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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中国学者章莹
颖在美失踪案近日取得重要进
展。当地时间 6 月 12 日，该案在
美国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联邦
法院开庭，被告人布伦特·克里
斯滕森的辩护律师作出“非同寻
常”的辩护，首次承认被告人绑
架并杀害了章莹颖。同时，检方
也披露了更多令人发指的作案
细节。

假装警察将章莹颖
绑架至公寓

开庭后，检察官先花了45分
钟概述了章莹颖死亡前所遭受
的非人对待。“他绑架她，强奸
她，袭击她，掩盖他的罪行”，检
察官尤金·米勒在开案陈词中重
复了三次。

米勒称，在将章莹颖带回公
寓之前，克里斯滕森假扮卧底警
官说服她上了他的车。将其绑
架至公寓后，克里斯滕森在卧室
强奸了章莹颖，在这过程中刺伤
了她，并使她窒息了约 10 分钟。
章莹颖全程一直反抗，试图逃
走。克里斯滕森随后将章莹颖
拖至浴室，用一根棒球棒击中了
她的头部，并用刀将她斩首。事
后，克里斯滕森将尸体丢弃在某
个未知地点，事后还对其公寓与
车辆进行了清理。

检方表示，警方已在克里斯
滕森公寓的床垫、床板、墙壁、地
毯和棒球棒上都发现了章莹颖

的血迹。这是检方首次证实存
在将克里斯滕森与犯罪联系起
来的DNA证据。

克里斯滕森能够认罪，很大
程度上在于他和他女友的电话
录音被检方掌握。此前，他的女
友已和 FBI 秘密合作，这些作案
细节是通过克里斯滕森女友的
秘密录音获知的。在那段录音
中，克里斯滕森说他渴望得到监
视，他还说，“那个女生的尸体将
永远不会被找到，我知道她的家
人从中国远道而来寻找她的下
落，这注定只是徒劳。”

将连环杀人魔视作
偶像

6 月 12 日，据庭审现场的参
与者描述，克里斯滕森坐在被告
席上，面无表情。检察官在做长
达45分钟的案情细节描述时，克
里斯滕森看上去非常冷静，甚至
还有着一丝不屑。

检察官尤金·米勒在开庭陈
词中说，克里斯滕森把自己比作
连环杀手泰德邦迪（美国一个活
跃于 1973 年至 1978 年的连环杀
手，被他杀害的人数太多，由于
间隔很久警方很多无法查证，据
估计为26至100人）。

“当章莹颖在校园里追求梦
想时，他却在追求一些黑暗、邪
恶的东西。”米勒说。不过检方
目前尚未将克里斯滕森与任何
其他案件联系起来，也没有提供

更多相关细节。
章莹颖的父亲和其他家人通

过翻译在法庭上听取了这些陈
述。章的父亲坐在距离克里斯滕
森约 5 米远的地方，基本一动不
动，偶尔会转身直视克里斯滕森。

转变策略，律师进行
非同寻常的辩护

让外界意外的是，在随后的辩
方陈词中，克里斯滕森的辩护律师
乔治·塔瑟夫首次承认了其当事人
作案。就连塔瑟夫自己也向陪审
团表示，他接下来的开场白对一名
辩护律师来说“非同寻常”。

《芝加哥论坛报》表示，辩方
律师一反过去两年内拒不认罪
的姿态，说明辩方正在转变辩护
策略。美联社也指出，承认作案
意味着，辩方的目标不再是赢得
无罪判决，而是说服陪审团不要
投票判处克里斯滕森死刑。

13 日早上，章莹颖家人的代
理律师王志东告诉记者，开案陈
词并非证据，这些指控的细节都
将在接下来的审判中由检方提
供的证人、证据逐一证明。王志
东表示，辩方律师在开案陈辞时
即承认克里斯腾森造成章莹颖
的死亡，是试图为罪犯免除死刑
的一个策略和伎俩。

陪审团成判决关键

经过多日筛选，12 人陪审团

名单于开庭前一日确定。被告
是否被定罪，掌握在12名陪审团
的手中。陪审团 12 名成员如果
一致认为嫌犯有罪，才可以判克
里斯腾森有罪。陪审团中只要
有一人持不同意见，嫌犯将不被
处以死刑。

据悉，伊利诺伊州自2011年
起废除死刑，而克里斯滕森将成
为该州第一个面临联邦死刑的
被告。

章莹颖的父亲章荣高说，章
莹颖的母亲至今依然不知女儿
被残忍虐杀的事实，“她接受不
了。”王志东表示，章莹颖家人希
望能够尽快将罪犯绳之以法，处
以极刑。同时，章莹颖家人自始
至终最大的心愿永远都是找到
莹颖，带她回家。

新 闻 人 物
名校读博，优秀助教

2013 年，克里斯滕森从威斯
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毕业，获得
物理学学士学位。根据克里斯
滕森的领英主页可以发现，在本
科毕业之后，他在伊利诺伊大学
香槟分校攻读实验凝聚态物理
学博士学位，同时克里斯滕森在
那里已经担任了 3 年零 7 个月的
助教。他的导师兰斯·库珀教授
告诉记者，在与他 3 年的相处过
程中，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样。

作为伊利诺伊香槟大学的
助教，他曾 3 次荣膺“优秀助教”

的称号。
据一位之前他辅导过的学

生回忆，“上学期他（克里斯滕
森）是我的助教，他话不多，但是
很宽容而且他真的很聪明⋯⋯
没想到他是个变态。”另外一名
学生也说：“他给人的印象非常
聪明、和蔼可亲。是我大学四年
唯一记住的助教。万万没想到
他是这样的人。”

检察官尤金·米勒表示，克里
斯滕森在见到章莹颖几个月前就
开始计划绑架和谋杀。检方在检
查克里斯滕森的手机后发现，案发
前几个月，克里斯滕森经常浏览名
为“Fetlife”论坛的“绑架101”界面，
这个界面的内容大多是一些关于
绑架问题的回答。这个论坛的主
页写着：“这是一个类似于 Face-
book 一样的社区，但是由我们一
群怪胎运营，这样更有趣，不是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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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律师首次承认被告人作案，检方披露细节——

章莹颖死前曾遭受非人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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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
（公招、投诉）

86616797

85307808
搬家、搬厂、室内外清洗
拆装空调、疏通管道旺顺

搬家服务

便民信息 遗失声明

回收
钱币银元、古币、纸币

等各种收藏品

15061932861
商务典当

常州龙腾典当
老酒 古玩 字画 回收鉴定
18706121777地址：清潭路118号

�鞠娟娟遗失常州工学
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物流
管理专业学生证，学号：
15061013，声明作废

毗陵老酒品鉴馆是江苏省第一家以纯老酒
收藏经营的品鉴馆！馆长本人是江苏省收藏家
协会酒类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酒业协会会
员，国家一级品酒师，国家级名酒鉴定师，品鉴馆
经营各种老酒并常年回购各种老酒。茅台，五粮
液，各类洋酒，老药酒，香烟及高档补品。

常 年 免 费 鉴 定 、估 价 ！
地址：常州新北区晋陵北路11号(公交33，19，

42，302，B12，B10，50路至奥体中心下)
馆主：杨先生13961433853

樊先生13584382137微信同步

贺毗陵老酒品鉴馆成立八周年

承接学校食堂、企事业单位团餐

单 张 订 单 不 满 50元 加 收 3元 送 餐 费
为保证产品质量，路程较远的地方暂不供应。

4008800400 88811711
www.lihua.com

凉面30元/份
限量供应 先到先得

拍 卖 公 告
本公司受委托，兹定于2019年6月28日下午2时

在武进区湖塘镇淹城常乐坊71号本公司拍卖厅举行
公开拍卖会，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邹区供销合作社位于钟楼区邹
区镇北大街房地产使用权，建筑面积1567.71㎡（其中
登记面积为1472.11㎡），土地面积2925.2㎡，土地性
质为住宅划拨。

二、展示时间：公告刊登之日起接受咨询（双休、
节假日除外），并与本公司联系资料查阅。

三、竞买人必须在2019年6月27日下午4时前持
有效身份证件至本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缴纳
竞买保证金到拍卖公司指定账户。

联系电话：0519-88100547 13912338777
联 系 人：胡先生

常州市三和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4日

�常州钟楼区西林街道
朱夏墅注塑厂遗失房产
证，声明作废

�杨惠娟遗失保险销售从
业人员执业证书，证号：
02000232040480002017012801，
声明作废

�寇哲士遗失普通话水平
测试查询结果二级甲等证
书，编号：3217301005750，
声明作废

�卜娟遗失2013年3月13日
开具的常州体彩中心机器
押金发票一份，编号NO:
0067095，金额：壹万元整，站
点号：04153声明作废

�姚彩萍遗失2016年8月4日
开具的常州体彩中心机器押
金发票一份，编号 NO:
025782275，金额：壹万元整，
站点号：54112声明作废

�曹莹遗失常州万达广场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
的意向金收款收据1张，
编号：0002246，金额：20000
元整，声明作废

�王翌遗失2017年7月21
日开具的常州体彩中心机
器押金发票一份，编号
NO:032212290，金额:壹万元
整，站点号:04298声明作废

�王萍遗失2018年8月10
日开具的常州体彩中心
机器押金发票一份，编
号 NO:00181872，金额：壹
万元整，站点号：54917声
明作废

�常州市常欣消防器材
有限公司遗失苏DEQ323
（黄）道路运输证，证号：
苏交运管常字 12401150
号，声明作废

�江建洪遗失2007年3月
1日开具的常州体彩中
心机器押金发票一份，
编号NO:3093290，金额：壹
万 元 整 ，站 点 号 ：
3204004165声明作废

�朱子晓遗失2011年3月
17日开具的常州市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机器押金
发 票 一 份 ，编 号 NO:
0287095，金额：壹万元整，
站点号：04054声明作废

综合信息
电话：0519-8668555313685263567

�常州市喆瑞电器厂遗
失hapag-lloyd正本海运提
单1份(三正三副)，提单
号:HLCUSHA1904JFEF5，船
名航次:COSCOGUANG-
ZHOU V.0PP3LE1MA，箱
封 号:TCNU1892503/
HLB5909797， ETD:
30-APR-2019,声明作废

大乐透19067期开出6注一等奖，
单期筹集公益金1.01亿元

6 月 12 日，体彩大乐透第
19067 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03、08、11、15、16”，后区开出
号码“02、10”。本期是新规则
上市后的第 49 期开奖，以 2.81
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会筹
集彩票公益金1.01亿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 6 注一等
奖，单注奖金为 1000 万元，分

落河北（5注）和福建（1注）。
数据显示，河北中出的5注

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全部
出自唐山同一站点，中奖彩票是
一张1注5倍投的单式倍投票，命
中一等奖5注，单票擒奖5000万
元。

福建中出的 1000 万元基
本 投 注 一 等 奖 出 自 莆 田 ，中

奖彩票是一张 10 元 5 注单式
票。

稍显遗憾的是，由于未采
用追加投注，本期的幸运购彩
者，在一等奖方面均少拿了800
万元，从而无缘 1800 万元单注
追加投注一等奖。

二等奖中出 102 注，单注
奖金 53.49 万元。其中 19 注为

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42.79
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
奖金为96.29万元。

本期，三等奖中出 254 注，
单注奖金为 10000 元。四等奖
中出 581 注，单注奖金为 3000
元。五等奖中出15337注，单注
奖金为 300 元。六等奖中出
16478 注，单注奖金为 200 元。

七等奖中出42435注，单注奖金
为100元。八等奖中出602913
注，单注奖金为15元。九等奖中
出 6436554 注，单注奖金为 5
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
后，45.96 亿元滚存至 6 月 15 日
开奖的第19068期。

缇彩

克里斯滕森毕业于威斯康
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