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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记者 郭薇灿
实习生 樊豪 通讯员 蒋曦

十七年前的贪念

因为主动归案，自首后的黄某被检
方取保候审，目前在朋友处打工借住。

回到家乡长沙，17年在脑海里回
想的一幕幕家乡景象， 如今已是物是
人非。

那是2000年， 黄某还是中国建筑
第五工程局第一安装公司保安科干
事。 与同单位的邵阳女孩相爱结婚生
子，小两口的日子过得虽不富裕，但充
实幸福。

“当年的自己二十几岁，年轻气盛，
又好面子。”黄某说，人做错事往往就在
一念之间， 就因为他的这一念偏差，让
自己失去了17年光阴。

当年1月的一天晚上， 公司财务人
员将刚收到的20万元工程款交由黄某
保管，准备第二天存至银行。当时月薪
只有200元的黄某面对巨款起了贪念，
当晚，伙同他人携带20万元潜逃，并迅
速将公款挥霍殆尽。

黄某出逃后，天心区检察院将其列
为网上追逃人员，成立追逃小组，奔波
于全国各地全力追捕。2015年， 成功抓
获了黄某的同案人谢某。为尽快促使黄
某到案， 追逃小组一方面继续追踪；另
一方面， 多次上门对黄某的家属做工
作，宣讲政策，发动他们提供线索，劝黄
某主动投案。

流浪度日睡在废墟里

这17年，黄某究竟去了哪里？
他告诉记者 ，17年的时光难以启

齿。钱花光之后，他一直在湖北和河南
一带流浪。其间，因不敢去正规单位工
作，他在菜市场搬货、打杂工、捡垃圾、
端盘子等，什么工作都做。不敢与人签

劳动合同，遇到欠薪、受了委屈，“想发
脾气都不敢。”

身无分文、饿得扛不住的时候，黄
某连乞讨都干过。有时，很多天找不到
工作，饿得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他只
能跑到小卖部或者报刊亭， 声称落难
了，拜托人家给碗泡面或者给个馒头，
往往一个馒头就是一天的口粮 。“呵
呵 ，这不是要饭 ，是什么？”黄某苦笑
道。

晚上，黄某只能到小旅馆、火车站、
建筑废墟中度过。记得一年冬天，在信
阳，当时的火车站正值改造，旁边有一
栋大楼拆掉了， 只留了最边上的角落，
有着破烂的四面围墙，在那里，黄某住
了3个月。

“有水有电的日子对我来说是奢
侈，每晚我都睡在砖碴碴上，外面下着
很大的雪。想家的日子，身体经受的苦
难早已麻木，心理上的压力与痛苦才是
真的无法忍受。”

有一次，他睡在废墟里，身上仅有
十几元钱被几个小混混搜刮走了。“没
办法，哪怕路上碰到车撞到我了，也不
敢报警，自己还得跑得快。永远都是缩
头乌龟。”

自首是对负疚的交代
尽管想家， 黄某说他不敢回来，也

没脸回来。
离开的那一天，离黄某孩子出生只

有一周。离开后的第二年，黄某父亲去
世，他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

“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如今，黄某
终于回家，可是，原来的那个家，已经没
了。

黄某曾在朋友处打听得知，妻子生
下女儿后住在邵阳。 从孩子出生到现
在，17年，黄某从未见过女儿，只是听说
长得很像他。

对于女儿，黄某最为愧疚，“别人问
我女儿 ，你的爸爸呢？她说，我没有爸

爸。”黄某哭了。“我对不起她，这种缺失
我还不了，她越大我越怕，因为亏欠她
的就会越多。”

“我已经是个罪人了，在不影响她
的情况下，我还是希望能找个合适的机
会见她。”黄某告诉记者，他不敢去想，
女儿能不能原谅他，也不知道能为女儿
做什么。至少，他认为自首是对自己的
一个交代。

他说， 当走进检察院大门的那一
刻，他的心才真正落了地。

检察官：
有良好悔罪表现遂取保候审

天心区检察院反贪局检察官蒋曦
对记者说，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侵吞、窃取 、骗取
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
行为。 黄某身为国有企业的保卫科干
事，因为一时贪念，伙同他人利用保管
公司财物的职务便利，窃取公款，其行
为已经构成贪污罪。 在本案的办理过
程中，考虑到黄某系主动投案，并能如
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且归案后将
贪污的20万元全额退还， 具有良好的
认罪、悔罪表现，故其归案后决定对其
取保候审。

因为一时贪念，17年的大好青春
就此荒废 ，从此妻儿异地，不能相见 ，
不禁令人唏嘘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
逃得再远，逃得再久，终究要面对法律
的惩罚。

保安科干事携公款20万元潜逃17年，投案后感叹

那一刻，心才落了地

� � � � 问 ：我到一酒楼订包厢时 ，工作人员表示不足
10人订包厢一定要达到 10个人的消费 。同时强调 ：
“这不是设最低消费 ，但要达到 10个人的消费才可
以 ，至少 500元 。 ”我觉得这就是变相的最低消费条
款 。我该如何维权呢 ？

律师解答 ： 根据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颁
布的《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禁止餐
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 对于餐饮经营者违反本
办法的行为，法律法规及规章有规定的，商务主管
部门可提请有关部门依法处罚；无规定的，由商务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其中有违法所得的，可处
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 但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
有违法所得的，可处1万元以下罚款；对涉嫌犯罪
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因此，你可以向酒楼
所在地的商务主管部门进行投诉。

法律咨询

超市有权处罚
“偷窃者”么

� � � � 问 ：我与同学在超市购物时将一块价值 7元的
巧克力放在口袋里 ，结账时忘了拿出来 ，被带到超
市防损办公室搜身 ， 还被要求罚款 3000元并签署
协议 。报警求助后 ，我们最终赔偿了 100元 。请问 ，
超市是否有权对疑似偷窃行为进行处罚 ？ 超市强
制搜身 ，我们该如何维权 ？

律师解答 ：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
规定， 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
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只有执法机关、行政单位才
具备处罚权， 超市无权对疑似偷窃的行为进行罚
款。超市不具备认定偷窃行为的主体资格。即使发
现顾客有疑似偷窃行为，超市也应凭借证据报警，
由公安部门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作出处理 。
你认为超市侵犯了你的合法权益，可以根据《侵权
责任法》第三条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
担侵权责任。所以，你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酒楼包厢要求500元
最低消费合理吗

今年5月26日下午，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接待了
一名“特殊”的客人———因贪污公款20万元潜逃17年的黄某。

6月19日，在天心区检察院会议室里，坐在记者面前的黄某皮

肤黝黑，习惯性地用手撑着额头，两眼透着平静的光。
“逃亡的17年，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过程？”面对提问，黄某低

头沉默良久道：“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不然傻子才会去做这件事。”

� � � �保安科干事携公款20万元潜逃17年，投案后感叹。 柴新竹/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