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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掐死妻子后谎称因病身亡
小舅子感到蹊跷报警揭开真相

□见习记者 谢钱钱

男子周某借住在堂兄家 ,日常

工资全部上交。 然而在工友的 “挑

唆 ” 下 ， 他认为堂兄会霸占其工
资， 于是连续 40 天， 往食用油中

投杀虫剂。

近日，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
这样一起案例。

工资被堂兄保管

男子连续40天投毒

因父亲老宅被拆除后被堂兄占

用盖了房子， 男子周某与其母亲借

住在堂兄夫妇家一楼， 与他们分开

吃住。 周某务工十余年的收入、 曾

某的低保补助均由堂兄家保管。 为

何如此？ 原来周某自幼表现愚笨，

智力相当于七八岁的小孩子， 其母

亲在智力上也有残疾。

这样的生活并非如意。 周某务

工期间听工友谈起， 如果工资全由

堂兄保管， 以后不会归还， 自己一

生都拿不回钱 。 加之在日常生活

中 ， 因周某没有做好一些生活琐

事 ， 常被其堂兄骂 。 周某心生怨

恨 ， 遂起了投放农药毒死堂兄夫

妇、 夺回工资的念头。

2020 年 6 月 13 日起， 周某连

续多次趁清晨无人之际， 将种菜剩

下的一瓶半杀虫剂倒入堂兄家二楼

厨房的食用油、 酱油内， 每次各倒

入农药瓶一瓶盖。 同年 7 月 14 日

晚， 周某又购买了两瓶杀虫剂， 每

日继续投放。

其间 ， 堂兄一家出现轻微头

晕、 乏力、 胸闷、 流鼻血等症状，

但身体未造成大碍。 堂兄也曾怀疑

过食用油存在质量问题， 他发现食

用油有异味后， 还将其中一桶送给

周某食用。 周某知道食用油有异味

是因其投放了杀虫剂 ， 因此未食

用， 并将该桶食用油扔掉。

堂兄到小卖部更换过食用油

后 ， 怀疑是有人投毒 ， 为查出原

因， 他悄悄在厨房安装了摄像头进

行监控。 果不其然 ， 2020 年 7 月

23 日， 他在监控视频中发现了周

某鬼鬼祟祟的身影。

愤怒之下， 堂兄喊来亲戚以及

村干部， 周某承认了自己投放杀虫

剂的事实， 堂兄马上报了警。 被带

到公安机关调查后， 周某也如实交

代了自己的作案经过。

犯故意杀人罪

获刑一年

2020 年 11 月 25 日 ， 堂兄称

其报警只是想吓唬堂弟， 并不是要追

究其刑事责任。 他表示， 周某母亲年

老多病， 家中无他人照料， 且周某从

小弱智， 对其行为表示谅解， 即使要

判刑， 也希望从轻处理。 周某也自愿

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2021 年 1 月 8 日 ， 江西省吉水

县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将周某诉

至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法院最终认为， 周某故意非法剥

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周某作案时， 知道投毒是违法行为，

能清晰理解投毒所需要承担的法律后

果， 实施作案行为时有完全刑事责任

能力。

本案被告人和被害人是堂兄弟，

周某因家庭琐事被骂 ， 因此怀恨在

心 ， 本案系因家庭内部矛盾引发 ，

被害人对矛盾的引发激化负有责任，

有一定的过错 。 周某行为未造成危

害后果 ， 属犯罪未遂 。 最终判决周

某犯故意杀人罪 ， 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

□见习记者 张旭凡

男子告知家人， 身患疾病
的妻子在睡梦中去世， 一家人

在悲痛中开始筹备丧事， 但是
小舅子觉得事出蹊跷， 前一天

还和自己聊着天的姐姐怎么会

突然病重致死 ？ 他向警方报
案， 随后真相大白， 一起令人

唏嘘的案件浮出水面……

不和谐的夫妻关系

董全在外出打工时认识了曹

霜 ， 2006 年两人结为夫妻 。 2009

年， 三十多岁的董全前往新加坡打

了 5 年工， 随后又来到上海打工 2

年， 但是自 2017 年开始， 董全就

不再工作， 整天闲在家。

2018 年下半年 ， 曹霜做了一

个手术后也没有再上班， 2019 年 3

月， 曹霜一人回到了陕西老家调养

身体， 和自己的妹妹一起生活了将

近 1 年的时间， 直到 2020 年 1 月

才回到江苏宝应的家中。

曹霜的家人和朋友均表示， 曹

霜和董全两人的关系并不好， 两人

经常吵架， 曹霜对于丈夫不出去上

班赚钱很不满意。 曹霜的父亲说，

女儿在陕西休养期间， 女婿董全一

次也没有来看望过她。

曹霜的妹妹说 ， 2018 年曹霜

做手术时， 董全曾经在手机上和别

的女人聊天比较暧昧， 两人也为此

吵过架。 董全也承认自己曾通过抖

音认识了一女子周萍， 两人曾发生

过关系。

痛苦中的“爆发”

董全称 ， 2020 年春节后 ， 曹

霜一直抱怨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都

很疼， 每天要吃很多药， 活得很痛

苦， 并说自己想死， 还叫其带她一

起去死。 董全表示， 自己每天听着

曹霜要死要活的唠叨， 觉得很累。

2020 年 4 月 14 日， 两人吃完

午饭后驾车去钓鱼。 董全称， 曹霜

说胃胀气、 头疼胸疼， 让他把车开

下河跟他一起死。 董全没有理睬曹

霜， 开着车带她逛了一圈， 到了下

午 4 点就回了家。

到家后， 曹霜又说自己膝盖以

下很酸疼， 肩膀也疼， 吃完晚饭后

曹霜又说自己肚子胀得难受， 头上

的筋一直痛。 董全表示他听着曹霜

不停地抱怨， 只是没有搭理她。

到了晚上九、 十点钟， 董全说

曹霜来到他右手边， 跪在沙发上，

把头伸过来叫其把她掐死， 然后让

他从自家五楼跳下去。

董全说曹霜一直和自己说这种

话， 当时他再也受不了了， 一下子

爆发。 董全用手掐着曹霜的脖子，

看着妻子不停挣扎， 董全就一手控

制着她的手， 另一只手继续掐。 时

间持续了十几分钟后， 曹霜停止了

抽搐。

谎言终被拆穿

董全表示 ， 当时大脑一片空

白， 不敢自杀又害怕别人知道是自

己掐死了曹霜， 就用纸巾擦掉了曹

霜嘴角的血迹 ， 将其抱到卧室床

上， 盖上了被子， 伪装成是在床上

病死的样子。

随后董全清理了现场， 给自己

的哥哥嫂子打去电话， 告诉他们曹

霜晚饭时感到胸闷 ， 随后上床睡

觉， 之后自己发现曹霜已经在睡梦

中去世。 众人信以为真， 便开始准

备丧事。

第二天早上， 董全的嫂子问他

是否联系了曹霜的娘家人， 董全说

因为曹霜的手机打不开， 还没有联

系。 随后， 董全通过将曹霜的手机

卡换到自己的手机上， 联系到了曹

霜的弟弟， 向他传达了姐姐去世的

消息， 并让他们来宝应奔丧。

曹霜的弟弟曹毅感到非常奇

怪， 前一天下午还和姐姐在微信里

聊天， 姐姐表现也很正常， 怎么这

么快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 ？ 此

外， 曹霜的家人表示， 曹霜的身体并

没有什么大问题， 2019 年年底还曾

经去整形医院做了一次去眼袋的手

术， 更没有听过她有轻生的念头。

感到蹊跷的曹毅报了警， 随后警

方上门进行调查， 董全也被带到了派

出所。 经鉴定， 曹霜的死因系被他人

扼颈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系徒手扼压

所致。

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董

全犯故意杀人罪， 向法院提起公诉。

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 董全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致

一人死亡 ，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

罪， 最终被判有期徒刑 15 年， 剥夺

政治权利 5 年。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男子连续40天投毒 只因担心堂兄霸占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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