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2月27日 星期三

社会

SHEHUI

A

06

编辑／版式 杨源 校对／ 王玲

讣 告

我夫张中笑因病于 2019

年 2月 26日 08 时 02 分与世

长辞，享年 80 岁，灵堂设于

大营坡殡仪馆正业堂， 特告

知众亲友。

妻 舒宝琴 率

儿:张泉 儿媳：万红

女：舒冉婷

泣告

2019年 2月 26日

本报讯 经最高人民法院

核准，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昨

日依法对 4 名故意杀人犯执

行死刑。

据悉， 罪犯宋某平、 朱某

兴、应某连、杨某目无国法，故

意杀害他人，手段极其残忍、情

节极其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给

贵阳市社会治安环境和广大人

民群众造成恶劣影响。

据介绍，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依法对四名罪犯执行死刑，体

现了人民法院坚决打击严重刑事

犯罪，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决心，彰

显了法治的威严。

（实习记者 成虹飞）

4名故意杀人犯昨被执行死刑

2016 年 1 月中旬以来， 罪犯宋

某平与被害人黄某以男女朋友身份

同居， 黄某 9 岁的女儿王某也和二

人一起居住。 2月 14日晚 8时许，宋

某平与黄某因生活琐事又发生争

执，便用菜刀砍杀、手掐黄某颈部致

其死亡，接着又将王某勒死。

2017年 1月 25日 10时许，罪犯朱

某兴在修文县久长镇久长村铁路旁，看

到路人张某从其身边经过，决定杀死张

某以发泄私愤。 在刺杀被害人后背及

腹部后，他又搬起一块石头猛砸被害

人头部，直至被害人死亡。

罪犯应某连与被害人钟某系朋

友，二人认识期间，应某连陆续借钟

某人民币 2 万余元。 2016 年春节将

至，钟某多次催促应某连还钱。

同年 2 月 6 日 8 时许，被害人

钟某与应某连一同驾车前往花溪

区， 准备由应某连借钱还给钟某。

二人在贵阳往花溪方向竹林村路

段一回转车道边上停车等候期间，

应某从车内后排持刀捅杀钟某，致

其当场死亡。

2016 年 9 月 23 日 9 时许，罪

犯杨某在贵阳市珠江路一公厕附

近因琐事与谢某发生口角纠纷，

杨某遂持刀刺切谢某颈部， 致其

当场死亡。 ■实习记者 成虹飞

发生争执 致死母女

为泄私愤 杀害路人

借钱未还 捅杀债主

口角纠纷 刺死他人

■案情回顾

本报讯 昨日， 遵义男子邓某买

牛奶使用微信支付时，一不小心点错

数字，花了 5000多元。因收款方拒不

退还，双方闹到了派出所。

今年 50 多岁的邓某视力较弱，

平时都要戴眼镜。 26 日中午，他去自

家附近的一个超市，看到门口有促销

牛奶的摊点，每大盒售价 25 元，便决

定买一盒。

据介绍，因为本来还要去银行取

钱，邓某想到难得跑银行，便跟牛奶

促销员商量： 他连带买牛奶的钱，通

过微信转 525 元钱给促销员，后者收

钱后，给他 500元现金。

不料，因未戴眼镜，邓某在手机上

输入转款金额时，多按了一个“0” ，使

转款金额变成了 5250元，当时他并未

发现。 离开现场约 10多分钟后，收到

银行的短信提示， 邓某方才发现转款

错误，于是赶忙返回找促销员。

“她最初承认我多转了钱，但要求

我给‘感谢费’ ，只返还我 4500元。 ”

邓某说，双方为此还争执了一阵，后者

就不愿再将钱转给他了， 并接受旁人

“要退钱的话，你去法院”的建议。

记者赶到时，罗姓促销员已被遵

义市红花岗区迎红桥派出所民警带

走。而邓某及其亲属正在跟罗的一名

同事理论。 他认为，正是这名同事的

话，才使得罗某改变了退款的主意。

不过，罗姓促销员的同事表示否

认，认为这是邓和罗之间的事，与自

己无关。

就在记者时， 几个民警赶来，将

罗某的这个同事也传唤到派出所。

18时许，经过连续数小时的调查，

罗某终于承认收到邓某转款， 并未向

邓某退还过多支付的钱。

经民警做工作以及家属的劝解

后， 她同意通过微信退回多收款项。

民警同时对其同事提出严厉批评。

当日 19 时许，在民警的见证下，

邓某拿回了多支付的钱款。

（本报记者 黄黔华）

用微信支付时多按了个“0” ———

买盒牛奶 他花了五千多元

促销员索“感谢费”未果，不肯归还，双方闹到派出所

本报讯 2 月 23 日晚，遵义一男

子因酒驾在高速公路上睡着了，次

日醒来准备驶车离开时被民警查

获。 经检测，该男子的“隔夜酒” 仍

达到醉驾标准。 令民警吃惊的是，他

一个月前才因醉驾获刑释放。

2 月 24 日上午 9 时， 遵义道安

高速大队接警： 一辆小客车在道安

高速公路余庆龙家收费站下站匝道

口处，已停留较长时间。

“我们抵达现场时，正好看见

一辆施救车刚对停留车辆施救完

毕，准备驶离现场。 ” 民警说，他们

立即示意这辆白色的贵 C 牌照小

车接受检查。 司机刚降下车窗，民

警就闻到了酒味。

见状， 民警立即将其带至中队

接受检查。

民警询问得知， 司机姓何，于

23日晚与朋友在湄潭喝酒。 酒后，

何某驾车前往余庆县龙家镇接人。

当其驾车行驶至龙家收费站匝道

时，因酒意来袭，实在开不动车了，

他便将车停靠在匝道的应急车道

内后熄火休息。

24 日上午 8 时， 何某一觉醒来

发现，车辆已没电了，便步行出站寻

找救援车辆，当车辆修复完毕后，他

准备驶离时，被民警截获。

经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何

某每 100ml 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

226mg，仍处于醉酒状态。

“何某于 2018 年 8 月因醉酒后

发生事故，驾驶证被依法予以吊销，

并判处拘役， 今年 1 月上旬才释

放。 ” 民警说，不到 1个月的时间，何

某又在驾驶证被吊销的状态下，再

次醉酒驾驶机动车。

目前， 何某因无证驾驶的违法

行为，被处以行拘 15 天、罚款 1000

元。 涉嫌危险驾驶罪案正在办理中。

（郑忠怡 本报记者 黄宝华）

酒后驾车犯困 他在高速路上睡一夜

该司机次日醒来仍处于醉酒状态，被遵义警方查获

本报讯 2 月 26 日， 一辆货车

撞到路中护栏后驶离现场， 这一

过程及肇事车车牌被监控拍下。

目前， 交警希望肇事司机能主动

到交警队接受处理。

据乌当交警介绍，2 月 26 日

11时 20分，乌当交警三中队民警

在辖区美年达酒店路段发现，一

段长约 20 米的道路中央隔离护

栏倒地，影响了道路通行。

交警调取该路段的路面监控

发现，当日上午 11 时 18 分，一辆

车牌为贵 A511L5 的轻型厢式货

车经过时， 撞倒了道路中央隔离

护栏。 之后，货车从倒地的护栏上

碾压过去，直接驶离了现场。

26日下午， 乌当交警对这起

肇事逃逸交通事故进行了曝光，

希望货车驾驶员或车主能主动到

交警队接受调查处理， 否则乌当

交警将依法采取措施进行布控和

锁定肇事车辆， 并追究相应法律

责任。 （本报记者 李强）

■新闻速递

挂倒20米护栏

司机开车溜了

交警喊话货车司机：快去

交警队接受处理

本报讯 一男子送孩子上学

后， 转身便喝得酩酊大醉， 倒在街

头。 路人发现报警，民警送他回家。

记者了解到，昨日 7时 40分左

右，正是上学高峰，贵阳市云岩公安

分局巡逻（特警）大队二中队七网

格民警索继祥与同事在百花大道野

鸭中学周边值守时，忽然收到警情：

一男子倒在茶园路菜市场门口。

民警赶到现场看到， 一名 50

岁左右的男子躺在地上， 满身酒

气，无法站立行走，身边还有一位

80多岁的老人。

老人告诉民警，她是男子的母

亲。 当日早上，男子送孩子去上学

以后，转身便去喝酒，不料喝得太

多，醉倒在地。路过的熟人见状，赶

紧通知男子家人来接其回家。

由于年纪过大，老人一人无法

扶起儿子，民警于是帮忙将男子扶

上巡逻车， 将他与老人一起送回

家。 （本报记者 李慧超）

送娃上学后

他喝醉倒街头

路人发现报警， 他被民警

送回了家

民警将涉事女子带回派出所

何某停车高速路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