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了解，4人团伙中， 除一人家境稍
差外，其余3人都算得上家境殷实。20岁
的欧阳颖是他们中最年轻的， 他开着家
里的丰田锐志小轿车专程来湘潭作案，
另一名成员则拥有一辆日产天籁小车。

记者：你家条件不错，为何要干这个？
欧阳颖：打工太累，一天累死累活挣个

百来块钱。爸妈有钱也不给我花，不管我。
记者：想跟父母说什么吗？
欧阳颖： 我很后悔， 这次真的知错

了，出去后一定好好工作。

7月30日晚， 飞车抢夺团伙成员杨历川
和杨长武被湘潭县警方抓获，告破飞车抢夺
案11起。两人均为重庆酉阳人，有飞车抢夺
犯罪前科。今年4月底，两人来湘，在株洲、湘
潭市区和湘潭县城等地流窜，飞车抢夺。

8月16日，湘乡警方成功摧毁一个新
化籍飞车抢夺金项链团伙，抓获团伙成
员欧中长等4人，破案20余起。自今年7月
以来， 这伙人先后流窜于娄底、 湘乡等
地，针对行人实施抢夺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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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8日讯 今天上午，湘
潭警方通报，最近接连捣毁3个在全
省流窜作案的外地籍飞车抢夺团
伙，抓获10人，成功破获发生在娄
底、株洲、邵阳、常德和湘潭等地的
飞车抢夺案50余起，涉案价值30多
万元。

两车作案，抢走项链还打人
这三伙飞车贼专门选择戴金项

链的男性下手。
7月22日下午， 罗先生骑着电

动车行驶在湘乡市健康路， 突然一
辆摩托车冲到他身后， 有人一把拽
走他脖子上的黄金项链。 罗先生骑
车追上去试图夺回项链， 不料身后
又驶来一辆摩托车，车上下来两人，
抡起大锁将罗先生暴打一顿后扬长
而去。

7月21日至25日短短5天，类似
飞车抢夺案在湘乡、 湘潭接连发生
12起。被抢者全是男子，被抢走的全
是黄金项链。很快，一个4人犯罪团
伙和2辆改装用来作案的男式摩托
车进入民警的视线。

改装摩托车，伪造牌照作案
7月31日，湘潭市四中附近，飞

车抢夺团伙又抢得一条价值3万元
的黄金项链。当晚11点，3人正准备
吃夜宵“庆功”，被一并抓获。

在3人租住的小旅社，警方缴获
了作案用的小轿车一辆、 改装摩托
车2辆。8月2日， 警方在郴州嘉禾抓
获同案犯刁某， 扣押伪造摩托车牌
照20多块。

这4名胆大包天的“飞车贼”都
是永州宁远县太平镇人， 均有飞车
抢夺而获刑的前科。其中，刁某曾因
抢夺于2008年被长沙市开福区法
院判刑4年。

自7月初以来，4个人再次结伙，
流窜于邵阳、常德、湘潭等地，飞车
抢夺20多起。

“三不一抢”，专抢男子金项链
民警介绍，这个飞车抢夺团伙

很有特点：准备到哪里作案，就把
摩托车托运到哪里。作案时，4人分
乘两车全部出动， 一辆负责踩点，
一辆实施抢夺， 且都选在白天下
手。

他们还有个“三不一抢” 的原
则，即不抢女性、不抢提包、不抢手
机，只抢戴黄金饰品的男人。他们认
为，男人戴的项链都“有分量”，抢到
后可卖出高价。 而女性戴的很可能
是假的，值不了几个钱。至于不抢提
包和手机， 则是担心包里值钱的东
西不多，而且现在手机防盗功能强，
说不定会暴露自己的行踪。
■记者 刘晓波 通讯员 谌杰 谢志斌

光天化日，飞车专抢“戴金男”
不差钱：3人家境殷实 为何只抢男人？女性戴的首饰可能是假的

路捡死猪找到“发财路”
刘某原是衡南县三塘镇的农妇，家中

经济境况较差。2009年年底，她将捡到的
一头死猪切割后当成野猪肉出售，一下子
赚到不少钱，刘某觉得，自己找到了一条
发财的“好路子”。

刘某先是在养猪场捡， 后从养殖
户手中收购病猪、 死猪或死因不明的
猪， 刘某视猪的大小和成色进行估价
收购： 毛重40公斤以下的， 每头20元
至50元； 毛重40公斤以上的， 按每公
斤2元收购。再当成野猪肉出售，每公
斤售价20元至36元。

为了生意便利，刘某租用衡南县三塘
镇一小区的车库为加工作坊，购买了成套
的加工工具，安排丈夫蒋某负责对收购回
来的死猪进行去毛、 切块的简单加工，并
帮助刘某到市场出售。

2011年4月，刘某又出资协助其女婿
万某购买了一台二手面包车，安排万某跑
运输， 刘某本人则掌控死猪生意全局。自
此，一个分工明确的家庭“黑”作坊形成
了。

大量死猪肉流向餐桌
今年2月27日，记者接到线报：该镇

“学府小区”附近有一个隐匿的作坊，可能
加工病死猪肉。当天上午，记者便赶赴现
场暗访。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蹲守后， 记者发
现了刘某女婿万某的行踪， 他驾车将死

猪搬进车库后，迅速将卷闸门关闭。记者
立即报警， 当地工商及派出所执法人员
赶到现场， 正在加工死猪的刘某和万某
被逮个正着。

经过清点，刘某租用的两个车库内，
查获数百公斤死猪肉及死狗死羊肉。执
法人员将两个大型冰柜一打开，里面存
放着大量死猪肉，并散发出令人作呕的
恶臭。当天，刘某的黑作坊被相关部门
查封。

刘某交代， 自己除了在衡阳市、衡
阳县的菜市场销售外，还将死猪肉大量
销售至衡阳等地的餐馆。 经查实，2009
年12月至2012年2月间，刘某的家庭作
坊共收购死猪114头 ， 毛重超5000公
斤，非法经营额达13万余元，获利10万
余元。 该家庭作坊除经营死猪肉生意
外，还附带经营死羊、死狗、死兔子等死
动物生意，从中牟利。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龙丽娟

黑心农妇卖了上万斤死猪肉
记者暗访揭开家庭黑作坊：全家上阵分工明确，专做死动物生意

本报8月28日讯 凭空捏造出“在省
委当干部的母亲”和“在高速公路管理支
队当政委的叔叔”， 谎称可帮人安排、调
动工作， 80后女子符某轻易骗得他人
7.4万元。近日，她被湘乡市法院以诈骗
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万
元。让人唏嘘的是，这个女骗子竟是一名
研究生。

今年26岁的符某系株洲市荷塘区
人，有研究生文凭，却为找不到工作而发
愁。于是，她想到以帮助他人找工作为由
骗点钱。

去年3月， 符某谎称母亲是省委干
部，可以帮忙安排人到长沙某银行工作，
骗得受害人高某的信任。随后，符某以到
银行上班要收取名额费、培训费、培训押
金以及送红包等为由，先后骗取高某4.4
万元。

同年9月，符某又捏造关系，称“我
叔叔在高支队当政委， 可以帮助调动工
作”，以调动工作要活动经费为由，骗得
受害人廖某3万元。去年10月25日，因涉
嫌诈骗罪， 符某被湘乡市公安局刑事拘
留。案发后，符某及家人退赔了2名受害
人全部款项，取得了对方的谅解。

■记者 刘晓波

女研究生谎称“官二代”
骗钱被判3年刑

本报8月28日讯 今晨6点多，岳
阳市岳阳楼区梅溪乡花果畈村的王师
傅挑着自产的蔬菜准备上街赶早市，
迎面看见岳阳楼区环卫局熟悉的垃圾
清运车驰过，脸上露出了微笑。在他的
印象中，从2011年4月份以来，岳阳楼
区环卫局的垃圾清运车就定期到该村
清运垃圾， 彻底解决了该村垃圾清运
难的问题。

据悉，自2010年开展“五创”提质
工作以来，岳阳楼区环卫局每年投入
环卫基础设施建设维护费用就多达
200余万元，先后开展了进出城交通干
道沿线整治行动、“城乡环境卫生同
治、同建、同享”等整治行动，基本消除
了白色垃圾， 辖区环境卫生整体提质
明显， 环境卫生工作在岳阳中心城区
五区始终保持领先。 ■通讯员 张杨

垃圾清运车
开进岳阳楼区农村

本报8月28日讯 今日晚上8时，
常德市群众文艺演出“百团大赛”颁奖
晚会在常德市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举
行。至此，历时近半年的“百团大赛”圆
满收官。

常德市群众文艺演出“百团大赛”闭
幕了， 但常德人民依然沉浸在快乐和回
味之中。从今年三月开始，经乡镇预赛、
县区复赛、市里决赛，整整半年时间。此
次大赛共有970个民间文艺团体参加，
300支队伍进入复赛，100个团体开展决
赛，演员达四万余人，观众达一百六十万
人次。34场决赛， 换了8个比赛场地，场
场观众爆满。

在群众文艺“百团大赛”中，广大群
众由台下走到台上，从观众变成演员，由
农村走进城市，用本地的剧种、说本地的
话、唱本地的事、展示本地的变化，形成
了“城乡互动、全民同乐”的生动局面。

■记者 聂诗茼

常德“百团大赛”圆满收官

嫌打工太累
家境殷实却成“飞车贼”

另两伙“飞车贼”也栽在湘潭

链接

对话

本报8月28日讯 一次
偶然的机会， 一名农妇在路
上捡到一头死猪， 转手卖了
不少钱。尝到甜头后，她开始
大量从养猪场拾捡或收购死
猪，加工后充当野猪肉出售。
今年2月27日，记者接到群众
举报后暗访死猪加工现场，
执法人员当场查封黑作坊。
昨日， 衡南县三塘镇农妇刘
某及帮助其从事死猪生意的
丈夫蒋某、 女婿万某皆被诉
至衡南县人民法院。

市州简讯■漫画/陈琮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