛涛的眼泪就顺着脸
庞流了下来。

他也经过了激烈的心理斗争，后来
担心妹妹长大了记恨他，所以选择了继
续。 他不再掐妹妹的脖子了，而是用被
子捂住她的头部，然后，他抱着妹妹进
了厨房，拿起了菜刀……

民警问他后悔不？ 他的回答是“不

后悔！ ”民警连续问了他至少 4 次，他
的回答都是“不后悔！ ”

涛涛还说，他恨父母，爱奶奶。 8 月
11 日上午，谭家村三组，涛涛家的木门
紧闭，门上的封条随风飘扬。大家都不知
道事发后涛涛的父母和奶奶去了哪里。

涛涛家现在仍然是老房子， 村民
说，孙某他们在阎良城区买房了，很少
回老家居住。吴老太太在老家住的时间
较长。 由于涛涛在城区上学，平时也很
难在村里见到。

出了这样的事，整个村子的村民都
觉得很悲伤，有村民说，在刚刚过去的
那个晚上，他们几乎都不曾合眼，老是
觉得心里堵得慌。

案发后，阎良警方成立专案组进行
调查。 11 日上午 11 时 30 分，专案组民
警带着涛涛回到谭家村指认现场。笔者
看到警车中的涛涛， 眼睛看着前方，脸
上也没有什么表情。

村民们也在猜测涛涛杀害妹妹的动
机。 有村民说，家里之前将全部的爱都给
了涛涛，但妹妹出生后，家人将一部分的
爱转移到了她身上， 涛涛可能会觉得失
落，以至于心里有不满。

还有村民称，暑假里，孙某让涛涛去
补课，遭到涛涛反对。于是，他向妹妹下了
手，他所做的目的，就是想报复父母，让父
母后悔。

8 月 11 日，笔者在现场采访时，村民
说的这些，并未得到阎良警方肯定或否定
的答复。

怀疑爱被分享，他报复父母

陕西高瑾律师事务所律师高瑾说，
《刑法》第十七条中有明确的规定，已满
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
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
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
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已满十四周
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
减轻处罚，“所以， 尽管涛涛未满 16 岁，
仍然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

14岁男孩杀死 1 岁半妹妹

从吴老太太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村民
们才知道，是老太太的孙子涛涛，也就是
小女孩的亲生哥哥，对她下了手。 事发前
家里就祖孙三人， 而涛涛寻找了几个借
口，将奶奶从家里支了出去。

涛涛先让奶奶出去给小女孩买羊奶
喝，但奶奶说，小女孩早都不喝羊奶了。

随后， 涛涛又说自己想吃豆腐皮，奶
奶心疼孙子，就嘱托他在家照顾好妹妹，
然后去村口给他买豆腐皮去了。 村口不
远，就几百米的距离，奶奶很快就买着豆
腐皮返回家里来了， 整个过程最多有 40
分钟的时间。 奶奶推开门后，看到小孙女
躺在血泊里，而涛涛已不见了踪影，奶奶
抱着小孙女就往外跑，一边跑一边求救。

李某在这里开店有十多年的时间
了，周围很多人不仅熟悉他们两口子，
还熟悉他们的两个孩子。

一名商户说，涛涛今年 14 岁，开学
该上初三了，长得很强壮，暑假里也会
来店里帮母亲进货卖货， 而小女孩是
两口子一年多以前才添的， 虽然年龄
很小，但长相漂亮，刚学会走路不久，
活泼可爱，很讨大家喜欢。 商户们都没
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8 月 11 日上午，商户们回忆说，涛
涛学习一般，脾气有些怪，不太和大家
交流，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还将商店
里的电脑给砸了，还打过他妈。 大家还
注意到，涛涛好像很不喜欢妹妹，几乎
不和妹妹说话。

涛涛就在阎良区一所中学就读，
事发后， 笔者也辗转联系上了涛涛的
一名同班同学，他证实说，涛涛在班里
很内向，不太说话。

卿荣波

即使想听，涛涛
(化名) 再也听不到妹妹

叫他“哥哥”了，妹妹的声音
曾是多么稚嫩，从妹妹嘴里最后
吐出来的“哥哥”这两个字，又曾
是多么甜美，多么无助……

8月 10日下午 6时许， 西安
市阎良区振兴街办谭家村，四组
的村民们正在村道里纳凉聊
天，忽然间，村道西头传

过来了呼喊声。

将奶奶支走后
哥哥向妹妹下了手

熟人讲述 男孩几乎不和妹妹说话

他连续几次说“不后悔”警方讯问

村民猜测

年满 14 岁犯罪要承担刑责

律师说法

要二胎不能忽视老大的心理

心理分析

8月 11 日，西安市阎良区谭家村，警方在孙某家调查。 黄利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