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8 月 3 日 / 周五
编辑：张成勇

15 本地·社会

他作案后一直待在荆门，同伙曾经外出躲避
起初将作案手枪埋在地下，后扔到火车站附近
警方 9 年排查 6000 多人，案件不破专班不撤

解秘“2009·4·16”天鹅广场枪击案
荆门晚报记者 王清华 通讯员 韩红芝 文/图
“那个夜晚，我这双罪恶的双手，使一位妻子失去丈夫，使孩子失去了父爱，让
一个家庭悲痛欲绝。 对不起，对不起！ 写这封信我不是求你们宽恕，我没有这样的
资格了，我只想真心的忏悔……今天我归案了，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种最好的解
脱，终于可以睡一个安稳的觉了……”
这是杀人犯罪嫌疑人刘某（今年 45 岁，掇刀人）作案潜逃 9 年后被抓获，在高
墙内写给受害人家人的一封忏悔书。
过去的 9 年，对刘某及其同伙来说，是煎熬和惶惶不可终日；对荆门公安来
说，更是考验，是坚持不懈的努力，是负重前行斗志的结果。
羁押在看守所的刘某。

案发：天鹅广场深夜发生枪击案
2009 年 4 月 16 日 深 夜 10 时 40
分， 荆门城区天鹅广场休闲的人们已散
去，周边歌舞厅时不时传出的歌吼显得广
场还是那么热闹。
出租车司机段师傅像往常一样，将的
士停靠在广场路边， 期待歌舞厅出来乘
“砰”的一声响，车不自主地
客。 突然，车尾
向前滑行了几米。
“完了，被追尾了。 ”段师傅的好心情
一下子被破坏，他快速下车，发现车尾已
经完全损坏，追尾的是一辆崭新的黑色丰
田凯美瑞，车身撞得也不轻，再看该车驾
驶室，只见一男子趴在方向盘上，“是不是
酒驾？ 难道喝高了？ ” 段师傅迅速拨打
122。 很快，交警和 120 急救人员先后赶
到现场， 医生发现受伤司机瞳孔散大，已
身亡，身上有疑似枪伤。
案情很快传至市、 区两级公安机关。
突发命案，两级公安局局长、分管刑侦工
作的副局长以及侦查技术人员迅速赶往
现场。

时任市公安局技侦支队支队长熊杰，
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市公安局领导，“深
夜 11 点多了， 我们迅速在现场拉起警戒
线，向现场目击者了解情况，调看现场周
边视频监控，查找作案人。 ”
一出租车司机反映，当晚 11 时左右，
发现两辆车相撞后，两名男子从撞车的丰
田凯美瑞轿车的右边门出来，随后往白云
大道方向跑了。 两名男子身高在一米七左
右，中等身材，其中一个像穿蓝白相间的
运动外套，但没有看到相貌。
民警迅速沿白云大道追踪，并调集城
区巡逻力量设卡盘查，然而，没有发现作
案人踪迹。
当年，城区视频监控覆盖面低，发案
地周边均没有治安视频监控，无法获取作
案人体貌特征。民警经现场勘查，认定受害
人生前应该有过激烈的反抗， 犯罪嫌疑人
有可能受伤。 民警连夜对医院、诊所、药店
展开排查，走访城区出租车司机，通宵无
果。

摸排： 警方 9 年排查 6000 多人
经法医鉴定， 亡者刘先生 （殁年 48
岁，沙洋拾桥人）系生前被他人枪击左胸
部致心脏破裂导致急性失血性休克身亡，
生前系荆门某公司股东之一。
市公安局成立了由市公安局刑侦支
队、东宝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和龙泉派出所
50 余人组成的“4·16”工作专班，开展调
查走访，查找案件线索。
刘先生出事前的最后一个电话是打
给他公司同事李先生。 当晚，李先生在家
看电视， 接到刘先生的电话后与之聊天，
在电话里突然隐约听到有人和刘先生说
话，对方提出捎带一程，刘先生说凭什么
要带你，随后电话就断线了。 过了 5 分钟
后，李先生再打刘先生电话，无人接听。
“在发案的小轿车内，我们发现除了
受害人的血迹以外， 还有一滴新鲜血迹
不是受害人的，我们判断，其中一犯罪嫌
疑人持枪趁死者不备进入车的副驾驶
室， 另一犯罪嫌疑人持刀敲击主驾驶室
的车窗玻璃，后进入后排座位，共同威胁
刘先生， 刘先生强烈反抗， 左手有抵抗
伤，犯罪嫌疑人手部、脸部受伤的可能性
较大。 嫌疑人开枪打中刘先生，后车辆失
控撞车，两名犯罪嫌疑人逃离。 ”9 年过去
了，专案组民警、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大案
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段玉泉对现场的记忆
依然清晰。
案发 10 天后， 一环卫工人在荆门火
车站西侧的绿化带捡拾垃圾时，发现一支
用塑料袋装的仿六四式手枪， 经技术检
验，该枪即为刘先生遇害案涉案枪支。
综合案件现场和走访情况，专案组判
定此案为抢劫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应该为

谋财，作案人应该为两人，至少有一人为
荆门本地人。
以伤找人、以枪找人、以落脚点找人、
以交通工具找人，发布《悬赏通告》……尽
管都没有查获线索，但专案组深信，总会
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法医鉴定所所长
熊大成和法医们正是带着这种想法，不断
采集 DNA，“那时， 荆门 DNA 实验室本
地信息入库的不到 3000 人，基本上是有
违法犯罪前科的人员， 我们逐一比对，又
一个个排除。 9 年来，民警大兵团作战，跑
遍了可能关联作案对象的 58 个派出所，
采集比对排查 6000 多人。 ”
2016 年农历腊月廿九， 荆门公安获
悉一条线索， 疑似枪案作案人在武汉出
现。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刑事情报大队大队
长刘成尧带领两名民警迅速赶往武汉，开
展筛查，比对结果依然是失望。
由于受害人刘先生当年是荆门一公
司的总经理，正值年富力强之时，他的突
然遇害引发了种种猜想，传闻的背后就是
各种责难。
顶着巨大的压力，市公安局将“
4·16”
枪击案一直挂牌督办。
“回访受害人、回访目击者，我们将现
场的所有证据保全，穷尽了所有的侦查手
段，全国各地发生抢劫案、枪案就进行案
件串并，希望从中发现线索。 命案不破，专
班不撤。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长黄华军介
绍，近几年，荆门公安多次邀请全省刑侦
专家到荆门会诊，今年 3 月，在全市范围
再次开展疑难命案攻坚行动，寻找破案的
可能性。

攻破：刑事科学技术揭开悬案谜底
“我们所有的积累，都是为我们一朝 长董煜华的安排，熊杰带领精兵强将，突
攻破做准备。 ”2018 年 5 月 6 日，市公安 击行动， 在城南新区一面馆内将刘某抓
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 9 年前的“
4· 获，并迅速突审。
随后， 民警在城南新区君诚商务酒
16”天鹅广场命案告破，市公安局党委委
员、高新·掇刀公安分局局长熊杰感慨地 店将准备闻风而逃的犯罪嫌疑人许某冬
说：
“
随着公安信息化的不断拓展， 刑事 （今年 45 岁，掇刀人）抓获。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让原先一时无法
关进看守所，提审刘某，他的第一句
利用的现场痕迹、 物证成为新的侦破条 话是：“我可以不说么？ 过一段时间我再
件， 而公安大数据库的建立也为警方侦 说。 ”原来，刘某的女儿今年高考，他不希
破疑难案件提供了支撑。 ”
望自己的犯罪影响孩子情绪。 案件审查
2018 年 4 月 17 日， 民警在大数据 当然不能如他所愿， 但在随后公布案件
筛查中，终于获取重要线索，锁定家住掇 告破的信息中， 荆门警方没有公布其具
刀区的 45 岁刘某为“4·16”持枪抢劫杀 体情况，在相关法律文书的送达过程中，
人案重大嫌疑人。 至此，案件出现重大突 都有意回避了他女儿。
破。 经过秘密调查、比对，确认刘某即为
刘某被抓捕后，他妻子告诉女儿，爸
“4·16”案犯罪嫌疑人。
爸到外地出差了，得较长一段时间，不能
5 月 2 日上午，根据副市长、公安局 在家陪她高考。

动机：购房欠债抢劫杀人
刘某是荆门城区一家民营企业的部
门负责人，在同事眼里，他是一个很有担
当的人，大家用“不敢相信”来形容得知
他犯案时的心情。
在家人眼里，刘某是一个很细致、爱
家的好爸爸， 多年来一直坚持天天接送
女儿上学，对孩子无微不至。
这样一个看起来的“好人”究竟是怎
样步入犯罪深渊的呢？
身陷囹圄，刘某写了两封信，一封是
给受害人家属的忏悔书， 一封是给妻子
的。
2006 年，刘某进入一家民营公司上
班，每个月拿 2000 多元的工资。 虽然他
妻子没有工作，但在当时，相比普通人，
他家收入也算不菲了。
那一年，刘某家购置了新房，进行了
装修，因此欠下了 10 多万元的债，每个
月要还款 1300 元。 不能随心所欲地开
销，刘某逐渐萌生了对现实的不满情绪，
在社会交往中认识了无业人员许某冬，
两人如同遇到了知己，在一次次酗酒中，
埋怨社会不公，渴望一夜暴富，多次蓄谋
通过抢劫致富， 并于 2007 年从云南边
境购买枪支和子弹回荆门，准备作案。
到野外练习射击，物色作案时机，两
人一直在为抢劫作准备。 2009 年 4 月 16
日， 两人认为来了机会。 当晚 10 时 40
分， 在城区天鹅广场路边发现一辆崭新
的凯美瑞小轿车， 两人认为能开这车的
一定是有钱人，并一直尾随。 趁小轿车停
下之机刘某拉开副驾车门进入。 许某冬
起初持刀敲打驾驶室玻璃要求带一程，
司机没开门， 他转而拉开后座左侧门进
入车内。
刘某、许某冬两人一前一后持枪和刀
威胁，对司机实施抢劫，遭到激烈反抗，刘
某用枪对着司机开了一枪，右手在扭打中

受伤出血，车辆失控猛地撞向前面一辆的
士，两人见势不妙仓皇逃离现场。
回到家里， 刘某对妻子谎称是在单
位安装设备被铁丝挂了， 用云南白药敷
了一下，并贴上创可贴，没敢去医院。
听说司机死了，两人惶惶不可终日，
在刘某出钱资助下， 许某冬曾经跑到天
津避风头。
两人作案后， 起初将作案手枪由许
某冬带回埋在老家地下， 后又挖出来扔
到火车站附近， 欲以此迷惑警方的侦查
视线。
“人总是将要失去时，才备感珍惜，
案发人亡后才突然发觉这世上金钱其实
并不是我最重要的东西， 尽管我想到无
数条让自己消失远走他乡的路， 但我终
究放不下年幼可爱的女儿和温暖的家。 ”
刘某发现，警察没有对他产生怀疑，他决
定，过一天是一天。
3 个月后， 许某冬也悄悄地回到了
荆门。 两人从此有个约定，过一段时间要
通一次电话， 只要刘某的电话打不通或
者不接，徐某冬就赶紧逃跑。
2018 年 5 月 2 日上午，许某冬给刘
某打电话没人接，心中有些怀疑，准备去
城南新区刘某的家里看看。
与刘某这么多年事业成功、 家庭稳
定不同的是，40 多岁的许某冬至今仍一
事无成，单身一个，得过且过的生活让他
逐渐放松了警惕， 还没等他出门去找刘
某，警察就找上门来了。
“
9 年来，我无时无刻都在惊恐不安
中度过，夜晚经常在噩梦惊吓中醒来，害
怕观看法制类电视， 害怕与公安人员接
触。 ”刘某的忏悔书字字带悔，但世上没
有后悔药，当邪念产生、罪恶的枪声响起
之后，无论如何忏悔，都已无法抹去杀人
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