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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科罗拉多州影
院枪击案嫌犯父母称! 他们将支持自己的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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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影院枪击案嫌疑人出庭不语
./0123 !""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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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影院枪
击案犯罪嫌疑人詹姆斯%霍姆斯 !"日首次
出庭" 法官宣布霍姆斯将于 #日后再次出
庭!届时检方将对其正式提起诉讼"

当地时间上午 $时 "%分! 记者在法
庭现场看到! 一头橙色微卷短发的霍姆
斯身着酒红色短袖 & 恤& 大红色运动长
裤! 戴着脚镣走进科罗拉多州阿拉珀霍
郡地区法院" 当天的初次询问共进行了

约 '%分钟" 期间! 霍姆斯从始至终面无
表情!显得非常平静!还有些困倦!不时
低下头半闭着眼睛" 法官随后宣布 # 月
"%日举行审前听证并正式对霍姆斯提起
诉讼"

地区检察官卡罗尔'钱伯斯在庭后新
闻发布会上说! 霍姆斯可能面临至少 !(

项一级谋杀指控" 一些法庭工作人员表
示!根据当地法律!霍姆斯可能面临多于
)%%项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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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上午 *时 "+分左右! 美国
丹佛市电影院枪击案嫌犯 !(岁的霍姆斯
首次出庭受审"在庭审画面中!枪击嫌犯霍
姆斯染着橙黄色的头发!眼睛睁得大大的&

没刮胡子"他身穿深红色囚衣!目无表情坐
在犯人栏内!显得疲倦而茫然"在庭审过程
中大部分时间双眼下垂! 而眼神中却夹杂
着一丝不屑"

霍姆斯在被捕后一直拒绝与警方合
作!他也没有任何悔意!甚至还朝监狱守卫
吐口水"霍姆斯称!自己是蝙蝠侠电影中的
角色!是蝙蝠侠的敌人" 有媒体认为!从霍
姆斯的表现和神情来看!据说是模仿(蝙蝠
侠前转 ")中的披篷骑士* 他仍然认为自己
是在演电影*

多名受害者家属也在法庭内聆听庭
审!他们中的一些人盯着霍姆斯!但霍姆斯
并无任何回应* 有死难者亲友要求判处霍
姆斯死刑*

由于此案涉及包括儿童在内的多名
受害者! 丹佛大学一名法学教授表示!如
果媒体报道的细节是准确的!霍姆斯在行
凶前进行了精心策划!那么针对他的证据
将是压倒性的* 根据科罗拉多州法律!有
预谋的袭击可能使霍姆斯背上多项一级

谋杀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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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每日邮报)#月 !!日报道!霍
姆斯的一名同学称+,霍姆斯十分迷恋电脑
游戏!总是玩角色扮演游戏*我不记得什么
游戏!但类似(魔兽世界)!人们可以在网络
上互相对战* 除了游戏外他没有太多事情
做!他看起来似乎只想融入游戏!并成为游
戏中的一员* 他似乎认为网络比现实生活

更重要!他肯定已经失去了现实感觉!否则
怎会射杀数十个不认识的人- .

负责调查霍姆斯行凶动机的警官卡
特斯称+/我曾听说霍姆斯的行为可能与
其某种关系破裂有关! 但不知道是否真
实0 我们的调查人员正对此进行核实!,-.

也在对其行为进行分析0 . 当局对于他在
电影院大开杀戒的动机仍然毫无头绪0 美
国联邦调查局的行为分析专家已经抵达
监狱!跟当地警方一道开始了对霍姆斯的
审讯!希望在未来几周内找到他行凶的动

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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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警方调查! 现年 !( 岁的霍姆斯
)$*#年 )!月 )"日生!有合法的美国居住
权!并不在警方监视的名单上!以前没有任
何犯罪记录0 他是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医学
院神经学专业的博士生!将获得博士学位0

霍姆斯身高 )*!公分!白人0他顺利地读完
了高中和大学!对科学专业兴趣浓厚0在加

州大学河滨分校上大学时! 霍姆斯学业进
展顺利! 以优异的成绩从要求苛刻的神经
学专业毕业! 然後他获得了在科罗拉多大
学安舒茨医学校区攻读神经学专业博士学
位的机会0

霍姆斯 !(年的人生中!他大多数时候
的所作所为似乎都在正道上0 有一年夏季!

他曾在一个儿童营地当过指导老师!通过一
些特定活动教导孩子们要有同情心和怜悯
心!要做一个好公民0还有一年夏天!他还拿
到了在萨克生物研究学院实习的机会0

住在圣地亚哥时! 他还常与家人去教
堂做礼拜!聆听妹妹弹奏贝司0他的母亲阿
里娜是一名护士! 父亲罗伯特曾就读斯坦
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是一位数
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 现任一个软件公司
的经理0他的家庭牧师称!他的妹妹是一位
多才多艺的音乐家!目前仍与父母同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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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霍姆斯的邻居称! 霍姆斯是一个性
格孤独的人0他不知何故辍学0一位邻居告
诉(丹佛邮报)记者说+,霍姆斯是一个深居
简出的人!当他人和他打招呼时候!他常常
不予理会0 这栋楼住着医疗学校的学生和
员工0 ,没有人知道他!.

另一位邻居告诉记者!!+)) 年 / 月
他搬进这栋公寓大楼0 去年在一份租房
申请栏目上霍姆斯形容自己为+,安静&

随和.的人0 另一位在詹姆斯经常光顾的
酒吧工作的邻居说+,詹姆斯比较闲散!

深居简出!基本不和别人说话0 少有的交
流都很短! 他是那种你走在街上都不会
看第二眼的人0 . 圣地亚哥教会高级牧
师杰里说+,太荒谬了! 这实在不符合这
位年轻人的性格0 霍姆斯有理想!他本是
能取得成功的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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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标题为 (太原数十名城管围殴
小摊夫妇)的视频近日在网络热传0 ,城
管暴力执法!殴打可怜卖串串一家.的说
法成为网民几乎一边倒的共识! 网民对
此现象进行抨击! 认为如此粗暴的执法
行为应该进行严厉查处0

,中国网事. 记者对此进行核实获
悉!目前!太原市纪委!小店区委区政府
等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小店区城管局
已决定开除动手打人的城管队员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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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原数十名城管围殴小摊夫妇)

这条只有一分十五秒的视频里! 场面比
较混乱!但可以看清!数十名穿着城管制
服的人围攻两个穿着短袖的男摊主!女
摊主上前帮忙!被拉扯开0

视频下面注解!!+)! 年 # 月 )) 日
发生在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 数十名城
管群殴东北夫妇! 因占道经营与城管发
生摩擦而起冲突0

视频引发网民愤慨0 但随着现场细
节的曝光! 也有网民为城管叫屈0 网民
,睡骆驼宋.说!城管打人不对!但小贩占
道也不对! 别老是看到这个就群起而攻
之! 想想你小区进门的地方全是占道经

营的小贩!你怎么想- 网民,秦楚孤狼.

说!视频我看了!你没发现有城管腰间一
直在流血吗-城管先被人给捅了!其他的
城管出于义愤上去打他! 围观的群众也
没有出声帮小贩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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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城管,暴力执法.!还是摊贩
,暴力抗法.-

#月 !)日!太原市小店区城管局向
记者出示了执法时所拍下的视频0 视频
开始!男摊主捡起一个果啤的瓶子!,哐.

地一声在地上敲碎!右手举着半截瓶子!

左手指着串串摊子对面的城管执法人员
喊!,过这儿来1 来1 来1 .女摊主喊!,谁
敢动我东西试试1 .

之后!男摊主手持碎瓶子走到一边!

开始呼喊朋友的名字! 城管执法人员上
前阻拦!扭打了起来0一个穿条纹短袖的
男人上前来!也敲碎了一个果啤瓶子!开
始帮忙打执法队员! 之后一个穿白色短
袖的男青年也加入了进来0扭打期间!男
摊主又手持一条长棍袭击城管执法队
员!后被制服0

视频镜头中可以看到! 一名城管执
法人员的左侧背部被扎伤! 血染了衣服!

另一名城管队员的肚子被扎伤!衣服破了
并有血迹0 三分五十秒后!围观群众虽然
很多!场面比较混乱!但争打基本停止!有
城管执法队员开始拨打 )!+和 ))+0

在事发地附近目击了事件经过的商
户王大爷等人也向记者证实! 男摊主确
实占道经营!先举着碎瓶子动手打人!还
喊来了朋友帮忙! 并看到有城管队员胳
膊上流血被救护车拉走0

当时在现场的太原市小店区城管局
副局长史永杰告诉记者!听到警车响后!

打人的摊主试图逃离现场! 执法队员采
取控制措施!摊主手拿酒瓶继续捅人!导
致队员被刺伤! 执法队员上前制止并厮
打在一起0

史永杰说!/月 "+日和 0月 )(日!

城管队已经分别对摊主下达了整改通知
书和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月 ))日冲
突之前! 还有两次去摊点进行过说服教
育工作!但摊主仍然占道经营0

!!日上午!太原市小店区城管局初步
讨论决定!开除动手打人的城管队员0目前
太原市纪委&小店区委区政府也介入调查0

记者了解到!))日小店派出所出警
后!男摊主和一位帮手被带回派出所!目前
仍被看守所拘留2 另一位打人者逃离了现
场0 女摊主因为家里有孩子!被取保候审0

记者多方交涉!仍未能采访到摊主夫妇0

附近商贩告诉记者! 摆摊夫妇是东
北人!今年开春后来到这里摆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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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省武警医院! 记者看到了四
位仍在住院的城管队员!其中!康卫平左
胳膊上划开长约六厘米的口子& 两个血
管被割断! 陈原民肚子上被划开长约 0

厘米的口子! 成浩左侧背部被玻璃划开
长约 /厘米的口子!陈涛背部被戳伤0主
治医生郝飞介绍!四位都属于皮肤裂伤!

需要住院观察!拆线后才可以出院0

负伤的 (人对网上的议论非常寒心0

康卫平说!/城市形象总要有人来管!我们
管是履行职责0 小摊贩是人!我们也是人!

我们也被打了!为什么还要谴责我们-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认
为!城管承载着诸多职责!维护着城市的
正常运转! 因此民众对其有多重的角色
期待0 但在现实中!一方面!城管努力工
作以期达到社会对其的角色期望! 另一
方面! 由于角色定位和管理规则的混乱
以及实践操作的不当! 城管在经受角色
冲突煎熬的同时常常饱受社会的指责!

徘徊于种种矛盾之中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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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农村离任村干部的基本生活!调动
其参与群众工作的积极性!!+)+ 年以来!江
西宜丰县逐渐扩大对离任村干部的补贴范
围! 让 !!**名离任村干部享受每月 "+元至
*+元的补贴!促进了基层政权建设0

宜丰县芳溪镇芳溪村 #"岁的卢益林老
人担任过 !"年的村委委员!!+)+年起!他每
月能领到 0+元的离任补贴0/钱虽然不多!但

心里总是热乎乎的!觉
得组织没有抛弃我们0.

卢益林老人激动地说0

而对于芳溪镇上屋
村 0/ 岁的离任村支书
熊普林来说! 每月 *+元
的离任补贴则让生活更
有了保障0 /如果没有这
项补贴!离任后心理落差
会非常大0.熊普林说!因
为平时自己种田种菜!离
任补贴加上每月 // 元
的新农保养老金! 让生
活有了基本保障0

!++/年开始!江西
省开始对离任的老村支
书记和老村委会主任给
予生活补助! 符合条件
的老村支书和老村主任
分别按 *+ 元!月与 #+

元!月的标准发放0 在此
基础上! 宜丰县则扩大
覆盖面! 制定出台了离
任村干部副职和村民小
组长生活补助政策!为

符合条件的村组干部发放/退休金.0

宜丰县的做法! 在为离任村干部解除后
顾之忧的同时! 也调动他们主动参与群众工
作的热情0今年 "月!芳溪镇芳溪村附近一家
苗木企业因平整山林时危及村里的 /坟山.!

导致双方数十人对峙!/老干部. 卢益林获悉
后! 主动出面协调! 凭着自己在村里的 /威
望.!及时做通双方工作!避免了事态恶化0

/老干部一句话!顶过我们一百句0.宜丰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邬君荣表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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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根据台湾
儿童福利联盟文教基金会最新调查! 约有
")"的学龄儿童晚饭经常在餐馆就餐! 最常
作为晚餐的食物包括面&卤肉&鸡肉饭&薯条
等!这类学童的营养令人担忧0

这份调查显示!0)"的学童早餐外食!晚
餐则有 ")"的学童外食!而中学生外食比例又
比小学生高2 早餐外食前三名食物包括三明
治&蛋饼&饭团2晚餐外食前三大食物则是面&

卤肉饭和薯条!而近 """学童是独自外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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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宁夏
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人
民法院获悉! 备受关注的赵
作海身陷传销案已经结案!

主犯孟智勇因组织领导传销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
月!赵作海/入股.的 )#万余
元资金并未查获0

贺兰县人民法院 !" 日
通报了五起组织领导传销犯
罪案件! 赵作海去年身陷的
传销案也在其中0 据贺兰县
法院新闻发言人介绍!!+)+

年开始!这一案件的主犯即
赵作海的上线孟智勇就以
/西部大开发./扶贫工程.

/人力资源项目.为幌子进行
传销活动!共发展了 "+余人
加入传销体系0 赵作海在冤
案得雪并获得国家赔偿后不
久!就经人介绍加入了这一传销组织0

据赵作海证言!!+))年 "月他和妻子李
素兰经老乡鼓动来银川考察/西部大开发.项
目!听信孟智勇等人劝说!先后两次将 )#万
余元投入传销组织!用于购买/份额.0后经当
地公安机关解救!赵作海才脱离传销组织0

法院介绍! 孟智勇在传销组织中的个人
层级已经达到 "级以上! 构成了组织领导传
销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
罚金 "+万元0但是案件在侦办中并未查获涉
案资金!因此传销非法所得无法追缴&退赔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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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在辽宁葫芦
岛市!曹伟和他经营的/傻子粮店.声名远扬0

)+多年来!曹伟诚信守法经营!捐赠的米&面&

油和现金总计 !++多万元! 自己和家人却仍
睡在 )+年前从旧货市场买来的旧床上0

!++"年他和爱人来到了葫芦岛市!在老城
区胜利路开起粮店0 /我的小名叫4傻子5!所以
店就叫傻子粮店0 .)!年来!他资助了 0++多名
贫困学生和 )/++多名孤寡老人及病残人0曹伟
说+,有人不理解!说我傻!我听了后不反驳0 帮
助别人是我的快乐!我甘愿当这样的傻子0 .

曹伟的善良和爱心感染了葫芦岛! 葫芦
岛人积极加入到这一爱心团队中0 如今!有
(++名各行各业的人聚到 ,傻子. 爱心团队
里!共同扶危济困!奉献爱心0

,不卖黑心粮!不赚黑心钱!缺一斤赔两
千元0 .这是曹伟的郑重承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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