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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王莉及《法制晚報》報道，備

受社會關注的「杭州保姆縱火案」

昨日上午9時30分在浙江杭州市

中級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公開宣判，

以放火罪判處被告人莫煥晶死刑，

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以盜竊罪判處

其有期徒刑五年，並處罰金一萬元

（人民幣，下同）。二罪併罰，決

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並處罰金一萬元。

去年6月22日凌晨4時55分許，莫煥
晶用打火機點燃書本，引燃客廳沙

發、窗簾等易燃物品，導致火勢迅速蔓
延，造成屋內的被害人朱小貞及其三名
未成年子女被困火場，吸入一氧化碳中
毒死亡，並造成該室室內精裝修及傢具
和鄰近房屋部分設施損毀。經鑒定，損
失共計257萬餘元。火災發生後，莫煥晶
即逃至室外，報警並向他人求助，後在
公寓樓下被公安機關帶走調查。

保姆無任何滅火行動
法院判決認為，被告人莫煥晶在高層
住宅內故意使用打火機點燃易燃物引發
火災，造成四人死亡和重大財產損失，
其行為已構成放火罪；莫煥晶還在從事
住家保姆工作期間，多次盜竊僱主財
物，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盜竊罪。
公訴機關指控莫煥晶所犯罪名成立。莫
煥晶犯有兩罪，應依法併罰。莫煥晶於
凌晨時分故意在高層住宅內放火，導致
四人死亡和重大財產損失，犯罪動機卑
劣、犯罪後果極其嚴重，嚴重危害公共

安全，社會危害性極大，依法應予嚴
懲。雖然莫煥晶歸案後能坦白放火罪
行，但不足以對其從輕處罰。莫煥晶歸
案後主動交代公安機關尚未掌握的盜竊
罪行，係自首，對其所犯盜竊罪可予從
輕處罰。
杭州中院的通報中稱，關於莫煥晶及其

辯護人所提莫煥晶在起火後報警、積極施
救的辯解與辯護意見，經查，在案證據雖
然證明莫煥晶放火後有報警行為，但是其
報警時距其放火已長達約15分鐘，且在其
報警6分多鐘前，朱小貞及其他群眾均已

報警，故其報警並無實際價值。在案證據
亦證明，莫煥晶在放火前並未採取任何滅
火或控制火勢的措施，放火之後也未及時
對四名被害人施以援手。故莫煥晶及其辯
護人所提莫積極施救的辯解及辯護意見均
不能成立，不予採納。

受害者家屬將提民訴
宣判後，受害人家屬林生斌發佈微

博，對杭州中院的判決表示感謝。並表
示將提起民事訴訟，需和律師商討後再
確定民事訴訟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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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縱火案 保姆判死刑
燒死僱主母子四人 放火盜竊兩罪併罰

杭州保姆縱火案始末
2017年6月22日凌晨5點
莫煥晶為籌賭資，決意採取放火再滅
火的方式騙取僱主朱小貞的感激，以
便再向其借錢，導致朱小貞及其三名
未成年子女被困火場吸入一氧化碳中
毒死亡。

2017年7月1日
杭州市公安局對莫煥晶依法執行逮
捕。

2017年8月21日
杭州市檢察院依法對莫煥晶提起公
訴。

2017年12月21日
杭州保姆縱火案因被告辯護律師提出管
轄權異議並退庭，杭州中院宣佈延期審
理。

2018年2月1日
杭州中院繼續公開開庭審理此案。

2018年2月9日
案件一審宣判，莫煥晶被判死刑。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莉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訪問學者
章瑩穎遭綁架致死案再度被延期。根據美國當地
時間7日公佈的法庭文件，檢方與疑犯克里斯滕
森的律師分別提出延期審判的要求。不過雙方提
出的時間有分歧，檢方希望將庭審推遲到10月
16日，而疑犯方則希望在2019年 6月開始庭
審，並要求法官自行迴避。審判原定於今年2月

27日進行。
中新網報道，根據文件，檢方與被告方在7日
結束前，分別提交了延期日程表。雙方將於本月
12日與美國地區法官布魯斯會面，討論接下來
的日程。
檢控官米勒和弗里斯當天表示：「美國政府

希望將庭審日期定在10月16日，即從尋求死刑

判決通知書算起的9個月時間，這顧及到受害者
家庭及公眾對正義的期待，同時也讓被告有足夠
時間為庭審準備。」
不過被告方律師則認為，9個月的準備時間不

足，希望將庭審延期16個月，確保有足夠時間
調查克里斯滕森的社交歷史，包括關於被告的所
有記錄，和被告接觸過的人的採訪，以及對克里
斯滕森的數代家庭成員的調查。澎湃新聞報道，
被告方還提出，要主審法官自行迴避，但未說明
理由。

就章瑩穎案延審期 控辯雙方鬧分歧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

刑法研究所副所長彭新林受訪時說，放火
罪是指故意放火焚燒公私財物，危害公共
安全的行為。放火罪侵犯的客體是公共安
全，即不特定的多數人的生命、健康或者
重大公私財產的安全。

符合放火罪加重犯規定
刑法中關於放火罪的規定，主要是第114條

和第115條。其中，114條規定的放火罪是基
本犯，115條規定的放火罪是結果加重犯。
彭新林解釋說，第114條的意思是實施
了放火行為，危害公共安全，未造成嚴重
後果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造成人員傷亡，重大公私財產損失等嚴
重後果的，適用第115條，處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莫煥晶放火、盜竊一案，適用的是刑法

第115條。彭新林說，此案中，莫煥晶的
危害後果極其嚴重，造成四人死亡和重大
財產損失，符合刑法第115條結果加重犯
規定，依法可以適用死刑。「正是如此，
我認為一審判決基於莫放火犯罪的事實、
性質、情節以及對社會的危害程度，對莫
判處死刑，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定罪
正確、量刑適當。」彭新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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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 垃 圾 走 私 南寧海關隸屬的東興海
關緝私部門日前查獲廢塑
料顆粒、塑料碎末、塑料
玻璃等「洋垃圾」29.74
噸，抓獲涉案人員3名。南
寧海關今年將把打擊「洋
垃圾」走私列為緝私一號
工程。 ■文/圖：中新社

■■昨天昨天，，杭州保姆縱火案被告人杭州保姆縱火案被告人
莫煥晶莫煥晶（（中中））被判死刑被判死刑。。 法新社法新社

56歲的溫德倉，是甘肅省天水市麥積區五龍鎮的一名農民，他並不知道
家鄉天水是《詩經》的重要誕生地之一，
但他卻比古代文人更熟悉花椒的特性。

多果皆跌椒獨升 連翻六倍不愁銷
18年前，為了給孩子賺取學費，溫德
倉冒險將家中15畝小麥地全都改種了花
椒。如今，他每年賺來15萬元(人民幣，
下同)，供養了兩名大學生。讓人意想不
到的是，近幾年，不少經濟作物核桃、
葡萄、蘋果等多有滯銷跌價，唯獨花椒
價格連年攀升。「起初每斤花椒不到10
塊，現在賣60塊。特別是前兩年，幾乎
一年漲10塊。」溫德倉慶幸自己種得
早，花椒進入盛果期至少需要5年。
每年七月，花椒成熟，枝滿紅果。花

椒樹刺多果粒小，只能徒手採摘。他和
20多名僱工戴着露手指的手套摘花椒，
被刺激的氣味熏到得瞇着眼，採摘後再
暴曬，才可出售。
溫德倉收穫的花椒被銷售商王宏明全部

收購，銷往四川、重慶等地。王宏明說，
2014年以來，花椒價格連年上漲，既因勞
動成本升高，也因市場需求顯著增大。
「去年我們光給『老乾媽』就賣了30萬斤
花椒。」貴州南陽老乾媽風味食品有限責
任公司是中國產銷量最大的辣椒製品企
業，年銷售收入超過40億元。

小椒粒大有用處 辣出層次去膻味
花椒能在內地大部分地區生長，四

川、重慶、陝西、甘肅是主產區。內地
年產花椒幾十萬噸，還出口日本、韓

國、美國、
法國等地。
從事餐飲

十多年的劉
俊吉，對中
國人味道喜
好的變化感
受頗深。他
和同事在研
發 新 菜 品
時，就試圖
通過使用花椒、辣椒來取悅更愛重口味
的二三十歲的食客。這位甘肅省蘭州市
安泊爾清真餐飲集團副廚師長注意到，
連普通餐館也變「麻辣」了。以一家百
桌規模的大型餐館為例，每月要消耗300
斤左右的花椒。「花椒能去膻味，牛肉

麵的調料中，花椒佔一半多。煮一隻
羊，大約需要7両花椒。」劉俊吉說。在
四川旅遊學院川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
莉看來，花椒豐富了食物的味覺層次。
她說，川菜使用辣椒、花椒、生薑等調
料，烹出麻辣、香辣等豐富的味道。

椒香盈袖寐難忘椒香盈袖寐難忘

在中國人的廚房在中國人的廚房，，花椒是少數中國原產的調味料花椒是少數中國原產的調味料。。早在早在22,,500500多年前多年前，，中國詩歌集中國詩歌集《《詩詩

經經》》收錄的收錄的《《唐風唐風··椒聊椒聊》》就描繪了豐收在即的花椒一串串掛在枝頭就描繪了豐收在即的花椒一串串掛在枝頭、、散發香氣的情形散發香氣的情形。。

現在現在，，這種讓人這種讓人「「觸電觸電」」般刺麻的小果實般刺麻的小果實，，正在佔領中國人的味蕾正在佔領中國人的味蕾。。甘肅椒農溫德倉甘肅椒農溫德倉，，乘乘

着着「「重口味中餐重口味中餐」」在各地走紅的東風在各地走紅的東風，，迎來了自己事業的第二春迎來了自己事業的第二春。。 ■■新華社新華社

高價有市哺饕客高價有市哺饕客

■ 四川火鍋在
大江南北走紅，
原料花椒因此銷
量可觀。圖為四
川成都一火鍋店
內，食客在享用
麻辣與清淡共冶
一爐的「鴛鴦火
鍋」。

資料圖片

■■ 花椒林林總花椒林林總
總掛在枝頭總掛在枝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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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下午，得知自己捐獻的造血幹細
胞已經安全落地香港，並運往正在移植
艙裡等待救治的一名血液病患者，34
歲的新疆伊犁男子羅國君的心終於落
地。羅國君說：「從報名開始就已經隨
時做好了準備，雖然家人有些擔心我，
但是他們都很支持，我也希望兩個寶寶
都知道他們的爸爸是個勇敢的人。」
就在前一天的13時30分，羅國君作

為中華骨髓庫新疆分庫第70例義工在北
京的空軍總醫院完成了4個多小時的造

血幹細胞採集。
今年34歲的羅國君是伊犁州新源縣

肖爾布拉克鎮一名普通公務員。2015
年，他通過檢測後成為中華骨髓庫的一
名義工。去年9月，羅國君接到了紅十
字會工作人員的電話，他的白細胞表面
抗原（HLA）分型資料與香港一名血
液病患者相合。隨後他積極配合作進一
步檢查，並順利通過了高分辨配型和體
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應江洪 新疆報道

新疆青年捐造血幹細胞
助港患者新生

新 春 花 糕
昨 日 ，

在河北棗強
縣邵府村，
村民在製作
花 糕 。 花
糕、花饃，
寓意生活年
年高、步步
高，村民以
此喜迎新春
佳節。
■文/圖：

新華社

全新「迪士尼·皮克斯玩具總動
園」主題園區內的主題餐廳「玩具盒
歡宴廣場」昨日正式迎接首批遊客。
「迪士尼·皮克斯玩具總動園」

是上海迪園的第七個主題園區，也
是度假區自2016年開幕後的首個
擴建項目。此前，該園區最高玩具
標誌已安裝完成，警長「胡迪」和
牛仔「翠絲」這兩個安迪最喜愛的
玩具已經「入住」。

模擬「煮飯仔」四大菜單任揀
「玩具盒歡宴廣場」的靈感來源
於《反斗奇兵》中活潑可愛的小男
孩安迪喜歡玩的「煮飯仔」（內地
稱「過家家」）遊戲。全新開幕的
餐廳裡，遊客可以在以巴斯光年、
蛋頭先生、蛋頭太太和大熊為主題
的四種菜單中自由選擇。
遊客可以在蛋頭太太玩具盒造型

的櫃枱選購「外星人辣海鮮披
薩」，或在大熊的櫃枱選購「草莓
熊費南雪蛋糕」。餐飲品類也涵蓋
中西式，不一而足，包括「四川辣
雞肉配薯條」「紅薯棉花糖」等。
喜愛大熊的遊客則一定不能錯過以
大熊和他標誌性的草莓香味為靈感
的特色飲料和甜品——「草莓牛
奶」和「草莓華夫餅蛋糕」等。
「玩具盒歡宴廣場」的開幕為上
海迪園的遊客率先帶來了「迪士
尼·皮克斯玩具總動園」的初體
驗，同時也將從新春節慶起為遊客
提供更為豐富的餐飲選擇。「迪士
尼·皮克斯玩具總動園」計劃於4
月26日開幕，園區將包括三個全

新的景點「彈簧狗團團轉」「抱抱龍衝天賽
車」和「胡迪牛仔嘉年華」，一個獨特的與迪
士尼朋友見面的主題區域——「友情驛站」，
以及充滿歡樂沉浸式購物體驗的「艾爾玩具
店」。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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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盒歡宴廣場玩具盒歡宴廣場」」主題餐廳主題餐廳。。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