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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2日讯 得知丈夫有了外遇
后，孟丽一时冲动杀死了丈夫。由于无法面
对父母、公婆、孩子，她选择了逃亡。10年
后， 当来自家乡常德市澧县的警察出现在
她面前时，她长叹一口气，苦笑一声：“我终
于解脱了，但没想到会是在今天。”

杀夫后她连夜踏上逃亡路
时间回到2001年。 王军和孟丽都是澧

县大堰垱镇居民，小两口已结婚十几年，儿
子都快满10岁了，小日子虽然不算很富裕，

但也幸福、美满。
那年2月2日， 外出打工的王军回到家

里准备过年。这时，孟丽不知从哪儿听说丈
夫在外打工的时候有了外遇。 孟丽想起这
么多年自己在家含辛茹苦地带小孩、 供养
老人，气得七窍生烟。当天，两夫妻爆发了
激烈的争吵，随后便扭打在一起。混乱中，
王军身中数刀，在送往医院途中身亡。

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顷刻间土崩瓦
解，丈夫的死让孟丽无颜面对含辛茹苦的父
母；无法面对慈祥的公公婆婆；更无法面对
未满10岁的幼子……在短暂的心理斗争后，
孟丽选择丢下儿子，连夜踏上了逃亡之路。

十年追凶，终于将她抓获
尽管时间一年一年地流逝， 尽管当年

办案的民警早已一茬接一茬地调离了原来
的岗位， 但澧县大堰垱派出所的民警们从

未放弃此案的侦破工作。
时间一眨眼到了今年5月。“清网行动”

开展后， 澧县警方将潜逃10年的孟丽作为
重点目标。

要找到10年前案子的突破口谈何容
易，但办案民警不畏难，经过历时数月的艰
苦排查后， 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孟丽躲藏
在广东中山。

为了不打草惊蛇，锁定犯罪嫌疑人后，
追逃小组民警立即请求广州警方支援，经
多次暗中监控和秘密辨认， 最终确认逃犯
孟丽的藏身之地。

11月2日深夜2时30分， 澧县警方追逃
小组在中山警方的帮助下， 在市郊一出租
屋内将孟丽抓获，并连夜押解回澧县。

十多年来只能对着照片想儿子
10年的逃亡生涯， 从根本上改变了孟

丽的人生。原本秀丽的孟丽，已变得十分苍
老。在这10年里，她不敢抛头露面，不敢去
找工作， 只能在郊区一些偏僻的工地干些
体力活谋生。

最让她放心不下的就是儿子了 。
“10年来我不敢和他联系， 不晓得他现
在长多高了，每次想起儿子，我只能看
着他的照片哭 。”孟丽说，10年间，唯一
不曾弄丢的就是儿子的一张照片，即使
被捕以后，孟丽还哀求民警让她带上儿
子的照片。

目前， 犯罪嫌疑人孟丽已被澧县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据悉， 孟丽也是澧县公安局连续10天
内在“清网行动”中抓捕归案的第4名命案
逃犯。

■见习记者 陈昂
通讯员 吴林芳 黄生清

本报11月12日讯 近日，桃源县公安局
政工干部受局领导的委托，专程前往郑家驿
派出所，将一个装有1面锦旗、2封感谢信和6
条哈达的邮件转交到所长田明华的手上。

今年10月19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
州玛曲县游客全先生一行8人来湖南旅
游。在前往张家界的途中，全先生因想上
厕所多次向大巴司机提出停车“方便”的
请求，但大巴直到杭瑞高速桃花源服务区
才停下。下车后，全先生与司机、导游发生
口角，随后升级为肢体冲突。

接警后， 郑家驿派出所快速出动，经

过两天的多方协调，冲突双方最终达成了
谅解。 为让全先生能赶上次日凌晨5点的
返程火车，田明华所长又租车送全先生一
行到长沙火车站，为全先生垫付了住宿费
以及车费共1200元，全先生得以顺利地踏
上了返乡的路程。

“解民忧警民连心，系民情秉公执法。”
为感谢桃源民警热情周到的服务， 全先生
特地给桃源县公安局寄来了这个满怀藏民
情意的邮包。10月22日，导游所在的旅游公
司也向郑家驿派出所送来锦旗表示谢意。

■见习记者 陈昂 通讯员 涂定平

冲动杀死丈夫后，隐姓埋名躲藏10年终被抓，逃亡路上儿子照片成她精神寄托

“想儿子了，我就看着他的照片哭”

乘客要“方便”，司机不停车引发闹剧 民警苦口婆心化纠纷

6条哈达千里送给调解民警

遗失声明
长沙天麓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彭德云遗失宁乡县白石岭电站
个体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12443908369，声明作废。

艾普宽带声明
陈思（身份证号码：4301021988
10035024）， 你于 2011 年 10 月
15 日被公司查出谎报收费数
据，被公司处以退回人力资源部
学习，公司发文通报后，你不但
没到人力资源部报到学习，反而
擅自离开公司同时带走公司一
套 收 费 票 据 （票 据 号 ：
LME0000457，LME0000496，
LMC000219，KB0000193,
LME0000271， 00047826 -
00047850） 并且在无公司允许
下私自收取公司到期续费用户
费用（现查出共计：3110 元），所
收取费用没有交还到公司财务，
公司在至今无法与你取得联系
的情况下特刊报发此声明，望你
在 2011年 11月 17 日前， 将公
司财务票据以及所非法收取的
款项交回公司财务部，如到期未
按时交还，公司将采取法律途径
将财产索回。

四川省艾普网络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注销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本公司
决定注销，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以
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科麟 电话：18674882599

长沙康瑞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塑胶球场跑道、幼儿园 EPDM
施工。 13974888388

85151519
85495777

专业搬琴 拆装家具空调

驾 校

省 AA 级驾校，市十佳驾校，市驾培
行业“质量信誉”排行第一。 学员报
名，上门接送。 一人一车，计时训练，
随 到 随 学 。 总 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
8８８８５２８８ 开福分校：88615111 湘江
世纪城：85360001长沙晚报：84515757

猎鹰驾校

电玩城台球房优转
五一商圈电玩城台球房优转
电话：13142077888 18274999288

转让 出租

大型厂房仓库优租
水电齐全 13907492898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13607480245高
价收空调厨具

仓库废旧

搬家搬厂 拆装空调万顺88884567
85710002
特价搬家 长途运输蚂蚁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搬家 回收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一定发

鸿达牌具 18229844336
租售扑克字牌、斗牛分析仪，批高清博
士伦眼镜麻将变牌器等； 另加工任何
打点牌。 长沙火车站凯旋 A座 908房

18008414500博艺牌具
背面识别普通牌，真功夫纯手法空手
变牌独门绝技，包教包会。 批发各种分析
仪。 长沙火车站天佑大厦 2018房

澳门牌具
高
科
产
品
领
先

诚
信
经
营
第
一

直销最新版单人分析宽范围乱
丢乱放桌面不放东西纯傻瓜式
操作适合斗牛金花三公二张等
全国玩法。 专业上门安装四口
机程序。售高档博士伦眼镜、变
牌扫描等系列。 免费赠送澳门
变牌产品一套，授最新牌技。
长沙 银 河 大 酒 店 1468 房

13973130676望远飞针麻将
任何麻将机均可安装， 无须
控色、任君检查，绝无破绽。
操作自如，万无一失，傻瓜式
操作，令你轻松自如的胡牌！
另售各类高科技娱乐用品，
订做各种镜头、扑克、麻将、

配套齐全 诚信双赢 任君选购

最
新
产
品

长沙车站北路万象新天 3栋 2405房
千汇娱乐15111006666

麻将一打三包胜，烂牌也能自摸。 纯手法如
意发大牌无道具普通扑克开牌即变，斗牛金
花庄闲通杀，免费演示顶极手法独门牌具。

鬼手千王 13357229900

三叶牌具 18773111186
租售各类分析仪，最新广角镜头，
高清博士伦眼镜、变牌仪、万能一
体机等。 传授顶端实战牌技。
火车站天佑 大厦 1919 室

财富牌具 13142053388
租售扑克字牌分析仪（可分期付款），批白
光眼镜，神奇变牌仪，程序麻将机，传授实
战牌技，长沙火车站华海 3CB栋 1013

娱 乐 设 备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律师 调查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合法清债、打假、婚姻、商业调查取证寻人
0731-82241122、86544088www.gzjtn.com

教育街省教育厅博士数理
化全科辅导 13975108402天成家教

工商代办 82147786

工商代办 82284857
提供无抵押无担保贷款月
息 2分 13588080095朱湘诚信贷

贷款 13874807772咨询
有抵押，低息贷款，无抵押，信誉贷
款 。 即 日 放 款 。 韶 山 路 66 号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理财 代办
提示：请慎重审核对方资质，勿向私
人账户支付费用，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贷款咨询
办理贷款， 方便快捷， 款中扣
息，当面办理。 18774988559

你炒股 我出资 84257918

免抵押 放款快
15675858023贷款咨询

无低押免担保利息低当
日放款 18770852911 杨快速贷款

年轮骨科医院集团

大型招聘会：院长、妇产科医生、
男科医生、五官科医生、口腔科
医生、内科、外科、急诊科、检验
医生、药房医师、手术医生、住院
部医生、护士长、护士、收费员。
地址：长沙市五一大道 766 号中
天广场行政公馆 19 楼。 电话：
84812810 面试时间：2011
年 11月 12日 9点到 17点

望城仁爱医院

镗工、数控车、普车、加工中心、钻工、数
控学徒、油漆工、叉车工、滚齿工、勤杂
工、鼓风机公司 86963628诚聘

男女公关伴游，收入
丰厚 13808489611急聘

招生 招聘 家教全 省 招 商

激情交友应酬陪护 88825413

大学生，白领，模特湘女相伴 18684822018

郑重提示：交友请核对身份，交往请慎
重，警惕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13974975034
大学生模特白领佳丽之约

交友 声讯

医林奇杰 伍本裕 名老中医秘治：
●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手、身发
抖、口流涎、瘫痪在床，一月痊愈。
●颈、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坐
骨神经、股骨头坏死、骨髓炎、骨结核、分
期分类能在短期内痊愈。
●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阳
痿、男女拉尿不出痛，一月痊愈。
长沙市望城坡门诊部（银杏路 6号）
0731-88812718 13975156778

中风、腰椎间突出、前列腺专
治

湘潭精诚牌具 18975225400
租
售扑克牌九斗牛分析仪
批高清博士伦变牌万能麻将机, 授顶尖绝
技 ,湘潭市车站路潭城大厦 640-642 房

河西牌具 13207425555
最新高端牌具， 价优实战
才是硬道理。 枫林宾馆旁

底
价

租
售

麻将机
报牌仪新感应

程序麻将机、扑克分析仪、变牌衣、高
清博士伦眼镜、 白光麻将、 扑克等。
安装麻将机程序。13467671788

铁马驾校
随到随学、确保拿证，广电西湖楼：
84256158、84258746、84259778。 星沙
汽配：84258666 望月湖 84431978

早期教育指导师：早教幼教国家
上岗资格考证 13332516331培训

河西 130平方超市转让
岳麓区政府对面临街 15874812413

百胜牌具 18274877388
免费揭秘麻将、扑克、牌九纯手法一摸
即变，无需任何道具，另售各种高科技
产品。 长沙八一路锦华时代 1101室

《想家，征婚》男 52 岁，人品修
养好，自办工厂，收入颇丰，诚
寻一位：仁慈母爱，单身女士，
真诚交往 15920222896亲谈

【诚心求缘】美妇阿雪 29 岁，身材
高挑靓丽气质佳， 诚求体健可靠
有爱心男圆我梦，君若有意，可电
畅叙 13576315583非诚勿扰

男 49 岁丧偶体贴有责任感退伍
经商收入稳定孤独漂泊久了想有
个温馨的港湾停靠觅真诚善良女
士为妻 15920022515拒游戏

注销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议决定， 本公
司决定注销， 为保护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清算小组地址： 长沙市开福区
才子佳苑 G1208房
联系人：包宇洲 电话：84834568

湖南尚鼎银业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湖南省长沙新港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
行核发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5100030858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岳麓街道麓山南
路社区居民委员会遗失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55100033526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越昌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核
发的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09175002，声明作废。

致富机
超声波捕鱼机激光捕猎机:捕各
种动物。 声诱吸引不用拉线。 地
址发到 13500076083 即免费寄
资料捕捉光碟 0668-2518896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遗失声明
宁乡县煤炭坝镇展鸿大药房毛
山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宁乡
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J5510008290701，声明作废。

警事

警事·调解

本报 11月 11日讯 去年 5月 28
日， 湘潭发生一起特大绑架案。37岁
的男子张文杰与30岁的情人李馨劫
走湘潭某民营企业老板的儿子， 成功
勒索赎金500万元。近日，湘潭市中级
人民法院以绑架罪， 判处张文杰无期
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5
万元；判处李馨有期徒刑12年，并处
罚金2万元。

8岁的小张系湘潭市雨湖区某小学
学生。去年5月28日下午4时许，小张放
学后走出校门，上了母亲贺某驾驶的小
车。就在母子二人准备离开时，张文杰
与李馨持匕首和钢珠枪闯入车内，将他
们劫持到湘潭县易俗河镇。劫匪将贺某

随身钱财洗劫一空， 连车带人弃于107
国道旁。

随后，张、李驾驶事先藏匿的一辆
汽车，将小张劫往江西萍乡，囚禁在一
出租屋内。 张文杰打电话给小张的父
亲，索要500万元赎金。小张父母救子心
切，2天后凑足500万元， 装了4个箱子，
放在对方指定的沪昆高速一公路桥下。
将钱取走后， 绑匪将小张放在醴陵，通
知其父领回。

湘潭警方转战5省11个地市，行程
数千公里， 于去年6月7日在贵州黄果
树景区将两名绑匪抓获，追回474万余
元。

■记者 刘晓波

湘潭特大绑架案情侣劫犯双双获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