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29日讯 “真没有想到，
查健康码能找到离家15年的妹妹。”
8月25日，郭清海来到株洲茶陵县公
安局高陇中心派出所，握着妹妹郭霞
（化名）的手，满怀感激地对民警说。

2005年4月， 郭霞在东莞务工
时，因恋爱问题与家里闹矛盾，一气
之下与家里断绝了所有联系。家人在
东莞当地派出所报了案，但一直没有
她的音讯。

“我们一直很思念她、担心她，也
通过很多方法找她， 但没有任何结
果。”郭霞的出走，成为哥哥郭清海心
中一块石头。8月13日， 郭清海无意
中在抖音上看到一条通过健康码找
到家人的消息， 便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在湖南省居民健康卡里添加了妹
妹郭霞的身份证号，结果显示郭霞的
健康码为绿色，并且在衡阳完成了两
剂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

欣喜无比的郭清海来到户籍地

茶陵县公安局高陇中心派出所，向
民警求助。 副所长黄颖立即使用警
务系统查询， 发现郭霞在衡阳当地
已经结婚生子。 通过与衡阳当地警
方联系， 几经辗转获知了郭霞的联
系方式，联系后确认为其本人，民警
将此信息告知了郭清海， 兄妹两人
接通了电话。

次日，郭霞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
乡，15年未见的兄妹俩在派出所相
见。“妹妹一开始有误会，以为家人没
找她，现场解开这一误会后，两兄妹
都哭了。”黄颖说。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欧阳延东 视频剪辑 杨洁规

查健康码成功找到离家15年的妹妹

2021三湘阳光助学活动第二批50名
拟资助学生名单， 组委会现予以公示，接
受社会监督（名单附后）。

第二批50名品学兼优的阳光学子是组
委会从众多报名者中经严格筛选得出，每
人将获得5000元资助。 助学金发放时间为
10月初， 请受助学生看到公示后及时与本
报联系确认。 其余资助学子名单将在近日
分批公布。

三湘阳光助学活动组委会
2021年8月29日

2021三湘阳光助学活动

第二批拟资助
学生名单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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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厢内28万现金一天离奇“消失”两次
是“乌龙”还是“狼”真的来了?民警筛查视频，一双白底鞋的脚露馅，现金如数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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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9日讯 28万余
元现金一天竟离奇消失了“两
次”，是“乌龙”还是失窃？近
日，常德市石门县公安局楚江
派出所经过48小时连续作战，
成功破获了一起巨额现金盗
窃案。

【虚惊】
28万元“遗失”
原是虚惊一场

8月14日15时，楚江派出
所值班室报警电话骤然响起，
值班民警接到“110”转警通
报，称市民宋先生放在货车车
厢内的28万多元现金失窃，
车就停在楚江街道观山社区
铁路家属区。

“28万元！”这是石门县近
年来发生的少见的巨额现金
被盗案。值班民警与报警人取
得了联系后火速赶往现场。心
急如焚的宋先生向民警介绍，
他平时开着货车在附近做水
果生意， 当天朋友还了30余
万元现金给他，他进了1万多
元的货后， 便将余下的28万
多元现金装进了一只蓝色布
袋顺手放到车子货箱中。谁曾
想，一眨眼的工夫，钱就不翼
而飞了。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在
现场查找，不出3分钟，在货
车后货箱中的旮旯里发现了
装有现金的袋子，28万余元
一分不少。

原来，宋先生记错了放钱
的位置。民警现场叮嘱其注意
保管好自身财物，并建议其将
现金尽快存进银行。 之后，一
行人收队回所。

【大意】
这回，钱真的不见了

“丢了，丢了，这次是真的
丢了！”不到3小时，楚江派出
所值班室电话再次响起，宋先
生在电话里焦急万分地说。

“又丢了， 不会又是乌龙
吧？” 但值班民警丝毫不敢怠
慢，马上又赶赴现场。现场询
问得知，第一次报警后，宋先
生并没有第一时间将钱存入
银行，忙碌之余又大意地将钱
放置在后货箱。他午饭喝了点
酒，就在离车不远的街头找了
把椅子打了个盹。 一觉醒来，
钱真的不见了，宋先生这下彻
底醒酒了。

处警民警迅速分工，一组
根据受害人当天的行动轨迹、
其车辆周边的视频监控以及
过往的所有车辆行车记录仪
进行查找；一组对案发前后与
受害人有过接触，对受害人有
大额钱财的知情人员逐一排
查； 一组到银行走访调查。因
案件发生在小区门口，人流量
大， 加上第一次的乌龙事件，
周边大量群众对宋先生持有
巨额现金一事知晓，车辆停放
的位置又处于视频盲区。破案
的难度可见一斑。

【细查】
监控镜头中的白底鞋

8月16日， 由于涉案金额
巨大，楚江派出所所长张洪召
集全所民警开会研讨，并要求
对之前的工作“回头看”，绝不
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张洪带民警再次对案发

现场附近监控视频进行筛查
时，监控视频中货车与铁路小
区保安亭之间突然出现了一
双行走的白底鞋的脚，引起大
家的注意。民警认为这个人很
熟悉监控位置，在保安亭与货
车间的视频盲区停留许久，其
所有行动轨迹都有意识地避
开摄像头， 行迹非常可疑。民
警通过对这双脚的追踪，终于
在小区其他区域视频中发现
一名打着蓝色雨伞、脚穿白底
鞋的男子。

8月17日上午，通过地毯
式排查，民警终于发现小区保
安陈某林穿的鞋与视频中的
那双白底鞋极其相似。

面对民警询问， 陈某林
神情异常紧张。为避免打草惊
蛇， 民警开始进一步走访调
查，得知陈某林对小区监控了
如指掌，且受害人第一次报案
时在现场，且有充裕的作案时
间。随即，民警将陈某林传唤
至派出所。

【幸运】
28万元失而复得

审讯中，陈某林面对一系
列证据， 如实供认了见财起
意、 顺手牵羊的犯罪事实。28
万多元现金被如数追回。当宋
先生从民警手中领回失而复
得的钱，感谢之情溢于言表。

目前， 犯罪嫌疑人陈某
林因涉嫌盗窃罪， 已被依法
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通讯员 曾婧媛 丁进强
记者 王智芳

序号 县市 姓名 性别 录取院校
1 汉寿县 周清纯 女 怀化学院
2 邵阳县 李康鑫 男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
3 长沙市 魏雨晗 女 长沙学院
4 岳阳县 杨幸 女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
5 汝城县 李梦婷 女 湖南科技大学
6 汝城县 叶航宇 男 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
7 长沙市 黄振豪 男 湖南工商大学
8 隆回县 胡钰林 女 湘潭理工学院
9 长沙市 李姗谕 女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10 汉寿县 马思佳 女 湖南工学院
11 汉寿县 张佳伟 男 湖南农业大学
12 汉寿县 夏冰冰 女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13 汉寿县 赵彦文 女 遵义师范学院
14 衡南县 廖嘉嘉 女 湖南中医药大学
15 邵东县 赵茜 女 湖南科技大学
16 临澧县 沈豪 男 湘潭大学
17 汉寿县 曾卓 男 武汉大学
18 汉寿县 胡丽华 女 怀化学院
19 汉寿县 李湘蓉 女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20 汉寿县 余仁蓉 女 南京理工大学
21 安化县 陈群雁 女 湖南城市学院
22 长沙县 郑伟健 男 哈尔滨工程大学
23 长沙县 曹扬 男 湖南文理学院
24 长沙县 刘梓杨 女 湖北中医药大学
25 安化县 张怡圣 男 湘潭大学

序号 县市 姓名 性别 录取院校
26 平江县 陈昶 男 江苏大学
27 平江县 罗颖 女 湖南理工学院
28 平江县 史文丽 女 衡阳师范学院
29 安化县 黄佩 女 昌吉学院
30 安化县 刘玲 女 湘潭大学
31 安化县 谭谨铭 男 湘潭大学
32 新邵县 袁毅 男 湖南工商大学
33 临澧县 邹明华 女 湖南工业大学科技学院
34 临澧县 陈一凡 女 长沙理工大学
35 邵阳市 罗衍 女 河北医科大学
36 衡山县 成祥果 男 湖南农业大学
37 慈利县 马苏馨怡 女 北京大学
38 益阳市 杨家睿 男 华中科技大学
39 临澧县 薛雅文 女 吉林财经大学
40 新邵县 段佳情 男 武汉理工大学
41 益阳市 王思雷 男 大连交通大学
42 新晃 吴宏君 男 长沙理工大学
43 临澧县 戴剑豪 女 湖南农业大学
44 安化县 姚欢 女 湖南师范大学
45 安化县 阳玉萍 女 湘潭大学
46 安化县 刘佳怡 女 湖南科技学院
47 安化县 刘丹 男 湘潭大学
48 慈利县 覃伊倩 女 北京大学
49 邵东县 彭礼武 男 湘潭大学
50 麻阳 滕苗 男 郑州大学

8月14日，在常德市楚江街道观山社区铁路家属区，宋先生报警称，他放在货车后货
箱中的现金不翼而飞。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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