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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视频，都不敢相信那个行凶者是我”

招远麦当劳杀人案女犯狱中忏悔

全省“气质”连续4年改善
我省将强化环保专项行动、日常执法监管、挂牌督办等监管措施

□ 本报记者

利落的短发、干净的脸庞、平静的目
光，眼前的吕迎春、张航，让人很难把她
们和“杀人犯”联系在一起。

然而三年前，就是她们两人，在招远
市一家麦当劳餐厅内，参与制造了残忍的
一幕。这起震惊全国的“5·28”山东招远麦
当劳杀人事件，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
审，主犯张帆、张立冬被处死刑并已伏
法，吕迎春因故意杀人罪和利用邪教组织
破坏法律实施罪被判无期徒刑，张航被判
处有期徒刑10年。

2015年2月到山东省女子监狱服刑至今，
两年零三个月的日子里，大墙内的教育改造
生活让她们的思想发生了改变，彻底推翻了
以前将“全能神”奉为“真理”的认识。5月16
日，记者走进山东省女子监狱，面对面聆听
吕迎春、张航自我救赎的心路历程。

“那天的经历

比恐怖片还恐怖”

在吕迎春迄今42年的人生中，有近一
半时间紧紧和“全能神”邪教捆绑在一
起。张航12岁起就生活在一个邪教家庭
中，而弟弟那时刚刚7岁。

1998年底，出于对一位同学的欣赏和毫
无保留的信任，吕迎春接触到了“全能
神”。当时她在商场做营业员，工作稳
定。但由于住在单身宿舍中，离家较远，
业余时间里，“全能神”开始成为吕迎春
打发时间的寄托。渐渐地，她深陷其中，
甚至辞去工作，扔掉交了十几年的保险，
离家出走，抛下女儿，和丈夫离婚。

几乎与此同时，在距离吕迎春家乡山
东龙口600多公里的河北无极县，一名叫张
帆的少女正陷入与严重抑郁症的纠缠中。

吕迎春和张帆的交集，始于2008年年
底的一次“全能神”的论坛上。当时吕迎
春自称“众长子”，张帆被其言论所吸
引，两人惺惺相惜、相见恨晚。

彼时，张帆的父亲张立冬一家由于家
族矛盾，在当地生活极为苦闷。张帆的一
句“神的工作在招远”，让张立冬下定决
心，于2009年举家迁往招远定居。吕迎春以
“众长子”的身份住进这个与自己没有半
点血缘关系的家庭，组织当地信徒一起
“吃喝神话”（意为“读经书”）、“交
通真理”（意为“一起讨论”）。

吕迎春的日常开销均由这个家庭承

担。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
书（2014）烟刑一初字第48号显示，张帆
家人曾为吕迎春在招远当地购买一处住
房，吕迎春名下存款人民币4695084 . 90
元、美元35717 . 85元，其中多数存款系张
帆父母的账户转入。比张帆小12岁的张航
回忆，“吕迎春是‘神’，全家人觉得这
都是应该的。”

在张帆眼中，家人信“神”总是反反
复复，不够虔诚，一气之下，她和吕迎春
将父母和弟弟妹妹赶出家门：“你们没救
了！被‘开除’了！”

2014年5月24日，案发前四天，张帆突
然在QQ上让爸爸和弟弟妹妹回去，称家里的
车坏了，需要爸爸修，小狗也需要帮忙洗澡。
觉出张航有些犹豫，张帆补充了一句：“只谈
狗，不谈‘神’。”三人赶回招远。

5月27日到次日上午，几人废寝忘食地
“交通真理”，直到案发当天5月28日下午两
点，众人外出就餐购物，晚上9点在麦当劳会
合，为发展“全能神”信徒，向被害人索要手
机号码被拒，发生了血腥的一幕。

“以前我爱看恐怖片，我看过很多恐
怖片，但那天的经历比恐怖片还恐怖。”
张航低头啜泣。

“不好好信‘神’

就会被赶出家门”

念完初一后，张航彻底辍学。深信
“全能神”的张立冬夫妇认为，学校教授
的知识都是“大红龙的毒素”，有害无
益，他们笃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神的工作马上就要结束”，孩子在学校
浪费时间没有意义，不如把更多时间用于
“吃喝神话”“聚会交通”。

爸妈忙于“聚会”，不太管张航，她
便闷在家里虚度时日，与外界几乎没有任
何交流，甚至不愿去家门口的小超市买东
西。她惧怕面对外界的疑问：“你家是干
什么的？你怎么不上学？”她不愿意撒
谎，更不敢说出实情。

随着“教会”成员因分歧陆续离开，
吕迎春和张帆开始独领张家几人，张航受
到的管束也越来越多。不能看电视、上
网，只能学习“全能神”的歪理邪说。那
时张航看到小区里别人家都成双成对、三
五成群，心中倍感凄凉。

“家里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因为‘全
能神’最憎恶情感。”张航说，有一次，
贪玩的她把姐姐张帆惹恼，被恶语相向，
怒斥为“败坏的种类、撒旦的后裔”。姐
姐甚至让母亲把张航赶出家门，因为她
“不好好信神”。

张航也曾想回归正常生活。辍学几年
后，她自己报名了一所大学的专科班，但
最后被妈妈告知班不开了。她曾怀疑过这

个说法，却没有勇气与家庭决裂。“弟弟
比我小5岁，后来他宁肯受罚也不再信‘全
能神’，被爸妈送去了姥姥家附近的寄宿
初中。我怕被送走。”

“姐姐和吕迎春控制着爸妈，妈妈为弟
弟添置新衣都要看她们的脸色，不敢买好
的，即使买好的也要表现出不得不买。每次
妈妈去看弟弟，回来都要把和弟弟见面的心
态、思想、言行‘交通’出来。”张航说。

在扭曲的家庭关系中，张航和弟弟害
怕被扫地出门，无依无靠，也害怕达不到
“神”的要求，遭到惩罚。这样的心态最
终让他们沦为犯罪现场的帮凶。

“没有什么比伤害他人生命

更不可原谅”

“眼露凶光，出乎意料的顽固”———
这是吕迎春给山东省女子监狱李警官留下
的第一印象。谈及“5·28”案件，吕迎春振
振有词，“我和张帆，我们具有神的属性，我
们就是神本身……”“我们灵界的事”。

此时的张航也半信半疑，一直不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甚至仍在努力说服自己，
这是“神”的考验，应当坚守之前的信
仰，不能背叛“神”。

作为山东省监狱收押史上刑期最长的
邪教罪犯，吕迎春的到来令警官们高度紧
张：如此冥顽不化的邪教信徒，如果不尽
快转化，让其彻底认清自身罪行，会不会
发生救赎式的伤害他人甚至自残行为？警
官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帮教。

吕 迎 春反复 声 称 “受害 者是‘恶
魔’，自己是好人”，针对这个说法，帮
教警官追问她：“你们是好人，做了什么
好事？是救助失学儿童了还是捐助灾区群
众了？”吕迎春被问得瞠目结舌。警官又
问她：“在你心里，家人重要吗？”她
说：“不重要，神最重要。”

吕迎春排斥与外界交流，不接受警官
面谈。徐警官在家里辅导孩子写作业时，
为吕迎春写下了一封一封发自肺腑的信
件。吕迎春拒绝看信，警官就念信，次数
多了，她紧紧捂着耳朵的手渐渐松开了。

2015年春节刚过，警官安排吕迎春和家
人会见，这成为她转化的转折点。会见室
中，吕迎春一拿起电话，就泪流满面。吕
迎春从妈妈和姐姐口中了解到，案发后，
全家人吓得九天没敢出门，也不敢看电
视。爸爸患有严重心脏病，体重一个月掉
了二十斤。虽然没能来监狱看她，但想她
想得天天哭。姐姐为她奔波着急，弟弟患
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尽管一个劲地摇头拒绝认罪，但吕迎
春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矛盾中，她鼓
起勇气向警官抛出一个自己一直不敢碰触
的问题——— “关于张帆的生死”。按照

“全能神”的说法，身为“众长子”的张
帆不会死，将从肉身进入灵界。

直到听到张帆伏法的消息，吕迎春才
痛哭流涕。“张帆死了，她不是‘众长子’，‘邪
灵攻击众长子’之说便不成立。我真的是杀
人凶手！我有罪！我对不起受害者和她的亲
人，对不起同案和她们的亲人，对不起我的
家人，更对不起社会！”

张航也同样被父亲张立冬、姐姐张帆
的死讯震惊。一次会见中，妈妈说起已处
理完爸爸和姐姐的后事。她才真正意识到
自己的错误，“没有什么比伤害他人生命
更不可原谅！”

认罪了，这才只是转化的开始。帮教警
官们说，初认罪的吕迎春、张航有时还会幻
想：也许不是“全能神”的错，只是张帆的错。

“那时我觉得很委屈，觉得自己被骗
了，恨‘全能神’，恨张帆。写思想汇报
时，只想表白自己。”吕迎春说。帮教警
官一次次找她谈话，一年半后为她换监
舍、换帮教，从各方面帮她解开心结。
“孙警官跟我说，她的同学在帮助山村贫
困孩子，我很受触动，这才是真正的好
人。”吕迎春说。

吕迎春开始阅读心理学书籍，渐渐发
现，从小就自以为是，好强、自私、狂妄
的性格让她一直以正义者自居，这些人性
弱点恰好被“全能神”信徒抓住了。“每
次看‘5·28’视频中的自己，我都浑身紧
绷，呼吸困难，不敢相信那个行凶者是
我。没信邪教前，我不是这样的。”

两年多时间里，吕迎春在狱中写下了
几万字的揭批邪教“全能神”和忏悔罪
过、自我剖析的文字材料。张航则这样写
下自己的忏悔：“长期浸泡在‘全能神’
的歪理邪说中，我变得越发自私、冷漠，
增长了贪婪与懒惰，不愿吃苦，总想让
‘神’来解决一切，不用付出汗水就能换
来美好的‘国度生活’。”

吕迎春和张航均被选为省女子监狱新
犯帮教志愿者，即与新犯成为“联号”，
进行“一对一帮扶”。这被吕迎春形容为
“照镜子”，“通过帮助别人，更好地提
升自己”。吕迎春参加了监区教员竞岗、
队列会操比赛、育新文化节汇演等各项活
动，并以出色的教学成绩在年底被评为监
区的优秀教员。鉴于良好表现，两人均获
减刑——— 吕迎春由无期徒刑减至有期徒刑
21年零3个月，张航获减刑5个月。

从未认真管过女儿，还曾向年幼女儿
灌输过邪教教义的吕迎春，开始在狱中重
新学着做一个合格的母亲：给女儿频繁地
写信，狱中学到的传统文化、心理学知
识，她都第一时间和女儿分享。这个注定
要错过女儿成长期、青春期以及恋爱结婚
的母亲，努力将高墙内的亲情传递出去，
让母爱不再缺席。

675亿元贷款助力

滨州新旧动能转换
打造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

□记 者 王亚楠
通讯员 张素华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自4月7日开始，环保部从
全国抽调5600名环境执法人员，对京津冀及
周边传输通道“2+26”城市开展为期一年
的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涉及我省济南、
淄博、聊城、德州、滨州、济宁、菏泽等7
个市。记者近日从省环保厅获悉，截至5月5
日，我省共有89个环境问题被环保部通报，
其中涉及企业103家、企业集群14个，被通
报企业占被督查企业总数的3 . 8%，以玻
璃、化工、板材、电镀、挂车生产、胶合板
生产、塑料颗粒加工、石材加工等行业的小
型企业为主。

据悉，我省被通报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
类：

——— 4家企业拒绝检查甚至扣留督查组
执法人员。其中，济南市山东绿杰环保节能

科技有限公司拒绝检查，不提供相关环保资
料，同时将大门紧锁，不允许检查人员离
开，扣留执法人员超一小时，直到公安机关
到场后才得以离开。此外还有济南市洁龙清
洗助剂有限公司阻挠检查、聊城市东昌府区
聊城惠众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和茌平县恒
力建材有限公司厂内人员拒不开门接受检查
等。以上拒绝或阻挠环境执法的违法行为均
已被严肃查处，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移交公安
部门处理。

——— 7家企业自动监控设施弄虚作假，
其中，3家企业存在在线监测系统有关参数
设置不正常问题，4家企业存在在线监测仪
运行不正常、数据传输不规范等问题。

——— 6家企业存在治污设施建设不完善
或不正常运行，主要涉及未安装或不正常使
用、擅自拆除污染防治设施，以及废气收集
处理设施不完善、不按规范添加脱硫剂、扬

尘防治措施不到位等问题。
——— 10家企业和2个企业集群挥发性有

机污染物治理不到位。
——— 20家企业、6个企业集群废气、废

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 4个市、8个县(市、区)“散乱污”

企业污染问题突出。
针对存在的问题，我省高度重视，省环

保厅组织全省环保系统着力加大发现问题的
整改督办力度，推进各类问题整改。截至5
月5日，共检查出有问题的企业2046家，已
完成整改1171家，正在整改875家。

此外，我省组织开展了对10个设区市的
省级环保督察，其间，共受理环境信访案件
3542件。截至5月10日，被督察市已办结督
察组交办环境信访案件2332件，停产整治企
业2134家、关停取缔648家、立案处罚586
家，拘留85人、约谈258人、问责443人。

京津冀及周边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

我省89个环境问题被通报

□记者 付玉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省环保厅日前发布：2016

年的多项指标显示我省环境质量水平实现了
进一步提升，首先是空气环境质量连续4年
持续改善；水环境尤其是省控重点河流质量
指标连续14年持续好转，并在多个流域的治
污考核中连续保持领先位次；土壤环境和生
态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稳定；环境风险可控能
力不断增强，2016年全省发生的7起一般突
发环境事件均得到及时处置，未造成大的社
会影响。

今年全省空气质量要比2013年改善35%
左右。以此为目标，我省将突出压煤、抑
尘、控车、治气、除味等重点领域，实行源
头削减、关停并转、过程控制、污染减排、
错峰生产、联防联控等重点措施，全力推进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和持久战。

为系统提升水污染防治成果，在去年工
作基础上，我省将按照源头控制、水陆统
筹、河海兼顾原则，系统推进水资源利用、
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保护，尤其是进一步落
实水污染防治工作体系构建、水环境管理、
工业水污染防治、饮用水水质保障等方面的
重点措施。

去年年底印发的《山东省落实〈土壤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明确了我省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目标任务。依照这一目
标，我省将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
全为出发点，突出重点区域、行业和污染
物，实施分类别、分用途、分阶段治理，严
控土壤新增污染、逐步减少存量。

新《环保法》进一步明确了地方政府的
属地责任，充分体现了环保的重要性和优先
性。为严格落实新《环保法》、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和环境监管执法，今年我省将全面排
查整改各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污染隐
患，尤其是加快解决影响科学发展和损害群
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据介绍，在这方面
我省将强化环保专项行动、日常执法监管、
挂牌督办等约束监督、部门联勤联动的立体
化监管措施。

据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25日发布消
息说，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
格形成机制，自5月25日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
分别上调140元和135元，折合每升上调约1角。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
大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
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
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市
场秩序。消费者可通过12358价格监管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
为。

截至目前，今年汽油、柴油价格已经历10轮调价周期，
其中４次下调，4次上调，２次“搁浅”。

成品油价格

迎年内第四次上调
汽柴油折合每升上调约1角

□新华社发
一家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在为汽车加油。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康亮 张大东 报道
本报枣庄5月25日讯 今天上午，枣庄市峄城区相关部

门同志来到古邵镇后虎里埠村看望了杨曼的父母。5天前，枣
庄一中高三女生杨曼将一名落水女孩救上岸，自己却溺水殒
命。

12岁的被救女孩杨婷婷，是后虎里埠村人，她向记者讲
述了事情的经过：20日下午快两点时，杨婷婷和表姐去了离
家不远的水塘，在水边玩耍时，脚下一滑掉进水里去了，她
喊了一声“救命”，表姐发现她落水后大声呼喊。

快高考了，周六学校放了半天假，杨曼中午回到家，吃
完饭拾掇了一下换洗的衣服，准备返回学校。杨婷婷落水的
水塘就在杨曼家房屋后面。“女儿出事之前正在和她表姐用
手机聊天，听到呼救声扔下手机就跑去了。”杨曼的父亲告
诉记者，杨曼最后的聊天记录停留在5月20日下午1点48分。

记者看到，杨曼救人的水塘虽然不大，但中央水很深，
村民说有4米左右。水塘边，一把木锨静静地躺在地上，这
是杨曼从家里拿去救人用的。她当时把木锨伸过去，试图将
水中挣扎的杨婷婷拽上岸，因为力气小没有成功，就直接下
水用手将杨婷婷托上岸，自己却不慎滑入深水处。“我一下
子栽到水里，不一会儿就感觉被人使劲往上托。我上岸了，
可那个大姐姐却掉了下去。”杨婷婷哭着说。

杨婷婷得救后试图喊人来救杨曼，但没过一会，杨曼就
已沉进水里。杨婷婷和表姐不断呼救，终于从附近工厂赶来
一名村民，接着又过来好几位村民，大家跳进水塘救杨曼。
由于耽搁时间太长，杨曼被打捞上来时已没有了呼吸。

“我的女儿被救了，但那个孩子却再也回不来了。”杨
婷婷的父亲泣不成声，“我孩子的命是曼曼给的，以后婷婷
不单单是我的女儿，也是曼曼父母的女儿，她也一定会像曼
曼一样去孝顺他们。”

“我女儿从小就像个男孩子，有担当，热情，热爱帮助
别人，之前家里有农活，也会帮我和她妈干。曼曼平常教育
弟弟要懂事，什么难事苦事，咱们都要冲上去先做，要多帮
助需要帮助的人。”杨曼的爸爸哽咽着说。

在枣庄一中，杨曼的班主任刘泽佳告诉记者：“杨曼同
学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成绩排在全班前10名，年年都被
评为‘三好学生’。尽管杨曼同学19岁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她舍己救人的大爱大义，诠释了精彩的人生，无悔的人生。”

枣庄高三女生杨曼
勇救落水女孩献身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刘电辉 娄延峰 报道
本报济南5月25日讯 今天下午，在济南举行的加强

“政银企”合作推进滨州新旧动能转换座谈会上，5家国有
银行与滨州市15家企业23个项目进行了签约，总贷款额达
675 . 5亿元。这些项目涉及滨州市主导产业高端铝、新型化
工、粮食加工、家纺纺织、畜牧水产等五大产业。在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工作中，滨州市将以培植壮大五大千亿级产业集
群为重点，延长产业链条，推进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规
划到2020年，实现1 . 2万亿级产业规模，努力打造全国传统
产业动能转换先行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原铝生产基地，去年滨州高端铝产业
产值达到2700亿元。下一步，滨州市将加快航空铝材、轨道
交通、军工、汽车轮彀、变速箱壳体等领域高端铝产品开发
应用，力争到“十三五”末，规模涉铝企业达到100家以
上，铝产业产值达到5000亿元。

在此次座谈会上，裕阳集团下属的阳信县泰和新材料有
限公司年产60万平米可替代木模板的新型环保建筑用铝模板
系统项目受到了银行的青睐。裕阳集团董事长张立军介绍
说，发达国家的铝模板使用比例已经达到70%，而国内才刚
刚起步。目前，铝模板已经成为国家大力推广的绿色节能建
筑设备。特别是建筑铝模板可反复使用300多次，替代钢、
木、竹等老化建筑工具，非常节能生态环保。

在当日举行的座谈会上，滨州市的25个新兴化工得到重
点推介。今后，滨州将抢抓列入全省石化产业基地规划的机
遇，推动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努力实现2000亿级发展目标，
打造全国重要的高端石化产业基地。

除了高端铝、新兴化工千亿级产业集群之外，滨州市还将
大力发展粮食精深加工，加快实现1500亿级的发展目标。在家
纺纺织产业方面，滨州市将确保实现1300亿级的发展目标，力
争向1500亿级迈进。畜牧水产产业将瞄准1000亿级目标。

滨州市委书记张光峰表示，将以打造“五大千亿级产业
集群”为基础，进一步延长产业链，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各类产业跨界融合，全面集聚发
展新动能。

2016年山东环境保护目标任务全部按期完成

累计关停燃煤小火电

机组120万千瓦，淘汰

燃煤小锅炉7969台，淘

汰27 . 6万辆老旧车

取缔250家不符合产

业政策的“十小”企业

共发布重污染天气预

警116次，累计出动执

法人员4 . 4万人次，检

查企业3 . 9万家次

环保部门实施处罚环

境违法案件8905件，罚

款5 . 9亿元

公安机关办理污染环

境刑事案件立案 6 7 1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0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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