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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9日約談李
莊，就其申訴的李莊犯辯護人偽造證據罪
、妨害作證罪一案聽取了李莊意見。李莊
其後向本報透露，赴重慶為自己申訴只是
第一步，其20多名助理律師團正代理當年
以龔剛模、李俊等為代表的涉黑案件。事
實上，一中院大門口29日聚集了大批重慶
涉黑案件服刑人員的家屬，他們帶着申訴
材料，希望助理律師團隊接受其代理委託
。李莊案會否掀起重慶系列涉黑案件的
「翻案潮」 ，令人關注。

【本報記者韓毅重慶二十九日電】

魔術大會今開幕魔術大會今開幕 「「魔幻魔幻」」活動精彩紛呈活動精彩紛呈
中國北京國際魔術大會今晚將在北京昌平隆重開幕，來自22個國家和

地區的50多名魔術大師將在為期三天的大會上施展 「魔法」 。活動期間將
舉辦國際魔術邀請賽、魔術論壇、魔術道具展、劉謙專場等活動。

文：王坤

系列報道五

（一）開幕式暨國內外頂級魔術大師專場
演出
11 月 30 日晚 19：30-21：30，邀請具有國
際影響力，並獲得各類國際魔術賽事冠軍
的頂級魔術大師和魔術明星20人，在北京
市昌平區體育館，舉辦一場精彩的開幕式
演出。
（二）國際魔術邀請賽
12 月 1 日 14：00-16：00 在北京軍都旅遊
度假村舉辦近景魔術冠軍爭霸賽；12 月 1
日晚 19：30-21：30 在北京市昌平區體育
館舉辦舞台魔術冠軍爭霸賽。
（三）高端國際魔術論壇
12月2日14：00-16：00，邀請大賽評委，
國際各相關魔術聯盟、魔術協會主席，各
重大魔術賽事總冠軍，魔術界理論家共計
20人，在北京市昌平區體育館同聲傳譯會
議室，舉辦一場高端國際魔術論壇，促進
相互交流學習，提高魔術技藝、推廣魔術

文化。
（四）國際魔術道具展示
11 月 30 日-12 月 2 日，在北京軍都旅遊度
假村組織30家國內外魔術道具展覽企業，
舉辦一個獨具風格和藝術魅力的魔術道具
展覽。展覽的同時邀請魔術愛好者體驗魔
術道具，穿插專業魔術師的魔術表演，現
場展出、銷售玩具類魔術道具，為發展文
化創意產業奠定基礎。
（五）閉幕式──頒獎晚會
暨劉謙專場表演
12 月 2 日晚 19：00-21：00
，在北京市昌平區體育館舉
辦大會閉幕式，閉幕式分為
頒獎和劉謙專場表演兩項內
容。

這幾天，昌平區處處洋溢着 「魔幻」氛圍，魔術師帶着
精彩表演走進學校、商場，魔術道具指定專賣店開始營業。
魔術師和市民的親密接觸還不只這些，剛剛 「穿越」長江的

魔術王子李寧將在開
幕式上演《時空之旅
》等精彩表演，深受
觀眾歡迎的魔術明星
劉謙將在 12 月 2 日舉
辦自己的魔術專場。

29 日，昌平區內的魔術道具指定專賣店開始招待八方來
客。店內出售紙牌、骰子、絲巾等近景魔術的常用道具以及
簡單魔術的教學視頻，吸引了許多魔術愛好者。澳門國際魔
術協會會長黃志輝和香港魔術師郝赫在專賣店表演近景魔術
。只見魔術師們在眾目睽睽之下將硬幣、紙牌等進行各種變
換，讓周圍觀眾驚嘆連連。人們都急切地想弄清魔術的奧秘
，而魔術師們對其秘訣總是守口如瓶。在專賣店表演的澳門
魔術師黃志輝先生向記者表示，他們在商場表演近景魔術並
不容易，畢竟要在觀眾近距離注視下不露出破綻很棘手，能
與這麼多觀眾如此近距離地進行互動使他們感覺很好。

他們對魔術大會給予高度評價並充滿期待，認為這 「可
能是亞洲最高規格」的魔術大會，並希望在未來也能定期舉
行北京魔術大會，爭取讓其成為與FISM國際魔術大會同等水
平的權威魔術盛會。

◀魔術師在魔術道
具專賣店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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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韓毅重慶二十九日電】李莊申
訴的代理律師，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夙生律師
事務所主任遲夙生對本報表示， 「我做了 30
多年刑事辯護律師，我相信李莊一審不認罪是
真實的。當初證人的證詞有特殊情況，現在證
據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按照法律規定，現在
的證據足以推翻原來的證據。這個案件發生變
化的可能還是很大。」

「我考慮了一下，答應了李莊做申訴的代
理律師。李莊這樣的案件定罪了，像一塊巨大
的石頭，會壓倒所有的刑事辯護律師，有可能
顛覆中國的刑事辯護制度，這等於顛覆了對人
權真正的保障。」遲夙生稱。

「我不參與李莊策劃代理的其他案件，我
和李莊沒有共同參與其他任何案件，我只做李
莊申訴的辯護人。我現在是職業律師，李莊不
是。」

對於申訴能否成功，李莊坦言不排除存在
「非法律」因素，當年一直關注此案一審、二

審的重慶律師王海亦指出， 「此案綜合了太多
的複雜因素，而且李莊本人的律師生涯也絕不
是 『潔白無瑕』的。我認為，僅從法律和法規
的層面上，很難判斷此次申訴的結果，需要
『上面』綜合考慮多方面因素。」重慶法律界

人士普遍認為，李莊的申訴若成功，當年 「打
黑案件」的很多涉及人也將追隨嘗試翻案。

【本報訊】據中新社重慶二十九日消息︰重慶大學生村
官任建宇因轉發微博被勞教申訴案在11月20日被法院駁回
起訴後，29 日向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寄出上訴狀，要
求法院重審此案。

去年 9 月 23 日，重慶市勞教委認為任建宇通過轉發微
博等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對其作出勞動教養兩年的決定
。今年 8 月 15 日，任建宇的父親任世六以任建宇的名義，
向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重慶市
勞教委作出的《勞動教養決定書》，或確認該勞教決定無效
。11月19日，重慶市勞教委以處理不當為由撤銷了對任建
宇的勞動教養決定，解除對任建宇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
施。11月20日，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一審公開
宣判，以任建宇的起訴超過法定起訴期限為由，裁定駁回其
起訴。

法院作出上述裁定的理由是，從本案查明的法律事實看
，任建宇在勞動教養期間雖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但其會見
、通信、通電話的權利得到保障，任建宇在此期間亦曾委託
其父及其女友代為提起訴訟或申請行政復議，應當認定任建
宇在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間能夠提起訴訟，任建宇主張人身自
由受到限制的時間均不應計入起訴期間的訴訟理由不成立。

任建宇一方不服此裁定，其代理律師徐利平表示，已於
29 日寄出上訴狀，請求撤銷一審裁定，以及重慶市第三中
級人民法院繼續審理本案。上訴狀陳述的理由主要有兩條：
一是無效的勞教決定隨時都可起訴，沒有時間限制；二是任
建宇親友等沒在三個月內起訴，責任不在任建宇本人身上。

2010 年 2 月，當時作為重慶龔剛模涉黑案辯護
人的李莊因辯護人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被重慶
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判處一年半有期徒刑。李
莊出獄後要求法院對該案立案再審。23日，李莊赴
最高人民檢察院控告檢察廳來訪接待室遞交了信訪
材料，最高人民檢察院表示將按照規定程序辦理。

私設模擬法庭教作假證
約談歷時一個多小時，李莊會後表示，承辦法

官承諾將依照法律規定處理案件。對於申訴能否成
功，李莊顯得非常樂觀，強調 「概率為 99.999%」
， 「下一步就等待法院再審的開庭，或是撤銷原審
的裁定」。至於剩下的0.001%是什麼因素，李莊對
本報表示，所有證據基本上都向最高人民檢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重慶法院提供了，法律上沒有任何
技術障礙，如果申訴不了， 「那就是非法律的問題
了」。

李莊又透露，已向法院提交龔剛模在獄中寫的
證言，包括重慶市公安局原副局長郭維國（已於今
年九月因徇私枉法等罪被判刑11年）怎麼逼迫他、
專案組警員如何逼迫他承認、舉報李莊，包括組成
所謂 「模擬法庭」，警察分別 「飾演」法官、檢察
官、李莊及辯護人，並設定了幾百個問題，要龔剛
模、龔剛華、龔雲飛背答案。背不住就教唆他們在
庭上以 「曉不得、不曉得、記不清了、腦殼痛」或
「以前在警方交代的材料都是真實的」來搪塞。

全方位代理重慶 「涉黑」 案
此前，李莊因被刑事定罪，被吊銷律師資格，

他在微博裡如此形容自己： 「前非著名律師，現著
名非律師」。對於能否拿回律師執照，李莊顯得無
可無不可， 「拿不拿對我來講已經沒什麼用了。我
幹的都是幕後指揮策劃工作，與有執照的律師合作
辦案，公開身份我是律師助理，實際上很多案件是
當事人指名找我，我都做幕後指揮。」目前，他正

帶領20多位律師，主要精力投入在為當時重慶 「冤
假錯案」的當事人做代理，包括代理李俊案、龔剛
模案等。

被問到如何看待當年那些參與審理李莊案的相
關人員時，李莊報以冷笑， 「有些人是迫於無奈，
沒辦法，必須服從命令，大部分人是機械的執行。
但有些人是揣摩着領導的意思，借題發揮，這種人
是比較可惡的，超乎了法制，甚至人類文明的底線
。按照中國現有法律，這些人必須受到徇私枉法犯
罪的處理。」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二十九日電】日前，深圳市人民
檢察院對外公布，龍崗區一派出所警察李才坤因今年7月涉
嫌故意殺人案而被審查起訴。隨着案件內幕陸續曝光，涉案
警員製造一起假 「劫案」，在近距離槍殺一名疑與其有嫌隙
的無辜男子，事後竟謊報請功。

這宗警界醜聞一直被隱瞞了半年時間，直至近日有人在
網絡爆料才揭露，引發外界對深圳警方 「捂蓋子」的質疑。
今日最新消息傳稱被冤殺的死者家屬接受巨額賠償協議，並
表態諒解。同時，亦有消息指兇手有家族精神病史，正申請
做精神鑒定。

被冤殺的無辜男子班某（化名）今年 37 歲，曾做過一
段時間的蠱惑仔，並因此坐監5年，事發前為堂弟報假案被
拘一事，多次到行兇警察李才坤的警局大鬧挑釁，之後幾小
時就發生血案。據傳這宗 「假劫案」次日便被識破，但卻一
直對外界隱瞞了長達半年之久。有人猜測因該案發生時間與
另一宗震驚全國的羅湖警殺警相當接近， 「捂蓋子」遮家醜
的意味頗濃。記者一直試圖聯繫採訪在這宗警界醜聞中被冤
殺的死者家屬未果。

【本報訊】中新社重慶二十九日消息：29 日，經重慶
市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議表決通過，歐順清（見圖
）被任命為重慶市政府秘書長。

職務任免議案說明中稱，根據國家和地方相關法律法規
，陳和平已出任重慶市政府副市長，根據工作需要，經中共
重慶市委常委會議、重慶市政府常務會議研究同意，並經重
慶市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七十二次主任會議審議通過，提請決
定免去陳和平的重慶市人民政府秘書長職務，決定任命歐順
清為重慶市政府秘書長。

歐順清，男，漢族，1964年3月出生，四川鄰水人，研
究生，農學碩士，工程師，1988 年 1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83年7月參加工作。其2003年6月任重慶市國土資源和房
屋管理局副局長，2008年4月任重慶市政府副秘書長，2009
年 5 月任正廳局長級，2012 年 10 月任重慶市政府辦公廳主

任、市政府參事
室主任。

職務任免議
案說明評價稱，
歐順清同志政治
思想素質較好，
工作思路清晰，
統籌協調能力較
強，善於應對和
處理複雜問題。

歐順清任重慶市府秘書長
評價稱其善處理複雜問題

深圳爆警界醜聞
涉殺人謊報請功

代
理
律
師
︰
證
據
足
以
翻
案

講述 1942 年河南大饑
荒 人 們 逃 難 故 事 的 電 影
《一九四二》，今日在內
地公映，目睹當年慘況，

觀眾心情沉重。當年，大公報率先派記者調查採訪
這場令300多萬人成為餓殍的大饑荒，並因相關報道
和評論被當局勒令停刊三日。

位於鄭州市曼哈頓廣場的奧斯卡影院，大批影
迷排隊觀看《一九四二》。此片改編自河南作家劉
震雲的調查體小說《溫故 1942》。影片透過 「老東
家」的逃荒歷程，呈現了1942年災荒歲月中河南政
治、經濟、社會及人們生活的種種情狀。

大公報率先揭災荒實況
如果說電影模擬了當年歷史，那麼大公報作為

當年率先報道並始終跟進饑荒的媒體，則堪稱是
「歷史檔案」。1942年12月28日，大公報發表王工

碧的長篇通訊《河南災荒目睹記》，是全國首篇對
河南大荒災的詳盡報道。文章記述，在初秋，賣兒
女者尚多，那時一個少女或少婦還可以換百餘斤糧
食，有論斤者，可賣至三元一斤，後來因買者絕少
，已變為棄兒或送女。同時配發的還有時任大公報
總編輯王芸生的社評《天寒歲末念災黎》。

1942年12月，大公報派記者張高峰到河南採訪
。翌年 1 月 17 日，張高峰從河南省葉縣向大公報重
慶館寄出一篇題為《飢餓的河南》的長篇通訊，改
題《豫災實錄》後發表於1943年2月1日的大公報。
該報道開篇寫道： 「記者首先告訴讀者，今日的河

南已有成千上萬的人正以樹皮（樹葉吃光了）與野
草維持那可憐的生命。 『兵役第一』的光榮再沒有
人提起， 『哀鴻遍野』不過是吃飽穿暖的人們形容
豫災的淒楚字眼……」報道不僅翔實地記錄了水、
旱、蝗等天災給河南百姓帶來的痛苦，還揭露了當
時人禍給人們帶來的災難。

社評觸怒蔣介石被停刊
次日，王芸生配發長篇社評《看重慶，念中原

》，社評指出： 「讀了這篇通訊，任何硬漢都得下
淚。餓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攜幼，妻離子散
，擠人叢，挨棍打，未必能夠得到救濟委員會的登
記證。……這慘絕人寰的描寫，實在令人不忍卒讀
。」

大公報的通訊和社評觸怒國民黨當局的一幕，
亦重現於電影《一九四二》。由陳道明飾演的蔣介
石叫來主管新聞的官員當面唸社評，聽後怒不可遏
，勒令大公報停刊三天。

彼時正逢大公報獲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頒的榮
譽獎章，王芸生美國之行被取消，停刊消息一出，
民眾嘩然，亦令大公報復刊後洛陽紙貴，發行量從
停刊前的6萬份激增至10萬份。

《大公報》停刊事件引發當時在渝外國記者關
注，美國《時代》周刊駐重慶記者白修德前往災區
採訪後，發出了他撰寫的關於河南災情的報道。由
此，《大公報》曾經報道的河南災情得以為國際知
曉。

【本報鄭州二十九日電】

《一九四二》《一九四二》大大公報記錄歷史公報記錄歷史
本報記者 楊家軍

特稿

重慶被勞教村官遞狀上訴

▲任建宇（左）已正式遞交上訴材料要求法院重審。圖
為他日前在重慶江津老家接受記者採訪 資料圖片

▲大公報1942年12月28日發表的社評《天寒歲
末念災黎》，喚起讀者對河南饑荒災民的關注

資料圖片

有重慶涉黑案件服刑人員的家屬帶着申訴材料
，希望李莊的助理律師團隊接受其代理委託

中新社

李莊（戴黑帽者）29日表示，對於申訴能否成功
，非常樂觀 中新社

▲描述河南大饑荒人們逃難故事的電影《一九四
二》，29日在內地公映。圖為該劇海報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