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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向单身女性的毒手
同
一个地
点，短短
几天，多
名单身
女性遭
遇暴徒，
从抢包
到杀人，
他如何
在犯罪
深渊步
步堕落？

2019 年 1 月 10 日，家住
达川区南外的王女士报案称，
她三天前遇到了劫匪。就在王
女士报案之后仅三天，又有一
名女性小刘被人抢劫。同样的
地点， 连续发生两起抢劫案，
引起了案侦民警的高度重视。
根据两名女性受害人的
描述，两起案件都发生在和平
巷附近。民警仔细查看了和平
巷附近的监控，发现一名可疑
男子一直在案发地附近游荡。
就在小刘被抢包之后第二天，
监控中的可疑男子又出现在
和平巷附近，被蹲守在此的民
警成功挡获。
据查， 该男子名叫谭某，
25 岁，达川区黄都乡人。 民警
从谭某身上， 搜到 3000 余元
现金、 四包未开封的香烟、一
只手表和一些女性首饰。除了
这些可疑的物品，谭某的衣服
上竟然还沾有血迹。当民警询
问时，谭某表示自己摔倒造成
的。
然而，民警并没有在谭某
身上发现任何外伤，他衣服上
的血迹到底从何而来？就在民
警对谭某进行审查时，110 指

挥中心又接到了一起报案，案
发地距离抓获谭某的地点仅
一百米之遥。 报案人称妻子被
人抢了，并受到了伤害。 这次
的受害人依然是一名女性。 民
警加强对谭某审讯，另一组人
则立即赶赴案发现场。 死者何
某，31 岁，小卖部老板娘。 技
术民警当即对案发现场进行
了仔细勘查。 阁楼床上有大片
血迹，血迹旁还散落着破碎的
砖块，随后，技术人员在床上
的被子里发现了半块转头，砖
头上沾满了血迹和毛发。 民警
根据死者的伤势判断，这块砖
头就是凶手使用的凶器。
拿砖头当凶器，这一线索
引起了案侦民警的注意。 1 月
13 日凌晨抢劫案， 凶手也曾
使用砖头袭击受害人。
随后，技术人员对谭某衣
服上的血迹进行鉴定，结果证
实，正是死者何某的血迹。 在
大量证据面前，谭某承认了自
己深夜抢劫以及杀害何某的
犯罪事实。
1 月 7 日和 13 日， 他先
后两次作案，抢了王女士和小
刘的包，却不料，这两次抢劫

几乎都没什么收获。 心有不甘
的谭某在和平巷附近鬼魅般
游荡，又盯上了一家小店。 谭
某盯上的正是何某开的副食
店， 平日里何某两夫妻都睡
在副食店的阁楼。 案发前几
天， 何某的丈夫都回来得很
晚。 何某的丈夫说，那时正好
赶上寒流来袭， 他不忍心妻
子刚睡下又要受着凉起来给
他开门， 心里想着这晚班也
就剩最后三天就结束了。 卷
帘门不上锁留个小缝大概也
没人会发觉。
当晚， 谭某进去之后，何
某便问是谁回来了，谭某站在
楼梯旁没有应答。 随后，何某
将手机电筒打开， 这一照，何
某发现进来的人并不是自己
的丈夫。 随后，谭某将砖头拿
出来砸向何某头部。 看到何某
已经没有任何反应，谭某这才
慌乱地将散落在地上的钱全
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临走前
还不忘拿走何某的手机。
目前， 谭某因涉嫌故意
杀人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
留。
（玉川 谭波）

报复妻子引爆炸药
潜逃多年难逃法网
不
满妻子
岳母长
期 “欺
压 ”， 上
门女婿
床下藏
炸药欲
杀妻。

2016 年 2 月的一天，家住
在大竹县庙坝镇街道的甘某
因家庭矛盾， 对其妻子下毒
手，利用工作关系，在家里引
爆了炸药。 事发后，甘某一直
外逃，2018 年 10 月，甘某在广
州深圳被警方抓获。
2002 年，28 岁的甘某经
朋友介绍与大竹县庙坝镇的
邓某某结婚，婚后一直居住在
岳母家，成了上门女婿。 由于
煤矿不景气，甘某收入越来越
少，因此，妻子和丈母娘对甘
某的态度也越来越差，有时甚

至恶语相向，致使家庭矛盾不
断升级。 一天，甘某工作至凌
晨两三点， 下班回家又累又
饿， 但丈母娘将厨房门锁住，
不让他吃饭。 丈母娘的刻薄让
甘某越想越气， 气急败坏之
下， 他决定报复妻子和丈母
娘。 由于工作原因，甘某可以
接触到雷管和炸药，但只是看
到过别人怎么使用。 于是，甘
某私自偷拿了雷管和炸药放
到家里睡觉的床板底下，然后
把雷管插电源引爆。 引爆了雷
管和炸药之后，甘某发现爆炸

的威力不够，妻子并没有被炸
死，于是，他立刻前去掐住妻
子邓某的脖子，挣扎中，妻子
邓某大喊了几声，甘某的岳父
母闻声赶来拉开了甘某，阻止
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邓某仅受
了轻伤。 随后，甘某的岳母拨
打了 110 报警。
民警立即封锁现场，将此
案移交给大竹县刑侦大队侦
办，同时展开对甘某的网上追
逃。2018 年 10 月，深圳警方在
深圳将其抓获归案。 公诉机关
认为，甘某使用炸药爆炸的方
式欲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
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 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
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甘某已着手实行犯
罪，因意志之外的原因未能得
逞，系犯罪未遂，可以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 大竹县法院审理
后，对被告人甘某犯故意杀人
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松霖 冉鹏）

秋日花田醉游人

谁说秋天只是丰收的季节，万源秋天
也是一个赏花的好时节。 小编带大家去位
于邱家坪与老洼坪之间的凤凰山头一睹
花田之美！
黄色的花朵，浸染山间，显得格外耀
眼。 此刻，你是否按耐不住一颗想出门的
心， 想穿梭于这样一个美丽的田间地头
呢？
如此壮观美丽的画面，当然也引来了
不少游客拍照留念！
花田里那些绚烂的色带，丝丝缠绕着
每个置身于此的心，装点起秋光中这柔美
的梦幻，如花仙子般徜徉于花海之中。
与春天的炫彩夺目相比，秋日里的花
更多了一份端庄稳重， 让人沉醉其中，流
（达观）
连忘返！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卫
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
城市，是提升城市品味、实现两个
定位、 争创全省经济副中心的有
力抓手。 四城同创，社区在行动。
达川区三里坪街道通过开展社区
志愿者服务日活动、 文艺宣传队
进社区等活动， 让四城同创人人
知晓、人人参与、人人行动。
达川区三里坪街道四合社区
围绕创建目标， 把每周星期三定
位社区志愿者服务日， 组织社区
和双报到单位党员干部、 志愿者
深入辖区大街小巷、居民楼院、道
路交通路口开展宣传资料发放、
环境卫生整治、 文明劝导等志愿
服务活动。 多效宣传促参与，楼院
换装暖人心，文明素养我先行，让
居民积极行动起来， 为四城同创
尽一份责、出一份力。
达川区三里坪街道曹家梁社
区采用院坝会、 文艺宣传等群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 大力开展宣传
教育工作， 营造四城同创全民参
与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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