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案笔记

27 年前，一场打牌引发的纠纷
中，31 岁的桃源男子熊某持刀刺死
同村人后 ，慌忙逃跑 ，从此音讯全
无。7 任刑侦队长，接连走上了不断
追寻踪迹的道路。

落网时 ，乡音难辨 、饱经风霜
的湖北针灸医生熊某，终于吐露心
声：他惦记着家乡一双再未见过的
孩子……桃源县刑警这场跨越 27
年的追捕接力，终于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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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乡村突发命案
1993 年 10 月 18 日晚 9 时， 桃源县

公安局刑侦队民警的 BP 机，同时收到一
个“归队”的数字代码。 大家明白发生了
大案，不约而同赶到刑侦队。时任刑侦队
长的李岳忠只说了一句话： 陬市镇戴家
口命案。

刑警挤上一辆边三轮摩托车和两轮
摩托车，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案发现场。

案发现场在一个农家屋场， 里外围
满了村民。死者躺在一张竹凉床上，家人
呼天抢地痛哭失声。

早一步赶到现场的属地派出所所
长， 向李岳忠简述了案情： 当晚 8 时左
右， 村民熊某和戴某等人在一起打跑胡
子，两人发生纠纷争吵继而扭打。

熊某持一把小刀， 将戴某胸腹部刺
伤后逃走，戴某被紧急送医后不治身亡。

时年 37 岁、初中文化的戴某退伍后
在家务农，31 岁、 高中文化的熊某则经
营小生意，两人平日关系尚可。事情发生
突然，戴某死后 ，村民们才想起报警 ，派
出所民警已经分头开展调查。

案情并不复杂，作案对象很明确，眼
前的主要工作就是立即找到熊某。 案发
地东临常德市区、北连漆河镇、南接桃源
县城，夜里搜捕起来并不容易。

除技术人员、 法医现场勘查和尸检
外，其余民警和村 、组干部、群众分成多
个小组， 在熊某及其亲友家可能落脚地
分头查找，并在陬市车站、码头及通往周
边乡镇路口设卡守候。

第二天天未亮， 各小组报告没有发
现熊某的踪迹，但查明熊某出逃时，身上
有两百多元钱， 民警分析搭车出逃的可
能性最大。

一夜未睡的民警又扩大了搜索范
围，带上熟悉当地地形的村民，趁早赶到
漆河汽车站、常德汽车北站、桃源汽车站
等地守候。

民警们白天各自调查守卡， 晚上研
究部署下一步工作。没有交通工具，民警
就搭乘班车或骑自行车，联系不便，就打
公共电话或给 BP 机留言。

几天后， 刑警们带回一些与熊某相
关的物品，从村里撤了回来。 不久，专案
组也解散了，但追逃工作并没有结束，民
警向周边发出了协查，布下了眼线，一有
线索立马组织力量调查。

7 棒接力缉凶
桃源刑侦的口号是：命案必破。 凶手

不到案，表示案子没有破。 李岳忠把该案
作为必破命案， 并列为刑侦队长主抓案
件，同时将熊某记录在逃犯登记册。

被提拔为公安局副局长后， 他心里
还是挂着这个案子， 还经常参与该案追
逃工作的研判。

斗转星移， 刑侦队更名为刑事侦查
大队， 刑警和派出所民警换了一批又一
批，追逃接力一棒又一棒。

从单打独斗的追逃， 到全国联网的
网上追逃、 再到全国统一的追逃清查行
动，以及“清网行动”，从传统的走访调查
到各项新技术的应用……

当年参与办案的民警大多已退休 ，
个别民警已离开人世， 追捕熊某这个接
力赛历时 27 年 ， 到第七棒上才曙光初
现。

2012 年 1 月， 陈富清接任陬市派出
所所长。前任所长办理移交时，拿出一叠
关于熊某的材料对他说：“这个人逃了近
20 年，但愿在你手里了结。 ”

陈富清看到材料上历任所长的工作
签字和民警的工作记录， 特别是在上一
年的“清网行动 ”中 ，派出所就联合刑侦
大队在东南沿海多处地方展开调查。 他
感到这叠材料很沉重，第二天，就和镇政
府干部到死者家中走访看望。

对民警的来访， 戴某妻子陈某显得
很冷淡，毕竟家中的顶梁柱倒了 ，陈某
将一对年幼的儿女拉扯长大 ，承受太
多的委屈和艰辛 ，满怀希望却屡屡失
望 。

陈富清理解她的心情，“陈姐”前“陈
姐” 后地称呼她， 让她心里稍微好受一
些。 陬市派出所每年都要做大量调查工
作，但进展不大，这一晃又是八年。

2020 年 1 月， 陈富清调任刑侦大队
长， 他郑重地将又加厚了的熊某案卷材
料交给继任者， 同时从上任刑侦大队长
手中接过那份逃犯登记册， 熊某的名字
赫然就在首页。 追捕熊某的接力棒传到
他时，已经到了第七棒。

新的刑事技术让追逃不再接力
为了追逃， 桃源县每一名逃犯都落

实到由一名局领导负责， 明确责任单位
和责任人， 抓捕熊某的责任领导就是分
管刑侦的局领导， 责任单位就是刑侦大
队。

提起追捕熊某，“老刑侦” 刘汉炎最
远西到新疆，南到云南边境，更是多次前
往东南沿海，走遍了天南海北，他也从一
名小青年变成快要退休的半老头， 满头
乌发不剩多少。

让陈富清欣慰的是， 熊某的去向有
了一些眉目。

2019 年底， 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张璇
把新推广的一门刑事技术用到命案积案
逃犯的追捕上，其中，对熊某就筛查出近
10 个疑点很高的对象 ，其中一个 ，是湖
北松滋的袁某。

但就在刑警准备好材料， 去相关省
份调查时，却因新冠肺炎疫情受阻。

疫情形势刚有所缓解， 张璇和副大
队长黄昌辉就带上相关材料， 奔赴全国
各地， 对这 10 名对象逐一展开调查，却
无甚所获。

7 月 23 日 ， 两 人 来 到 湖 北 松 滋
市 ， 对 第 8 个 嫌 疑 对 象 袁 某 展 开 调
查 。 当地派出所民警看了图片 ，听完
介绍就说 ： “哦 ，袁医生呐 ，我认识 ，就
在附近 。 ”

黄昌辉和张璇心里一凉： 凭熊某高
中文化程度，应该不可能成为医生。

不过， 派出所民警接下来的话又让
两人燃起了希望：“袁医生是从某省迁过
来的，开的是针灸馆。 ”

原来，袁某 1995 年从西部某省迁到
湖北松滋，并在此成家立业，一直从事针
灸行业，很少外出。

当天上午， 黄昌辉就和张璇跟着当
地派出所民警一道来到袁某针灸馆 “调
查迁入人口信息”。

尽管袁某年老变化较大，口音难辨，
但脸部轮廓， 依稀还能看出几分当年模
样。听袁某和派出所民警的对话，黄昌辉
和张璇还是听出了陬市镇上街的口音，
两人相视一笑。

民警提取了袁某相关物证， 送往常

德市公安局刑科所检测 ，同时 “请”袁某
到派出所配合调查。

当天下午 6 时，检测结果出来：袁某
正是消失了 27 年的熊某。

这时， 一直保持沉默的黄昌辉和张
璇， 用带有桃源陬市口音的家乡话发问
了：“我们是桃源县公安局民警， 知道千
里迢迢来找你是为何事吗？ ”

沉默了片刻，袁某长叹了一口气说：
“我全交待。 ”

当年案发后， 熊某慌不择路躲在临
乡草丛中，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听到乡亲
们议论戴某已经死亡， 他趟过白洋河向
西进入三阳镇搭车到沅陵县，进入怀化，
再由湘西到西南某省。 几经辗转，终于在
湖北松滋定居。

从此，熊某隐名埋姓，顶着袁某的假
名字开始新生活，学习针灸技术，开了一
家针灸馆。 虽然经济状况一般，但为人在
当地居民中口碑尚可。 由于多年来一直
背负巨大的心理压力， 他从不敢联系湖
南的家人。

落网时，亲属已经认不出熊某，他的
双亲早已离世，两个幼子也已长大成人。
熊某忍不住后悔，自己当年的一时冲动，
造成了两个家庭的支离破碎。

当晚，获悉熊某落网，历任刑侦大队
长和一些参与案件办理和追逃的民警纷
纷打来电话表示祝贺。 看到桃源公安微
信公号推送的消息， 退休多年的李岳忠
也长吁了一口气。

陈富清将熊某的名字从逃犯登记册
中划掉， 这场跨越 27 年的追逃接力，终
于画上了句号。

跨越 27 年的追逃接力

上接 01版《奋起打赢之志 担当强警之责 砥砺胜战之能》

“正是因为奋战在一线的工作者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才展现了生命至上，
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衡阳市公安局警察公
共关系中心副主任李国栋说。

“守初心，履职责，扬精神”
“疫情当前警察不退”，是受访公安民警的坚定信念。他们纷纷表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向抗疫英雄学习，立足本职，努力工作，为公安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
量。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振奋。 先进集体和个人值得我们学习，感召我
们奋进。 作为监狱警察，我们要始终把责任放在心头，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
正、纪律严明、甘于奉献、能拼善赢，为平安监所建设不懈奋斗。”省德山监狱政治处
副主任、团委书记郭亚琴道出了她的目标和心愿。

“表彰大会不仅是对抗疫英雄的礼赞，也是对千千万万在平凡岗位上为抗疫作
出贡献人们的肯定。 疫情来袭后，监狱系统开启了长达 200 多天的封闭管理模式，
多少监狱警察离开家庭、舍弃繁华，在无人知晓的角落中默默坚守奉献。”东安监狱
办公室一级警员唐凌志说， 大会必将激励监狱警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监狱
事业中，“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信赖和重托”。

“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 作为特殊战
役的亲历者、参与者，我为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感到深深地骄傲与自
豪。 ”湘潭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二大队大队长谭杰有感而发。 他说，作为人民警察，将
继续发扬伟大的抗疫精神，奋起打赢之志，担当强警之责，砥砺胜战之能，切实担负
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法院经审理查明，上世纪九十年代，尚同军开始在花垣县经营采矿行业。 涉足
花垣县采矿业后，尚同军一边网罗社会人员，充实扩大自己的力量，一边拉拢国家
工作人员，编织“关系网”，逐渐形成了以尚同军、吴先耀为组织者、领导者的黑社
会性质组织。 该案共涉及 21 个罪名、64 起违法犯罪事实。 该黑社会性质组织有组
织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采矿等违法犯罪活动 43 起，致 3 人死亡，1 人重
伤，1 人轻伤。 同时，该组织成员还实施故意杀人、抢劫、非法拘禁等非组织犯罪 21
起，致 2 人死亡，3 人重伤。

湖南高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
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遂依法作出上述裁定。

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上诉人家属和社会公众等 60 余人旁听了
宣判。

上接 01版《尚同军、吴先耀等 23 人涉黑、故意杀人案二审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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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嫌疑人在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