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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热线

小伙藏刀约见女友下“黑手”
只因女孩提出分手，便挥刀砍伤其腰部、颈 、肩、四肢
本报记者 盛文静 本报通讯员 叶达

案件回放>>

言语不合

男子挥刀砍向前女友

2010年6月12日，青岛市公
安局崂山分局沙子口边防派出
所的民警接到报案，报案人称崂
山区天鹏甲鱼膳庄发生血案，一
男子用一把单刃尖刀将一女子
数处砍伤，情况危急。民警接到
报案后，火速赶往现场将行凶男
子抓获，而受伤女子已被送往医
院救治。

经过民警审讯得知，该男子
姓赵，山东莱西人，1989年3月22
日出生，受伤女子姓程。据赵某
介绍，他与程某系恋人关系，因
为产生感情纠纷，程某提出分

手。因不满女友分手，2010年6月
12日赵某将一把单刃刀绑在左
手臂，到程某工作的崂山区天鹏
甲鱼膳庄找程某，想解决下两人
的感情问题。其间，赵某与程某
发生争吵，赵某随即取出单刃
刀，捅程某的腰部、颈部、肩部、
手臂部、腿部，后被天鹏甲鱼膳
庄经理何某拦下。后经法医鉴
定，程某肢体刀刺伤，创口长度
累计达15厘米以上，其损伤程度
已构成轻伤。

庭审焦点>>

故意杀人

还是故意伤人？

针对赵某犯下的罪行，青岛
市崂山区人民检察院以青崂检

刑诉（2010）114号起诉书指控被
告人赵某犯故意杀人罪，于2010
年8月31日向崂山区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

在法庭上，公诉机关向法院
提供了公安机关的报案记录、抓
获经过、破案经过，物证单刃尖
刀1把，还有被害人程某的陈诉，
证人何某、报案人张某的证词，
以及被告人赵某辨认现场笔录
及指认照片，现场勘验检查笔
录、示意图及照片，法医学鉴定
书，法医物证鉴定书及人口信息
查询等证据。认为被告人赵某的
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应
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
被告人赵显功系犯罪未遂，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
三条的规定。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其犯罪
的事实赵某无任何意见，但对于
其犯罪行为的性质不应该是故
意杀人而系故意伤害。赵某的辩
护人辩称，本案认定被告人赵某
构成故意杀人犯罪证据不足，被
告人赵某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

人罪，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犯罪，
建议在三年以下判处刑罚，并适
用缓刑。另外，辩护人还提交了
收条及求情信各一份。

最终判决>>

小伙被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

尽管赵某称自己是故意伤
人而不是故意杀人，但法院并
没有采用其意见。根据既有事
实，崂山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
人赵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
命，侵犯了公民的生命权利，其
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应
予惩处。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赵某
故意杀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罪名成立。而对于被告人赵
某所提其行为性质系故意伤害
及辩护人所提被告人赵某构成
故意杀人犯罪证据不足，赵某的
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应认定
为故意伤害犯罪的辩解及辩护
意见。经法院查证，被告人赵某

身怀利刀前往被害人处，言语不
合就拔刀捅刺被害人，是有蓄谋
的。综合其捅刺的刀数、部位、力
度和被害人伤情，认定其主观上
具有杀人的意图，符合故意杀人
罪的成立条件，应认定为故意杀
人罪，故对该辩解、辩护意见，不
予采纳。

而对于辩护人所提对被告
人赵某处三年以下判处刑罚，
并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鉴于
被告人赵某已经着手实行犯
罪，而未得逞是由于意志以外
的原因，系犯罪未遂，缓刑意
见于法无据，不予采纳。但看
在赵某能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
济损失，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三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
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人
赵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刑期从判决执行
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
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
一日，即自 2 0 1 0年 6月 1 2日起
至2013年6月11日止。）没收其
犯罪物证。

网购高级望远镜

却收到儿童玩具
网店交易后消失 1500元仅买了个玩具

本报 10月 19日热线消
息（通讯员 赵恩胜 苏
雷 记者 张榕博） 网
上花1500元购买原价8000
多元的高级望远镜，爱好
登山等户外运动的市民孙
先生以为捡到大便宜，谁
知对方却邮寄来一个儿童
玩具望远镜，网店也在自
己付款后消失。目前，李沧
工商部门已经介入，此案
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以前看到别人网购

很方便，也省钱不少，没想
到自己第一次网购就被骗
了！”19日上午，家住李沧
区沧口广场附近的市民孙
先生来到李沧区消保委投
诉，称自己网购的一款望
远镜竟然成了儿童玩具。

孙先生平时爱好爬山
等户外运动，一直想买个
望远镜，但是商场里的名
牌望远镜都价格不菲，动
辄七八千元左右。听到同
事说网上购物会便宜很
多，便在阿里巴巴网上商
城购买了一款自己中意的
名牌望远镜。“卖家的信用
等级不错，价格也便宜许
多。我看中的这款高倍望
远镜是市场价8000多元的
名 牌 产 品 ，但 对 方 仅 卖
1500元，看到价格便宜许

多我就买下来了。”孙先生
说。10月16日，孙先生在单
位加班的时候，接到妻子
的电话，称快递公司已将
网购的望远镜送到家中，
要求签收。于是孙先生便
要求妻子签收。得知已收
到网购的望远镜，孙先生
便在单位办公电脑上通过
“支付宝”，支付了该款望
远镜的全部货款共 1 5 0 0
元。

下班回到家后，孙先
生打开快递包裹一看，却
顿时傻了眼。只见自己买
的名牌望远镜变成了儿童
玩具望远镜，别说1500元，
市场上最多售价 1 0元左
右。孙先生急忙上网和卖
家联系，可是网站上却显
示该卖家已不存在。意识
到受骗的孙先生赶忙拨打
卖家留下的电话，却一直
无人接听。

接到投诉后，李沧工
商部门已对该网上商家展
开调查。在此，工商部门提
醒广大消费者，网上信用
等级较高的卖家也可能造
假，收到自己购买的物品
时，一定要先仔细检查和
自己选中的网购商品是否
一致，有无质量缺陷，确认
无误后再支付货款。

井盖“飞”了

19日，在延安路155号甲附近，一个古力盖不翼而飞，
好心市民找来一个废弃竹筐放在边上提醒过往车辆注意
避让。丢失的古力盖给交通安全带来很大隐患，希望相关
部门及时解决问题。 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影报道

越野车失控
19日上午11时30分许，在普宁路靠近澳门路路口的人行道上，一辆越野车突然失控，汽

车尾部撞到花池里，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本报记者 盛文静 摄

定做“经典型”家具到货成“精简版”
送来的商品内部结构被简化，合同无具体约定厂家不退

本报 10月19日热线消息
（记者 管慧晓 通讯员
陆革 赵丽 夏晶） 看中
了一个“经典型”衣柜，但是
家具做好以后，送来的竟然
是内部结构被简化了的“精
简型”，市民李先生很是郁
闷。但因合同上没有标明家
居的具体规格或结构，厂家
拒绝退换商品。

一个月前，李先生打算
买大衣柜，在某家具厂家销
售人员的热情介绍下，李先
生看中其中一个大衣柜，只
是尺寸不合适。销售人员表
示家具都可以根据要求的尺

寸定做，而且当时正在搞活
动，当天签订合同交上全款，
还可以享受八五折的优惠。
动心的李先生当场就签订了
合同，并支付了2350元的货
款。等了20多天后，满怀期待
的李先生终于盼来了定做的
大衣柜，却发现根本不是自
己看中的样品。虽然大小型
号相同，内部结构却简易了
很多。“当时看中的一款衣柜
被销售人员称为‘经典型’，
没想到送上门的却是‘精简
型’了。”李先生找到厂家，对
方却不认可他的说法，认定
这就是按照李先生相中的

“样品”定做的。
这时李先生才发现当时

的合同过于笼统，上面根本
没有体现家具的具体规格
或结构，只写着“同样品”，
缺少有力的证据，而且活动
期间定购的产品还不得退
换。多次沟通无效之下，李
先生无奈投诉到工商李沧
分局峰山路工商所。最终在
工商部门的耐心调解下，厂
家终于同意在现有基础上
对衣柜进行适当修改。

工商李沧分局工作人员
指出，目前定做家具的纠纷
主要源于合同签订的太笼

统，对家具的具体标准仅口
头协定，在书面合同上未加
以具体体现，或仅简单标以
“同样品”等字样，待消费者
发现实物与样品不符提出疑
义时，无据可依。再者是没有
约定违约责任，遇有经营者
拖延送货时间、家具不符约
定等情况，维权时缺乏明确
标准。工商人员提醒消费者，
签订合同时如是格式合同
条款，应仔细审视，切勿轻
信销售人员的口头宣传。促
销活动期间定购产品，应看
清活动规则及店内明示，以
免事后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因不满女友提出分手，22岁的莱西小伙赵某与其谈判时发生口
角，竟用事前藏匿的单刃刀疯狂砍向对方，导致对方腰部、颈部、肩
部、手臂部、腿部多数受伤，后被公安人员抓获。19日，崂山区人民法
院依法对赵某进行审理，被告人赵某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