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珍惜平凡的爱
才能收获幸福

� � 全国著名刑辩专家、 盈科律师事务所
主任彭胜锋律师认为：王佳通过上“非诚勿
扰”，成功牵手“高富帅”，并当场发表了感
人的爱情宣言。 然而，舞台毕竟是舞台，现
实中的爱情和人生， 远没有舞台上那么浪
漫和眩目 ，分手也不奇怪 。 可她却始终
走不出 “女神 ”的光环 ，还生活在一种梦
幻中 ， 即便她 遇到 了一段现实中的真
爱 ，她还是充满怀疑和失落 ，最后竟在
产子前夕 ，残忍地杀害了痴情守候她的
平凡丈夫! 惨剧告诉我们 ：人生有起有
落，爱情也难免遭遇失意，重要的是要调整
好心态，不能患得患失。 只有珍惜婚姻，珍
惜平实的爱，才能收获真正的幸福!

律师说法

走不出“非诚勿扰”时代
一念杀夫

怀孕期间，王佳的抑郁症反复发作。2012年
7 月 31 日早晨，何嘉文休假，做好早餐后，叫她
吃饭，而她正在上网，没有理他，他问怎么了？ 王
佳开口就说：“不想再活了！ ”何嘉文一把从她手
里抢过笔记本电脑。 此时，她正在男女嘉宾群里
跟叶嘉莉聊天。 丈夫却冲她吼道：“又是‘非诚勿
扰’！ 又是女嘉宾！ 你还有完没完？ ”一把将电脑
扔在地上，吼声也更大：“你今年已 34 岁，女神
啊，你难道就永远活在舞台上，就不能回到人间
吗？ ”丈夫的话让王佳感觉羞辱。 8月 1日晚，两
人再次激烈争吵之后， 她决定杀掉何嘉文后再
自杀。

8月 2日凌晨 3时许， 何嘉文正熟睡中，几
乎一夜无眠的王佳终于动手了!她拿出一把西瓜
刀，左手扶着高耸的大肚子，右手持刀对着丈夫
就砍。 见何嘉文倒在血泊中，王佳突然惊醒，扔
掉刀子，抱住丈夫连声呼叫，见丈夫面如死灰，
气息奄奄，她立刻奔回屋里，拨打了 110 和 120。
随后从厨房取出菜刀欲自杀， 结果刺伤腹部和
左胸，晕倒在地……

因在孕期，王佳被刑事拘留后，很快被取保
候审。 半个月后，她在陕西省妇幼保健院产下一
名 8 斤半的男婴。 随着哺乳期结束， 王佳被收
押。 看着孩子被抱走的瞬间，她痛哭流涕，悔恨
不已。 在王佳父母的恳求下，特别是看在孙子的
份上，何嘉文父母最终出具了刑事谅解书。

2013年 12月初，王佳杀夫案在西安中院不
公开审理。 最终，西安市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
其有期徒刑 13 年。 王佳不服，上诉至陕西省高
院。 2014年 8月，陕西省高院驳回其上诉，维持
原判。

� 2013 年 1 月 5 日，网上突然曝出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史上最真诚女嘉

宾"王佳杀死丈夫的消息，顿时轰动全国! 原来，在 2011 年 5 月 15 日播出的"
非诚勿扰"129 期中，陕西省一家出版社女编辑王佳成功牵手男嘉宾———北京

一家大公司总经理张天翼，当场发表了令人飙泪的爱情宣言，感动了电视机前

成千上万的观众! 然而，王佳却很快失恋，不久又和他人闪婚，结婚四个月不到

又杀死了丈夫! 王佳杀人的真相扑朔迷离。

2013 年 12 月 4 日，王佳杀夫案在西安中院开始审理，王佳以故意杀人罪

被判刑 13 年，2014 年 8 月，陕西高院维持原判。日前，记者通过采访法院等办

案机关，独家揭秘，让这起悲剧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非诚女嘉宾杀夫案揭秘:

从女神到人妇心意难平

急嫁女上“非诚”
被“放鸽子”

王佳出生在陕西延安市。父亲是
延安某国企职工，母亲在厂医院担任
护士。 她是家中独女，也是西北大学
中文系高材生，因标准很高，先后数
次恋爱均不如意。

2010 年春，江苏卫视“非诚勿
扰”开始火爆全国，吸引了当时 32
岁的王佳。 年底她专门请假去南
京报名， 几番周折，2011 年 4 月，
王佳以 2 号女嘉宾的身份，在“非
诚勿扰” 节目 126-129 期四次连
续出镜。前三期中，一袭红衣的她，态
度真诚，言词诙谐、优雅，表现淡定，
也没能牵手到她满意的人。 但在
129 期节目中，30 岁的男嘉宾、北
京一家大公司总经理张天翼出场，王
佳当场动容，为他最后留灯，并发表
了动人的爱情宣言，两人成功牵手。

当期节目播出后的短短半个月
里，她的粉丝人数近万人，亲友、同学
也纷纷打电话向她祝贺。 此后两周，
为了加深感情，王佳陪他游逛了大雁
塔、华清池、秦始皇兵马俑，两人还去
法门寺烧香磕头。王佳父母都替她高
兴。 正当王佳打算跟他出国旅游时，
张天翼却突然关机失踪，发送了一条

“要去美国公干”的消息后，就再无音
讯……

失意人生遇暖男
坠入爱河

王佳被“放鸽子”的消息迅速传播，面对
众口一词的质疑，王佳无力申辩，羞辱、尴尬、
愤慨等不同情绪交替控制着她。 这段艰难的
时间里，王佳发现一个 ID 名为“文文”的“粉
丝”一直在关注她。“文文”自称是西安人，很
同情王佳，并倾心于她漂亮的外型、真诚和大
胆追爱的勇气。

“文文”进一步表示，自己才是她追寻中
的生命的“另一半”。 虽然王佳毫不客气地拒
绝了他，但“文文”一句句滚烫的话点燃着她
寂寞的夜晚。

王佳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部分终于被打动
了。5月 27日，王佳与其见面。“文文”真名叫
何嘉文，是一个身高 1 米 80、理着板寸的帅
哥，而且比她小两岁，在银行工作。 两人感情
迅速升温，将婚礼定在 2012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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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神”到“人妇”
心意难平

随着激情的消减， 王佳越来越看到这份爱的
不足：何仅是个小职员，连婚房也是按揭的。 更让
她心理失衡的是， 以前一起上节目的小姐妹有的
成阔太，有的当明星接广告。

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即将举行婚礼前夕，王佳
突然宣布：她不想急着结婚了。 但 2012 年春节前
夕，王佳发现自己怀孕了，两人在当年四月走上了
婚礼的殿堂。

婚后她的肚子越来越大，脸上出现孕妇斑，看
着从前纯美的照片，对比参加“非诚勿扰”视频中
的光芒四射的“女神”形象，心理充满挫败感。 加上
看到别的姐妹都过得很风光，更加愤懑不乐。

何嘉文劝她心态平和些，“你要是老在跟人的
‘比较’ 中生活， 那我劝你再上一次‘非诚勿扰’
吧。 ”丈夫的话，深深地刺疼了王佳，两人婚后第一
次发生了激烈争吵。

”

� � 我曾认为我是一个为爱可以去走天
涯的人，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找这份爱
找了那么久，那么辛苦。 所以我现在真的
很想有一个家，因为我真的很想幸福，让
我爸妈也幸福，为我放心。 男嘉宾，我知
道你生过病，破过产，我知道你肯定是一
个会珍惜的人。 我现在真的想好好珍惜
我生活中的每一天。 不管他是生老病死，
也不管他是贫穷富贵，哪怕他一无所有，
我愿意跟他一起去奋斗。 人生是一种付
出，而不是索取，我真的愿意为你去做任
何事……

“王
佳
的
爱
情
宣
言

（综合）

兴台酱酒自上市以来，一直
受到消费者青睐，并对兴台酱酒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誉。很多
消费者一直在询问，为什么兴台
酱酒能够做到饮时舒适，饮后舒
服，尤其过量不难受，不上头，不
干喉。 经专家研究证实“适量饮
用兴台酒有益健康”的奥秘确实
客观存在。
奥秘一：特殊的生产工艺

兴台酱酒作为酱香型白酒，其生产工艺不仅与
茅台酒工艺相似，其基酒的酿酒生产周期严格遵循
酱酒一年的生产周期：端午踩曲，重阳下沙(投料)，
同一批原料，要历经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
的复杂生产过程。 当然，作为北派酱香，兴台酱酒更
有自己的独到风格， 北方四季分明的独特气候，使
不同轮次酒真正经历了秋、冬、春、夏各个季节，形
成了具有北方特色的酱香白酒。 在整个生产过程
中，除去前两次投料外，其余轮次全部通过不同比
例的加曲，而不添加任何调味物质，促使其很好地
发酵，保证了酒香自然。

而其他香型白酒酿造，几乎一年四季都可以投
料生产，只需经过短则十几天，多则两个月发酵蒸
馏取酒，便完成了一个生产周期。

在兴台酱香型白酒酿造工艺中，做到了“四高
两长一大”的特点，四高即高温制曲、高温堆积、高
温发酵、高温馏酒；两长即生产周期长，基酒贮存时
间长，一大即用曲量大。

经过长期贮存稳定的酒水，在调酒师精心设计
勾调下，保障了兴台酒质量和口感的同步升华。 兴
台酱酒经过长时间的贮存后，调酒师根据各个基酒
的特点，将不同酒龄、不同轮次、不同典型体、不同
浓度的基酒进行组合盘勾，品评，微调，形成了质量

稳定，口感一致的兴台酱香白酒。
奥秘二：优质的水源

邢台自古就有“太行泉城”的美称，“环邢皆泉，
遍野甘露溢， 平地群泉涌”。 兴台酒取龙冈岩泉之
水。 龙冈岩泉来源于北干龙脉———太行山岩层，泉
水澄澈。 800 米岩溶水，水质甘爽，沁人心脾，富含多
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被称为“天然
水”。 优质的水源保证了兴台酒的优良品质。
奥秘三：天然的发酵产品，富含多种有益成分

兴台酱酒是天然的发酵产品，不添加任何外来
物质，完全靠用不同轮次、不同酒度、不同酒龄的酱
香、醇甜、窖底香 3 种典型体酒，精心勾兑而成。 其
中的香味香气成分及酒体设计配比科学、 合理，并
且富含多种复杂成分，有利于人体的微量成分含量
很高，所以至今为止酱香型白酒尚未找到主体香味
物质， 即使有人想通过添加合成剂做假也无从作
手，这就排除了添加任何香气、香味的可能。

1、富含大量高沸点有机物质
兴台酱酒在多轮次高温发酵过程中，生成了大

量的多碳链酸酯醇醛酮类物质以及吡嗪类、呋喃类
等杂环类高沸点有机化合物以及一些复杂成分，它
们赋予了兴台酱酒特有的香气和口感，同时部分微
量成分对身体极其有益。

兴台酱酒蒸馏时的接酒温度高达 40℃左右，这
样最大限度地排除如醛类及硫化物等对身体有害
的低沸点物质。

在贮存过程中，酒中低沸点的物质已经挥发掉
很大一部分，能最大限度地排除有害物质。 多年陈
酿后，酒中的分子之间已通过物理或化学反应逐渐
缔合或转化为较大分子物质或分子团，使酒处于一
个稳定平衡的状态。 正因为这样，酒中不易挥发物
质相对较多，所以对人的刺激性小，饮后不上头，不
辣喉，不烧心。

2、总酸含量居所有白酒之首
兴台酱酒最突出的特点是总酸含量高。 酸在酒

中既有呈香又有呈味的双重功效，同时又能起到调
味解暴的作用，还是生成酯类的前驱物质。 酱香型
白酒总酸是其它香型白酒的 2-4 倍，其酸的种类有
近 30 多种， 其中乳酸和乙酸含量是各类酒中最高
的，酱酒的后香主要是以酸性物质为主，对酱香的
呈味作用较大，是构成“空杯留香”的特征性成分。
同时，酸中包括丁酸，乙酸，乳酸以及大量的不饱和
脂肪酸都是有益人体健康的成分。

3、丰富的酚类及酚类衍生物有机化合物
兴台酱酒中除了酸这一特殊物质外，还有酚类

化合物。 酒中存在很多的酚类化合物及一定量的酚

类衍生物。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消
费者趋向于选择红葡萄酒，原因在
于干红葡萄酒含有较多的酚类及
其衍生物化合物，有利于预防心血
管疾病。 酱香型酒的酚类化合物是
其它名优白酒的 3 到 4 倍，可见酱
香酒与干红葡萄酒有异曲同工之
妙。

酚类有机物可以减少脂类氧
化，预防心脏病，同时，可防止血小

板凝块的形成从而有效地减少由于动脉变狭窄而
造成的梗塞。 不同类型的酚类衍生物对血小板起到
不同的作用。

4、富含 SOD、金属硫蛋白等物质
除了酸和酚类化合物外，兴台酱香酒中还富含

SOD、金属硫蛋白等物质。 其中 SOD是氧自由基专
一清扫剂，又名超氧化物歧化酶，主要功能是清除
体内多余的自由基，对预防心血管疾病，抗肿瘤、抗
疲劳、抗病毒、抗衰老的作用明显。 同时酱香酒还能
诱导肝脏产生金属硫蛋白，金属硫蛋白的功效清除
自由基（·OH）的能力约为 SOD 的几千倍，金属硫
蛋白对肝脏的星状细胞起到抑制作用，使之不分离
胶体纤维，也就形不成肝硬化了。

奥秘四：先进的处理方式
在白酒净化过滤处理上，采用目前国内最先进

的冷冻过滤设备，将白酒在过滤时工作温度瞬时降
至零下 5—15 摄氏度进行过滤处理，将白酒中部分
不饱和脂肪酸酯等大分子物质直接过滤去除，使产
品更加绵柔、醇甜、爽净，对身体的刺激也越小，保
证了兴台酱酒的品质。

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健康兴
台”的奥秘将会被更多地揭示出来，并为全球消费
者所认识、接受。

为什么喝兴台不上头，不伤身？
这就是酱香酒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