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2 月 7 日晚，遵义市湄

潭县一位村民， 在乡村公路上被车

辆撞伤，终因抢救无效身亡。在现场

没有任何痕迹和监控的情况下，当

地交警经多方查找， 最终从一张模

糊的照片着手找到真凶。

2 月 7 日 18 时 57 分， 湄潭县

城市综合管理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一位姓宋的女士称， 其丈夫在湄潭

县鱼泉镇鱼嘴巴（地名）路段的斑

马线上，被车撞伤。

鱼泉交警中队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时看到， 一名男子倒在道路右侧

护栏堡坎下，伤势十分严重。 但是，

现场既没有肇事车辆， 也没有任何

痕迹及车辆残片。

当晚 23 时左右， 医院传来消

息：被撞行人陈某因伤势过重，抢救

无效身亡。 湄潭县公安局立即启动

逃逸案件命案侦破机制，进行侦破。

“报案人称是一辆普通二轮摩

托车肇事逃逸， 但我们排查了十几

个小时， 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

索。 ” 交警大队办案民警说，报案人

是农村妇女，对车不熟悉，在夜间视

线不好的情况下， 会不会把三轮车

看成二轮车？

经对卡口排查， 民警发现事发

时段确有一辆红色三轮车经过，但

该车速度极快， 无法获得车牌及详

细特征。 “当时还有一辆公交车与

该三轮车对向驶过， 但因三轮车速

度太快， 公交车的监控也看不清该

三轮车的情况。 ” 民警说。

最后，细心的民警发现，在嫌疑

车辆过卡口的过程中， 可以模糊地

看到嫌疑人的面容。 民警决定调整

思路，以人找车，最终发现湄潭县洗

马镇新场村的田某龙，有重大嫌疑。

2 月 8 日 20 时， 民警赶赴田

某龙家中将其抓获，并找到了嫌疑

车辆。

开始， 田某龙并不承认自己驾

车撞人，经过一番劝说后，他终于交

代自己驾驶三轮车撞人后， 因害怕

承担责任而迅速逃离的事实。

目前， 嫌疑人田某龙已被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杨飞 本报记者 黄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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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 11日，农历正月初

七，进入了猪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大

家春节期间网购的东西也会在农历

正月初八陆续发货。 而春节后是各

类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活动的高发时

段，对此，警方提示，谨防以下六类

电信网络诈骗。

第一，机票退改签类。 贵阳市反

诈中心负责人沈晖说， 过了正月初

六，很多人回城工作，有一部分人着

手买特价机票， 不法分子会抓住这

个机会，发送航班延误、取消、涨价

或降价等短信给订票人， 并诱导其

发送验证码等进行诈骗。

第二，春节期间很多人买年货，

发压岁钱，走亲访友花了不少钱，过

了年就面临“经济危机” ，这就给了

网络贷款诈骗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而网贷诈骗确实也在春节期间进入

高发期。

第三，年后找工作，要谨防招工

诈骗。 切勿轻信网上高收入的暴富

工作， 年后找工作切勿在网上填写

个人信息。

第四，假冒快递诈骗。 由于春节

期间快递停运，包裹积压过多，而物

流信息迟迟未更新， 不法分子会瞅

准这个机会，假冒快递公司，声称快

递丢失，给予买家补偿或退款，并诱

导添加买家微信或支付宝， 诱导其

输入账户，姓名，持卡人等信息。

第五，冒充熟人诈骗。“我是××

我给您拜年了， 我换号了， 你记一

下” ，贵阳市反诈中心负责人沈晖说，

春节期间，这种拜年的诈骗信息也有

很多，一旦你放松警惕，老套骗术便

会上场，稍有不慎就会上当受骗。

第六，兑换积分诈骗。春节期间，

不法分子会冒充 10086 发送兑换积

分或领取福利的短信给手机用户，并

提示用户登录网站或输入验证码领

取，还有激活账户领取红包等诈骗方

式。 一旦按照对方的操作提示，最后

会发现银行卡被一步步套空。

警方提示： 节后诈骗方式形式

多样， 切记不要轻易发送验证码给

别人， 转账汇款发红包也要注意确

认相关信息。 （实习记者 雷琴）

春节长假后等快递、买机票、找工作要当心———

警方提示谨防6类网络诈骗

本报讯 2月 6日， 农历大年初

二， 这天是一名在遵义失足的少年

刑满释放的日子。 不过，由于一直没

有亲人联系方式， 新年出狱的他面

临无家可归的窘境。 最终，在汇川区

法院、公安等部门努力下，少年重新

回到了家人身边。

这名还未满 18 岁的男子军军

（化名），原籍河南。 据汇川区法院

法官介绍， 军军父亲早逝， 母亲改

嫁。 几个月前，军军因在遵义涉嫌盗

窃，被警方抓获。

“也许是出于自尊，军军始终不

肯告诉我们他亲人的姓名和联系方

式。 ” 办案民警说。 案子到了汇川区

法院后， 军军仍不愿意提供任何联

系方式。

经审理后， 法院判决军军盗窃

罪名成立，判处 4 个月拘役，并处罚

金 500 元，并将于 2019 年 2 月 6 日

刑满释放。

“军军出狱的那天是大年初

二，他的家人应该连他犯法都不知

道，怎么会去接他出狱？ ” 汇川区法

院法官说，军军无生活来源，又身

无分文， 出狱后的他该何去何从？

如果安置不好，军军可能重新走上

犯罪道路。

春节前， 汇川区法院、 公安部

门， 也一直在试图寻找军军亲人的

联系方式，但仍没有着落。 为给军军

一个安身之所， 汇川区关工委与遵

义市救助站联系， 为军军 “开绿

灯” ，提供临时安置之所。

正月初二这天， 汇川区法院办

案法官周朝晖， 与汇川区高桥派出

所谢警官等人， 驾车前往军军羁押

的地方湄潭看守所， 迎接军军 “回

家” 。 在高桥派出所，法官与民警和

军军一起包饺子、过新年，并继续寻

找其家人电话。

庆幸的是， 高桥派出所民警经

多方查询， 终于找到疑似军军河南

老家叔叔的电话。 “我们经过打听，

对方确实是军军的叔叔， 他还提供

了军军亲姐姐的电话。 ” 民警说。

远在广州的姐姐，听闻弟弟的近

况后，也是十分心疼，因姐夫也在上

班无法抽身，姐姐安排其他亲属前往

高桥派出所，将军军接回家。至此，这

名失足少年终于有了容身之处。

“得到这么多人的关心，过完年

后我一定好好找份工作。 ”军军说。

（本报记者 黄宝华）

本报讯 “你在下车的地方等着

我，我把手机给你送过来。 ”这是贵

阳市民陆女士在春节里听到的最暖

心的话。

2月 7日， 也是农历大年初三，

陆女士从乌当中学打车到新添寨，

下车后不久， 她发现自己的手机掉

在了出租车上。 心急如焚的陆女士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用另一个手机

拨打了自己手机的号码， 没想到居

然被出租车师傅接通了。

“师傅很客气地告诉我，让我不

要着急。 ”陆女士告诉记者，那时出

租车已经开到了几公里以外， 原本

自己想再另外打车去找出租车师傅

拿回手机， 没想到他却主动绕路把

手机给自己送了回来。

过了 8分钟， 这辆车牌为“贵

AUG

658”的出租车来到陆女士面前，

司机师傅把手机归还给了陆女士。 这

时，陆女士拿出了一个红包想借此表

达谢意，但被师傅婉言谢绝了。

由于在归还手机时正好有其他

乘客上车， 陆女士没来得及问这位

出租车师傅的姓名， 因此她想借助

媒体表达对师傅的感谢。“愿师傅一

路平安，全家安康，新年快乐。”陆女

士说。 （实习记者 罗林）

失足少年出狱无亲人陪伴———

法官民警为他联通回家路

拾物不昧还婉拒红包———

贵阳的哥绕路送还乘客手机

一张模糊照片

锁定肇事司机

■新闻速递

事发夜间乡村路， 被撞村

民不幸死亡

法官在派出所陪军军吃饺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