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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常州警方再次
侦破一起命案积案，17 年前在天
宁区武青北路公厕抢劫杀人案犯
罪嫌疑人韩某被抓获归案。

2003 年，武青北路一公厕内
发生了一起抢劫杀人案：受害人
徐某系武青北路一美容店店主。
12 月 6 日晚 10 时许从美容店出
门上厕所时被犯罪分子抢劫杀
害。案发后，凶手迅速潜逃，不知
所踪。因受限于当年的刑事科学
技术水平，加之相关破案线索比
较欠缺，虽经历年跟进，但一直没
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由于该案随机性大，我市警
方案发后采取了一系列侦查手
段，开展地毯式排查，做了大量工
作，依然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正当调查工作停滞不前时，现场
勘查中提取到的生物检材成为突
破案件的唯一希望。

专案组技术人员利用最新检
验手段，对现场所有的检材、物证
开展重新梳理、鉴定、分析，并在
市局刑警支队的全力支持下，于
今年 6 月 12 日锁定犯罪嫌疑人
韩某。专案组先后辗转南京、苏
州、安徽马鞍山等地，排摸线索
20 余条，经过扎实的基础排摸工

作，确定犯罪嫌疑人韩某活动范
围；并在常熟警方的大力协助下，
于 6 月 23 日 9 时许，在常熟一家
服装厂将嫌疑人韩某抓获归案。

原来，韩某从常州市逃跑后，
先潜逃安徽，后躲藏在老家。其间
去过江阴、常熟等地，最后又返回
常熟。为了不被警方发现，他一直

“低调做事”，在常熟某服装厂打工
至今十多年。然而天网恢恢、疏而
不漏。天宁警方抓到韩某时，他还
抱着一丝侥幸心理，甚至对其来到
过常州的事实矢口否认，但在证据

面前，他不得不如实交代了当年犯
下的罪行。当把所有事情和盘托
出时，韩某如释重负，感叹自己藏
了那么多年，该来的还是来了。

如今，韩某已经娶妻生子，是
两个儿子的爸爸。案发后，当妻
子知道自己十几年的枕边人居然
是一名“杀人凶手”，简直不敢相
信。经审查，犯罪嫌疑人韩某交
待了 2003 年因生活拮据在武青
北路抢劫杀人的犯罪事实。目
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

（莫国强 汪磊 图文报道）

用最新的检验手段，检验了当年勘查提取的生物检材

17年前武青北路公厕抢劫杀人案，破了！

本报讯“你好，我家小朋友
不见了，能不能帮我找一下？”6日
上午9点20分左右，在常州地铁1
号线茶山站当班的值班站长南篠
然忽然接到了一位焦急乘客的求
助。这位父亲带着一对5岁的双
胞胎儿子来茶山站乘车，原本是
想去火车站附近的，结果其中一
个儿子却趁他不注意，搭上了开
往反方向的列车。

这位父亲说，当时他正在茶
山站的站台内，给其中一个儿子
整理口罩。此时，一趟相反方向
的列车正好到站，另一个儿子在
这趟列车的车门即将关闭时，迅
速冲上了地铁，而正在忙碌的他

却丝毫没有发现，等回过头来才
发现，另一个儿子已经不见了。

南篠然得知这个消息后，立
刻组织当班人员和小朋友的家人
一起在站厅、站台，以及车站的每
个角落都进行查找；还第一时间
通知行车调度，在1号线29个车
站全线广播找人。随后，聚湖路
站、湖塘站、新天地公园等10个车
站进行“联合接力”，工作人员在
每个车站的站台层守护、寻找，防
止小朋友临时下车。同时，地铁
公安、保安也积极配合进行全线

“搜寻”。
上午9点54分，小朋友终于

在南夏墅站（末站）的列车上被找

到。9点56分，茶山站得到消息
时，所有参与搜寻的家长和地铁
工作人员终于松了一口气。南篠
然说，这30多分钟的搜寻与等待，
不仅对孩子的家长是漫长而煎熬
的，对我们地铁工作人员来说也
是一样的。地铁是城市公共交
通，承担着不小的社会责任，每一
个常州地铁的工作人员都将用爱
心和责任心守护每一位乘客。

（沈琳 马静）

5岁小朋友乘错了地铁

1号线10个车站进行爱心接力，全力找人

本报讯 7 月 9 日上午，
一名武进区高考考生错过
了送考大巴，随后一直在十
字路口徘徊逗留，最后终于
求助了正在路口执勤的交
警，湖塘交警中队的交警用
自己的私家车将他及时送
达考点。

记者从监控画面中看
到，7 月 9 日上午 8 点 14 分
左右，该名考生出现在常武
路与长安路路口，手里好像
拿着手机，一边转一边在打
着电话，四五分钟之后又跑
到马路对面去，过了一会儿
又跑了回来，随后跑向附近
的公交车站台，之后又回到
了路口⋯⋯好像在寻找路
口的交警。“之前就看到一
个男孩在附近慌慌张张转
了好一会儿了。”当时正在
路口值勤的市公安局武进
分局交警大队湖塘中队辅
警张凯回忆，当时早高峰结
束，他们准备撤岗了，他到
车上拿了钥匙回过来，再次
碰到该男孩，便上前询问。
这时，男孩也主动走了上
来，手里拿着高考准考证，
告诉张凯，自己没有赶上送
考的大巴。

此时已经是上午8点半
了，男孩的考点在武进高级
中学，离当时的路口有 3 公
里多，上午开考时间是9点，
要提前15分进考场，男孩显
得十分焦急。张凯立即将情
况汇报给湖塘交警中队，正
在常武路广电路路口执勤的
湖塘交警中队民警徐磊得此
情况后，立即驾驶自己的私
家车赶了过来，接上男孩，于
8 点 42 分将他安全送到了
武进高级中学考点。

（武公 徐丹 图文报道）

高考考生错过送考大巴，在路口徘徊

交警开私家车将其送至考点

本报讯 随着高考最后
一场考试的结束，五中考
生刘同学（化姓）轻松地走
出考场。想到考前自己丢
失了内含重要复习资料的
书包，随后又被好心人捡
到后归还，他内心充满感
激，“非常感谢给我送还书
包的老奶奶一家人！”刘同
学说。

原来，7 月 6 日中午，北
港派出所接 110 指令：位于
北港街道茶花路的五中门
口，一学生家长报警说，孩
子的书包遗失了，书包里有
非常重要的高考复习资料。

接到报警后，北港派出
所民警迅速赶至现场调查
取证，民警随即调取事发现
场的监控视频，很快发现当
日中午 11 点 50 分左右，在
茶花路白杨路交叉路口，有
两个学生模样的人，把一个
蓝色的书包放在了路边的

电柜上，随后离开。20分钟
后，有一个骑着三轮车的老
太太经过，将这个蓝色书包
拿回了家。

其实另一边，这位老太
太心里也很着急，但她却
并没有报警，脑子里只想
到自己的儿子是北港派出
所的一名辅警，肯定能帮
得上忙，就立马将书包带
回家中。

正在吃饭的儿子闵兴
法看到自己的母亲捡了个
书包回家，心想明天就高考
了，要是失主是个考生，考
前丢了书包一定非常着急，
于是迅速放下手中的碗筷，
将书包送给正在五中参与
安保工作的执勤民警。

通 过 查 询 ，民 警 与 五
中的老师很快找到了书包
的主人，五中高三的刘同
学。

（俞魏 陈叶 徐丹）

高考生考前，把书包落在了路上

老太太捡回了家，
辅警儿子帮忙送还

本报讯 7月4日上午，沿江高
速茅山隧道出口处，一辆小车疑因
雨天路滑突然失控撞上路边护栏，
护栏断口从车头右侧穿进前挡风玻
璃后，经副驾驶室，击破后挡风玻璃
穿出。所幸事发时，车内的一家三
口都坐在左侧位，没有生命危险。

当天10时52分，市消防指挥
中心接到报警称，沿江高速常州往
南京方向过茅山隧道出口处，一辆
小车撞上护栏，车内有人员被困，
附近的薛埠消防专职队迅速出动
赶赴现场救援。

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看到，一
辆蓝色雪佛兰轿车遭受猛烈撞击，
停在了高速路边护栏处，车头部位

受损变形，破碎的玻璃渣和汽车零
件散落一地，一根护栏从车头右侧
位置贯入车内。

现场被困人员是一名中年男
性，也是小车的驾驶员，当时已处
于意识模糊状态。消防人员现场
勘查后，立即使用破拆工具开展救
援，同时，为了维持被困男子的生
命体征，120医护人员在一旁为其
输液。经过几分钟的紧张救援，男
子被成功救出，经120急救车送往
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

据现场了解，事发时，车辆后
座还坐着男子的妻子和孩子。车
祸发生后，女子抱着孩子从后座爬
出，但由于受到惊吓，女子一直处

于神情呆滞状态。经询问，女子
称，当时车辆长途行驶，她抱着孩
子在后座睡觉，直到撞上护栏才惊
醒，由于她和孩子都坐在左侧，所
幸未受重伤，恍恍惚惚地来到路
边，才在路人的帮助下报警救助。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中。

消防救援人员提醒，高速行车
时，遇到路口、窄桥、隧道等，应注
意减速慢行，近日阴雨连连，驾驶
员在雨天驾车时更要保持良好的
安全行车秩序，切勿超员、超速、酒
后驾车、疲劳驾驶等，自觉遵守交
通规则，文明出行。

（龚励 肖轩）

沿江高速茅山隧道出口处，发生惊险一幕——

小车失控撞上护栏，司机受伤被困

嫌疑人被抓获

8点42分，交警将考生送
到了武进高级中学的考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