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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2月 31日，台江女子王

某艳重新回到她阔别了 23年的家乡，

但她的归来有些特殊， 是被台江县公

安局民警从福建押解回台江的。

1996 年， 因无法面对感情的变

故，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王某艳将男

友杀死后潜逃。

23 年来，她东躲西藏，每天都在

战战兢兢中度过， 从不敢与家人联

系，即使生病也不敢去医院就诊……

20 多年前， 王某艳与在台江县

施洞镇电影院上班的男子张某权自

由恋爱，期间，王某艳先后三次堕胎。

1996 年， 王某艳提出与张某权

结婚时，遭到男方父母的反对，男方

父母还为张某权介绍了女朋友，这让

王某艳内心无法接受。

同年 7 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一

名女子来张某权宿舍借书时，王某

艳质问张某权那名女子是谁。

张某权告诉王某艳， 有一次他

喝酒醉了，把那名女子当成王某艳

并与其发生了关系。

王某艳听后十分生气，随后两人

发生争吵。 争吵中，王某艳拿刀刺进

张某权的胸口，导致其失血过多休克

性死亡。

案发后，王某艳畏罪潜逃，后被

台江县公安局网上追逃。

一晃 23年过去， 当年办案的很

多民警都已退休。 期间，台江县公安

局换了 5任局长、多任刑侦大队大队

长。 但不管是哪位领导在任，心里都

惦记着这起县局少有的、久侦未破的

命案， 侦办民警也换了一批又一批，

但从未放弃对王某艳的追捕。

20 多年来， 民警们先后奔赴全

国各地，通过走访群众、重金悬赏、秘

密布控等方式展开侦查、追捕，却始

终没发现有价值的线索，王某艳就像

人间蒸发了一样。

2019 年底， 台江县公安局一把

手亲自研究部署，要求追逃专班穷尽

一切手段办法，尽早实现命案逃犯清

零的目标。

当年 12月， 通过前期信息的摸

排，民警在福建省南平市蒲城县公安

局的支持下，经人像比对发现，蒲城

县的李晓兰与王某艳相似度极高。获

此线索， 台江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

长杨顺灯立即组织追逃小组作进一

步核对。经过各类信息的综合分析比

对，民警发现，李晓兰就是王某艳！

12 月 31 日， 潜逃了 23 年的王

某艳被民警押回台江。

杀害男友 女子潜逃23年

台江县公安局5任局长缉凶，最终通过人像比对找到她

据王某艳交代，当年案发后，她

连夜潜逃，一路途经凯里、贵阳，又

辗转于重庆、黔江等地，最后到广东

惠州、福建建阳等地打工。

后来， 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金

某和并生儿育女 （大儿子已经 22

岁，在读大学，二儿子已有 13岁，在

读初中），在当地开了一个流动快餐

摊点，但因怕暴露身份，两人没有办

理结婚证， 平时生病了也不敢去医

院就诊，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度过。

逃亡中，有人认错人叫她李晓

兰，于是她就一直沿用这个名字。多

年来，王某艳东躲西藏，异常谨慎，

虽然她十分想念年迈的父亲， 仍与

在台江的家人彻底断绝了联系。

“当时我是一时冲动。事发后，

我十分后悔， 觉得对不起家人，也

对不起受害者。” 王某艳告诉民警，

他与受害者从 12 岁起就认识，两

人谈恋爱八九年， 因冲动酿成大

错。 这些年来，她经常做噩梦，见到

警察就紧张，被抓后，一路担惊受

怕的她顿时感觉轻松了。

等待她的，将是法律公正的审

判。 ■张鸿 李显明 吴如雄

23年逃亡路 战战兢兢中度过

因情捅杀男友

5任局长追逃

人像比对擒凶

王某艳被押回贵州

本报讯 1 月 13 日，全省公安机

关举行“1·13禁赌宣传日”活动。 据

悉，2019 年，全省公安机关始终保持

严打高压态势，不断压缩赌博活动空

间，持续铲除赌博滋生土壤，共查破

赌博案件 4000 余起， 惩处违法犯罪

人员 2万余人。

2019 年 5 月 8 日，省公安厅召

开了全省公安机关深化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深入开展扫黄禁赌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动员部署全省公安

机关开展为期 2 年的打击整治黄

赌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为使专项行

动取得实效，省公安厅制定下发了

《贵州省公安机关扫黑除恶打击整

治黄赌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工作方

案》，成立了工作专班，制定了工作

目标，明确了打击重点，提出了具

体工作措施及要求。

在专项治理中，野赌治理方面，

各级公安机关在强化宣传、预防、发

动的基础上， 积极创新打击整治新

模式， 从根本上解决打击野外流动

赌博发现难、 取证难、 抓捕难等问

题， 各地相继破获一批野外流动赌

博大要案件； 乱点治理方面，2019

年将全省各县（市、区）赌博问题相

对突出区域列为涉赌治安乱点予以

挂牌整治，打防结合，多措并举，社

会治安环境进一步得到净化； 场所

治理方面， 各级公安机关开展了公

开与暗访相结合的场所治理模式，

电玩赌博、 娱乐场所赌博得到有效

查禁；网络治理方面，部署开展对网

络赌博违法犯罪专项打击工作，成

功破获了黔西南州“2·11” 网络赌

博案（查获涉案资金 1500 余万元，

7 名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犯罪嫌疑人

被执行逮捕）等一批网络赌博大要

案件， 有力震慑了网络赌博违法犯

罪分子。

此外， 针对全省赌博违法犯罪

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新趋势，全

省各级公安机关集全警之智、 倾全

警之力，建立常态研判机制、大案督

办机制、暗查暗访机制、警种协作机

制、举报奖励机制、定期宣传机制等

新机制、新方法、新举措，开展长效

治理。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全省公安机关举行“1·13禁赌宣传日”活动

严打赌博 去年两万余人被惩处

本报讯 1月 12 日 ，一辆超员

186%的非法营运的面包车被贵

阳交警查获 。 因涉嫌危险驾驶

罪， 面包车司机将面临刑事拘留

的处罚。

当晚 20 时 20 分，贵阳市公安交

管局云岩分局五中队民警在百花大

道湖南商会附近设卡夜查酒驾，在

拦下一辆面包车检查时， 民警发现

该车核载 7 人，实载 20 人，超员 13

人，超员率高达 186%。

事后，民警经过询问初步查明，该

车涉嫌非法营运，车上有 17人是外出

务工返乡的民工。

原来，当晚，这些返乡民工在火车

站下车后，遇到正在喊客的驾驶员，便

跟随驾驶员在体育馆附近上车， 准备

乘坐非法营运车辆返回织金。

据民警介绍， 为了保证旅客安

全，民警通知运管部门前来，协调旅

客转乘正规营运车辆返乡，并由运管

部门将涉嫌营运车辆暂扣。

此外，驾驶人因驾驶非法营运车

辆并严重超员， 已经涉嫌危险驾驶

罪，将面临刑拘的处罚。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强）

面包车超载13人 司机面临刑拘

贵阳民警在百花大道设卡夜查酒驾———

车旁站满超载人员

请人抱下娃娃

女子一去不返

■新闻速递

本报讯 “望见报后其亲生父母

与我联系，逾期我将按照法律程序办

理一切相关手续。”近日，家住修文县

的韩女士在《贵阳晚报》上刊登了一

则“寻找弃婴亲生父母”的公告 。

原来，2019年 9月 12日， 韩女

士搭朋友顺风车从修文赶到贵阳，

准备参加朋友母亲的生日宴， 在贵

阳市大营坡银嘉花园下车后， 她看

到菜场入口有个 20 岁不到的女子

抱着婴儿跟她打招呼， 请求帮她抱

下娃娃，她去附近上个厕所。

韩女士没多想， 接过娃娃抱了

起来。 没想到 20 多分钟过去，都不

见这个姑娘回来。 韩女士不敢四处

走动，怕她一会儿要回来，就在原地

等了一个半小时，酒都没吃成。

眼见女子一直未归， 韩女士猜

测，小孩多半是被遗弃了。

韩女士翻了一下孩子的包裹，

发现里面有记录他生辰的一张纸

条：出生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10 日。

因担心婴儿是因天生缺陷被亲生父

母遗弃， 韩女士抱着他跑到附近的

医院做了检查，发现他身体健康。

见娃娃一直在哭， 韩女士觉得

他很可怜，便把他带回了修文老家，

将他一直养到了今年 1月。

“我和家人都很喜欢这个娃娃，

我也有孙子孙女了，但家人们都说，

这个小孩既然‘投奔’ 到我家，也是

一种缘分，大家都会好好照顾他。 ”

韩女士说。

最近，为给男婴上户口，她跑了

多处，到了派出所，民警告知她，需

在报纸上刊登寻找其亲生父母的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 45 天后，若仍无

亲生父母认领，就可给娃娃办户口。

于是，韩女士在《贵阳晚报》上

刊登了这则公告。韩女士称，若确认

是孩子的亲生父母来认领， 她肯定

会将小孩送回其亲生父母身边。 如

果他的亲生父母没来认领， 她希望

能继续好好地养下去。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一市民登报为孩子找亲人

萌萌的宝宝急寻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