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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你瞅啥”引发的命案。今年 8 月，一对青年男女饮酒后和另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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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发生言语纠纷，持刀互殴导致一死两伤。北京青年报梳理发现，近年来由于“你瞅啥”引发的刑事案件在北京时
有发生。三中院对 2014 年至今因家庭琐事纠纷、眼神不适当交流等“非典型琐事”引发的已审结刑事案件进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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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现，其中酒后言语失和的案件占四成。

一句
“你瞅啥”数次酿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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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院法院调研报告显示 四成已审结刑案源自言语失和
被
“你瞅啥”
激怒杀人
2016 年 8 月 25 日晚 10 点左右，小张与女友小
雪饭后步行返回住处，在马路上碰到了相互并不认
识的小崔。
小崔向小张和小雪的方向看了一眼，小张感到
小崔在看自己的女友，便借着酒劲，张口来了一句，
“看什么看？”小崔被小张强横的态度激怒，反击道，
“我就看怎么了？”小雪有些害怕，一边对小崔说“大
哥，
你快走吧！
”
一边想拉着小张离开。
小崔起初离开现场，但其心里始终不能“熄
火”，便又折返回去找小张理论。由于小雪和小张
这对情侣都对彼此刚才的态度不满，两人此时仍留
在原地争吵。双方再次碰面后，话不投机的小崔和
小张在路边打了起来。
撕扯中，小张和小崔分别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匕
首扎向对方，小张将小崔脸部扎伤，小崔将小张颈
部扎伤。小张倒地后，小崔又持刀在小张后背扎了

几下，小雪见事情闹大，跪下来求小崔不要再伤害
小张，但小崔觉得小雪拉偏架，不仅没有收敛，反而
又持刀扎向小雪。
将小张和小雪扎伤后，小崔离开现场，并在离
现场约 200 米的地方报警。后警察赶到将三人带
至医院就诊。最终小张死亡，小雪所受伤害经鉴定
为重伤二级，
小崔也经鉴定为轻伤一级。
小崔最终为自己一时的情绪付出了沉重的代
价，三中院审理此案后认为，鉴于小崔系自首及本
案具体情节，
判处小崔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你瞅啥”
引误会酿血案
“你瞅啥”并非都是来势汹汹的挑衅语，有时仅
是一句打招呼的玩笑话。然而，不少“你瞅啥”的案
件都发生在当事人饮酒后，情绪失控下极易误解玩
笑话，
并借着酒劲酿成命案。
2014 年 9 月 20 日，小东和小洪等多人在北京

现代音乐研修学院外的饭馆聚餐，小辛及朋友也在
该饭馆就餐，
双方彼此并不认识。
恰好同样在饭馆吃饭的小汪为双方的朋友，便
先去小辛桌上敬酒，随后又坐到小东桌前聊天。此
后小辛从饭馆厕所出来，路过小东这一桌，看到小
汪后，便开玩笑地说：
“你瞅啥？”小汪也开玩笑地回
了句：
“瞅你咋了？
”
本来是两个熟人之间开玩笑的言语，饮酒后
的小洪误以为小辛在向他挑衅，便反击称：
“ 瞅你
咋了？”
小汪发现两人产生误会，便好言解释了一番，
把双方劝开。此时小东发现小辛的朋友携带刀具，
便吩咐同桌的几人回家取刀。
小东一桌吃完饭准备离开时，与小辛一桌人再
次发生目光对视，最终双方在酒店门口发生肢体冲
突，
小东手持折叠刀胡乱捅了几下，
造成 1 人死亡，
1
人重伤，
2 人轻微伤的后果。

四成刑案源自言语失和
北青报梳理相关案例发现，近年来“你瞅啥”曾
经在黑龙江、辽宁、山东等多地引发血案。从 2014
年至今，三中院审理了多起因家庭琐事以及公共场
所眼神不适当交流等“非典型琐事”造成的相关刑
事案件。
来自三中院的调研报告显示，该院已审结的公
诉机关指控为因琐事引发的刑事一审案件中，由当
事人言语失和，尤其是酒后言语失和，所引发的案
件占全部案件的近四成。重大刑事案件的“琐事”
虽类型多样，但大多激发于当事双方言语失和或酒
后行为失控的场合。
此外，微信群抢红包、人行道上身体碰撞甚
至 公 共 场 所 眼 神 不 适 当 交 流、前 往 他 人 租 住 处
借 水 喝 被 拒 等“ 非 典 型 琐 事 ”，均 亦 引 发 相 关 刑
事案件。
文/本报记者 杨琳

直播宜家过夜 躲在衣橱被抓
宜家保安报警

当事人称为体验童年躲猫猫

已向宜家道歉

12 月 3 日晚，一男一女两人在某直播平台直播
“在宜家过夜”，并躲进衣橱希望躲避保安检查。随
后，商场保安发现两人并报警。12 月 4 日，当事男
主播赵先生回应北京青年报记者称，在宜家过夜为
借鉴国外做法，并希望体验童年躲猫猫经历，被发
现后已知错并向宜家方道歉。

还有很多顾客在逛商场没有出去，当时以为直播他
们应该会发现的，而且也是想让大家感觉他们安保
做得不错。
”
对于网友称在民警处理案件过程中，视频直播
仍在继续的问题，赵先生表示是因为忘记关闭手
机，
“ 第一次和警察接触，心里很紧张，手机放到兜
里后就以为关了，后来询问之后便立即关掉。”赵先
生称在派出所已经道歉并认错，并删掉了直播活动
的相关宣传。
此外，网友称两人“挑战宜家过夜”的直播视
频通过打赏的方式获得了 600 多万金币，折合成
人民币为 6 万元。对此，赵先生表示，
“ 实际只有
6000 多金币打赏，折合成人民币不到 100 元。并
且因为直播账号已经被封，完全没有从中获取任
何利益。”

男女直播宜家过夜
被保安发现后报警
当事人赵先生在 12 月 2 日以“叫蓝胖子”的网
名发布预告称，会在 12 月 3 日晚 8 点在宜家直播过
夜，
并称
“这次一定会战胜保安大哥”
。
12 月 3 日晚，赵先生以及另一名女士来到宜家
商场北京四元桥店开始直播，根据视频显示，3 日
21 点多，已经有 8000 余名观众收看。在直播了约
8 分钟左右，男主播躲进宜家的柜子中继续直播。
据直播视频，21 点 56 分接近商场关闭时间时，男主
播在柜子中继续直播，并透过柜子缝隙和观众互
动。而宜家商场官方网站显示，商场营业时间截止
到当日 22 点。
有观看了直播的网友称，
在 22 点 20 分左右，
商
场保安发现了这名男主播，并将其带走，随后直播
没有关闭，画面显示为漆黑一片。据网友称，在商
场保安发现两人后已经报警，而在警方处理事件过
程中，直播仍在继续，警察以及两人对话也通过直
播向外播放，随后在民警询问后，当事主播才将直
播视频关闭。

当事人称没有恶意
事后直播账号被封

宜家称存在安全隐患
未来将加强安全巡查

网友
“叫蓝胖子”
直播在宜家过夜，
躲在衣柜里

12 月 4 日，北青报记者联系到了当事男主播赵
先生，赵先生称在宜家过夜纯属个人行为，一方面
是借鉴了国外顾客在宜家过夜的做法，另一方面是
为了回忆并体验童年时躲猫猫的经历。
“ 我们也想

去回忆体验一下这种感受，但绝对没有恶意，完全
没有想给宜家带来麻烦，原计划就是在网上直播，
宜家很可能发现，他们一发现我们就配合他们并离
开就好了。
”

赵先生称，
之所以在晚上 8 点左右直播，
就是希
望能在宜家商场闭店前被发现，他表示并不是有意
违反商场的相关规定，
“不想真正给他们带来麻烦，
也没想躲到很晚，而且直到 23 点离开的时候，宜家

12 月 4 日，北青报记者联系了宜家方面，市场
部负责人对北青报记者表示，
4 日一早知道
“直播在
宜家过夜”
的事情后，
已经在协调处理此事。
宜家方面称，
“ 这次网络事件是网友的自发行
为，宜家官方对本次事情并不知情。为了保证消
费者及宜家员工的安全，并消除安全隐患，宜家商
场在每日停止营业之前，都会进行安全检查，在这
个过程中，发现了躲避检查的参与直播的网友，在
安保和警方陪同下，网友离开宜家商场，配合警方
调查。”
对于此次网友自发的直播在宜家过夜，宜家方
面称此举已经存在安全威胁，
“ 在未与宜家官方达
成共识的前提下，网友这一行为对其他消费者、参
与直播的网友自身、宜家商场和员工都存在安全威
胁，是宜家非常不提倡的，未来宜家商场将加强安
全巡查，
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
文/本报记者 郭琳琳 线索提供/徐女士

电子干扰器影响车锁 专门针对高档汽车

“后备箱大盗”
疯狂作案超 200 起
使用假号牌伪装行踪，专门针对高档汽车，利
用电子干扰器破坏车辆的电子车锁盗窃。近日，这
一盗窃车内财物团伙 6 人被房山警方抓获，团伙疯
狂作案，
今年 4 月以来流窜各区作案超过 200 起。
“3 天后我才发现放在车上的相机不见了，
之前
一点被盗的迹象都没有。”事主金先生说，2016 年 4
月，在房山区一大型商场停车场，自己后备箱放着
的挎包被盗，而蹊跷的是，金先生当时并没有及时
发现车辆的异常情况，因为车辆完好无损，没有出
现车辆被砸或是车锁被撬的痕迹，
“ 每次都是将车
辆锁好才离开，不知道是怎么被盗的。”发现被盗
后，
金先生第一时间向房山警方报了警。
“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使用电子干扰器破坏车辆

的电子车锁，针对停车场的中高档汽车实施盗窃。”
房山公安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董警官介绍，针对此
类无痕迹盗窃车内财物警情，房山警方迅速成立了
专案组开展工作，经过对案件的梳理分析、对比摸
排，一伙专门利用干扰器盗窃车内财物的盗窃团伙
落入侦查员视线。
据侦查员介绍，该作案团伙为逃避侦查，戴帽
子、口罩、手套作案，两人或三人相互掩护，在大型
商场停车场使用干扰器对车锁进行干扰，打开车
门以及后备箱实施盗窃，得手后迅速驾车逃离现
场。就在侦查员对涉案车辆进行追踪阶段，该团
伙更换作案用车 8 辆，悬挂使用 10 余副假牌照躲
避民警侦查。

除在房山区疯狂作案，该团伙还选择其他区县
繁华商场进行作案，仅仅一个月时间，该团伙就连
续作案 30 余起，
涉案金额达 10 万余元。
在刑侦总队、便衣总队等多部门配合下，根据
该团伙盗窃所得立即销赃的特点，侦查员分两个
组，分别对盗窃团伙和销赃团伙实施抓捕。在丰台
射击场路附近，
侦查员将嫌疑人谢某某等 5 人抓获，
与此同时，另一组侦查员在石景山区将收赃人员张
某抓获。起获作案车辆 3 辆，汽车电子钥匙干扰器
2 台，
被盗手机 8 部，
平板电脑 1 台，
现金 6000 余元。
董警官介绍，这一盗窃团伙由谢某某负责组
织，选定作案地点以及作案目标。他们每天开车在
各大商场停车场游走，专找奥迪、宝马等中高档汽

车下手，一旦发现车内放有财物，或是您下车后特
意将挎包等放入后备箱，就会成为他们的下手目
标，使用干扰器打开车内，取得财物后由同伙驾车
迅速逃离现场。
因为选择作案对象的水平相对较高，每次作案
涉案金额均在万元以上。团伙成员交代，自今年 4
月起，他们流窜在丰台区、大兴区、朝阳区、昌平区、
石景山区以及房山区等多地实施盗窃，案件总数超
过 200 起。
目前，案件的后期侦查工作还在进行中，谢某
某等 6 人因涉嫌盗窃罪被房山警方刑事拘留。
文/本报记者 匡小颖
通讯员 梁云霄

男子冒充高富帅 专骗出租车司机
一男乘客冒充高富帅，以家人、朋友住院急需
手术费为由，诈骗多名出租车司机钱财，最多的被
骗 18000 元，最少的也有 1400 元。近日，朝阳公安
分局酒仙桥派出所民警便衣蹲守侦破一系列诈骗
出租车司机案，
核破案件 5 起，
涉案金额 4 万余元。

开口借钱，并索要事主的银行卡卡号，再三承诺让
家人马上以汇款方式还钱。此时，很多事主便放松
警惕将钱借与嫌疑人。得手后，嫌疑人以进医院办
手续为由，
让事主在车内等候，
实则金蝉脱壳。

男子专骗出租车司机

据警方统计，
在这起系列诈骗案件中，
受骗事主
最多被骗 18000 元，
最少的也被骗了 1400 元。据一
名受骗司机反映：
上车后，
嫌疑人非常健谈，
一路都在
聊家常，
给他的印象就是眼前的这名乘客不仅有钱而
且有能力，
所以才上了当。根据医院监控录像和事主
提供的线索，
警方初步掌握：
嫌疑人体态中等，
身着红
色外衣，
内穿灰色运动服，
下身着深色牛仔裤。在五
起诈骗案件中，
嫌疑人每次都是中午12时，
从昌平打
车出发，
14 时左右到达酒仙桥某医院实施作案。掌
握嫌疑人作案规律后，
酒仙桥派出所决定部署便衣在
医院内外蹲守，
一旦发现嫌疑人，
立即抓捕。

自 11 月份以来，朝阳警方陆续接到多名出租
车司机报警称：被一男性乘客以家人、朋友住院，急
需手术费为由骗取钱财。
他们都是在昌平区搭载一名男子到酒仙桥某医
院。途中，该男子以帮人办事、回家取东西为由，多
次让他们将车停靠在昌平区某小型超市、烟酒店及
高档小区附近。此外，男子言称自己结识很多社会
上有能力的朋友，
如事主有需要随时可以提供帮助。
当快到目的地时，嫌疑人从身上拿出一沓百元
钞票，称家人或朋友正在住院，以身上钱不够为由，

民警便衣蹲守擒骗贼

11 月 24 日 14 时许，便衣民警在医院外蹲守
时，发现一名从出租车上下来的男子与嫌疑男子的
体貌特征非常相似，除大衣颜色外，其他衣着特征
完全一致。随后，便衣民警兵分两路，一路负责向
出租车司机了解情况，另一路跟在嫌疑男子身后随
时准备抓捕。经工作，民警得知嫌疑人刚刚以相同
手法骗了这名出租车司机 1400 元钱后，迅即将准
备从医院后门逃跑的嫌疑人控制。

假扮高富帅博取信任
经讯问，嫌疑人佟某对诈骗出租车司机钱财一
事供认不讳。据嫌疑人佟某供述，因担心被抓，所
以每次作案都从现居住地顺义乘坐地铁到昌平，后
打车作案。嫌疑人佟某之所以选择在酒仙桥作案，
是因为其曾经在这里居住过很多年，对附近情况比
较了解，
便于作案后逃脱。
作案前，嫌疑人佟某编造自己结识很多有能力

的朋友，只要事主需要随时可以提供帮助。为了进
一步骗取事主信任，嫌疑人佟某特意挑选一些高档
小区，让司机停靠等候，谎称回家取东西，实际情况
是，其下车后偷偷找个地方转一圈再返回出租车
内；除此之外，佟某有时也会选择烟酒店或小型超
市，假装在里面转悠一圈后，向司机谎称自己刚刚
为这些开店做小生意的朋友办了一件棘手事情。
逐渐获取事主信任后，佟某以家人、朋友住院，随身
费用不够为由借钱，为打消事主疑虑，佟某还索要
事主银行卡卡号，承诺汇款还钱。得手后，以交费
后马上出来为由，让司机在医院外等候，自己则凭
借其对医院周边熟悉顺小路逃跑。
据警方统计，11 月初以来，嫌疑人佟某利用相
同手段，共作案 5 起，涉嫌金额 4 万余元。目前，嫌
疑人佟某因涉嫌诈骗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文/本报记者 匡小颖 通讯员 甄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