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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嫌疑人黄某是鹰潭贵溪市人，今年

54

岁。

25

年前，黄某在家乡因纠纷将一人杀死并

潜逃， 东躲西藏多地， 随后逃匿至铅山县新滩

乡，靠打零工和帮人养猪维持生计。 今年

10

月

29

日，犯罪嫌疑人黄某被铅山公安在新滩乡抓

获归案，标志着

25

年前发生在贵溪市的这起杀

人潜逃案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最熟悉的陌生人”引起民警关注

20

多年前的一天，铅山县新滩乡占村来了

一个年轻人，长相个头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也

不怎么说话，碰到询问的人，只是说自己父母早

逝，孤单一人，流浪至此，会养猪，只想赚口饭

吃。 村里人看其可怜，加上小伙子埋头肯做，谁

喊上帮忙他都不拒绝，而且从不搭茬生事，日子

一长村里人都把他当作“ 本村人”。

就这样，年轻人一直在村里靠着帮忙养猪、

打零工以及村民照顾维持着生活， 没有固定的

居所，没有朋友，而且不出远门，不想婚事，也不

和人交流，逢年过节也没见他回过家。村民们有

什么杂活都会找他来帮忙， 大家都对他“ 很熟

悉”却都不知道他的本名，有事只要喊一句“ 养

猪佬”，他便随叫随到。 后来，年纪大了的“ 养猪

佬”干脆住进了一处养猪场。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 可有可无”的人真正成了村民们“ 最熟悉

的陌生人”，似乎谁都不会特别关注他。

今年

10

月，铅山县公安局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攻坚深推，新滩派出所民警按照部署，挨村逐

户地走访摸排相关线索。 当民警来到占村时奇

怪地发现， 已经关门的养猪场竟然有个年纪蛮

大的人在居住，更奇怪的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人，

却没人说得上他到底是谁。 这个不起眼的线索

还是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并对此做了一番“ 功

课”。 民警出于职业素养，经过多次便衣走访找

到了他。这人

50

来岁，唯一的特点就是不说话，

任你如何攀谈， 他都一言不发， 便衣民警只能

“ 识趣离开”。

民警蹲守

6

小时将杀人逃犯抓获

但此人看人的眼神，让民警浑身不自在。民警

有个判断， 说他智力有问题或反应迟钝绝对是错

误的，相反，他的“ 应激反应”全部展现在了眼神

里。 民警随即将情况上报，而该县公安局认为，这

个小线索有必要去放大查实。令谁都没想到的是，

这一放大，还真就查出了一个天大的结果来。

该县公安局抽调了专门的警力， 兵分两路

核实此条“ 小线索”。 外围调查组的深入调查摸

排随即展开，民警很快掌握了“ 养猪佬”

20

年来

的生活情况及活动规律。 他的生活情况十分简

单，始终是大家认识却不知详情的“ 流浪汉”，过

着居无定所却足不出村的日子， 性格处事都十

分孤僻。 近年来都住在养猪场里，打杂为生，可

他智力正常却似乎没有过去，嫌疑陡增。而技术

甄别组则通过进一步的技术侦查， 民警得出一

个惊人的研判结果，那就是：此人很可能是杀人

逃犯黄某，而且他已经潜逃了

25

年！

惊人的发现坚定了民警查出真相的决心。

调查分析继续深入下去， 外调民警查证了杀人

逃犯的相关信息，基本能与“ 养猪佬”吻合匹配。

而此时，一个“ 铅山群众”提供的信息让民警再

次确认，“ 养猪佬”就是杀人逃犯黄某。

事不宜迟，各警种通力配合，人员精干、计

划周详的抓捕行动随即展开。 此时，一张大网

已然将杀人逃犯黄某牢牢罩住， 只待提纲一

收。

10

月

29

日，抓捕行动正式开始。 在掌握到

黄某一早出门谋饭食、下午回住处的详细情况

后，抓捕民警按照部署，一早就蹲守在养猪场

的关键位置上。 经过几番观察，最有利的抓捕

地形是黄某必经之处的废弃猪圈一带。民警小

张自告奋勇， 主动担负起第一抓捕人的责任，

不顾肮脏且臭气熏天的环境， 钻进了猪圈里，

一蹲就是

6

个小时。

经过一个下午的蹲守，当天傍晚，黄某回到

住处，走到猪圈旁边时旋即被民警抓获。被抓的

黄某一脸无辜， 矢口否认， 坚称自己是被冤枉

的。 他不知道的是，民警早已铁证在手。 在几番

审讯的较量下，最终，逃犯黄某还是低下了悔过

的头，如实交代了自己所犯罪行，等待他的将是

法律正义的审判。

（子元 甜甜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神秘男常年住猪圈 民警一查竟是25年前杀人逃犯

25

嫌疑人居住的废弃养猪场 嫌疑人黄某被抓获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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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驾车等绿灯时睡着

交警叫醒发现是酒驾

网上吵架演变成现实打架

三少年被行政拘留

男子以帮人提额为由

骗走一一万元“手续费”被抓

������11

月初的弋阳县叠山镇周潭村，只见一垄垄菊花

在明媚的阳光里竞相怒放，格外鲜艳。当地农户正提着

竹篮竹筐，趁着天气晴好抢摘菊花。 菊花，不仅是周潭

村一道亮丽的风景， 更是成为村民脱贫致富的“ 软黄

金”。说起菊花，大家都说要感谢“ 菊花姐姐”黄绿英，这

是怎么回事呢？

女老板回乡省亲

发现家乡适合建基地种菊花

在叠山镇周潭村能体验到“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的意境，不得不提已经远嫁到安徽黄山的黄绿英女

士。 在安徽黄山，黄绿英一直与退伍的丈夫做菊花、茶

叶的生意，看到黄山的花农生活富裕，她也想通过种植

菊花帮助娘家的乡亲们增收。

2017

年，黄绿英回弋阳

省亲时，与弟弟黄志恒经过多地考察后发现，叠山镇的

土质非常适合种植菊花。 而且那里优美的生态环境让

黄绿英与弟弟惊喜不已， 当场就决定要投资一个扶贫

项目———创办

130

亩的菊花种植基地。

菊花的亩产经济价值远高于传统农作物， 是种粮

食收益的

2

至

6

倍。清明前后开种，当年就有望收回成

本。为了能带动村民一起加入到种植菊花的产业中来，

黄绿英特意从安徽聘请专业的技术师傅常驻村里，为

菊花种植农户提供技术支持。不仅如此，黄绿英坚持按

批发成本提供种苗，按市场价收购村民种植的菊花。黄

绿英说：“ 这样既降低了种植户的风险， 也保证了他们

的利益。 ”

然而， 黄绿英的扶贫产业道路一开始并不是那么

顺利。

2017

年年底整田开种时，没经验的姐弟俩才意

识到，精挑细选的一块地居然是冷浆田，紧接着

2018

年的清明前后连续的大雨造成水灾， 菊花基地损失严

重，

50

多亩长到

6

寸高的菊花被大雨瞬间倾覆， 总计

损失

170

多万元。 黄绿英现在回忆起那场水灾时还心

痛不已，“ 水灾一来菊花便被冲走了

10

多亩，雨水浸泡

后又淹了

20

多亩，陆续的梅雨季又淹了

20

多亩。 ”

在风雨中，姐弟俩始终拧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劲，地

势低洼积水，他们就人工排沟、修沟、清沟，既然是冷浆

田他们就更加精心种植培育， 付出了比别人多百倍的

精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姐弟俩通过自己的双手，终于

获得了今天的满地菊花。

扶贫菊花分外香

带动

16

户贫困户种菊花致富

现如今，菊花基地培育出了金丝菊花、七月菊花、

婺源皇菊、休宁黄菊、贡菊等五大菊花品种和七大观赏

型菊花，带动了许多当地周边老百姓就业，年发放工资

30

多万元。 而且，种植菊花的贫困户也有不少，目前已

有

16

户贫困户共计种植了

180

亩菊花，产业覆盖弋阳

县

5

个乡镇，

2019

年有望增收

200

多万元。

周潭村农民华义发是受益菊花种植的农民之

一。“ 都是扶贫政策好，黄绿英帮我们引进了菊花种

植产业，我家一亩多地都种了，就拿之前刚采摘完的

七月菊花来说，一亩地能产干花

500

斤左右，今年市

场价每斤

30

元，一年效益就能达到

1.5

万元。 ”华义

发说，“ 这收入在过去想都不敢想， 现在我们的生活

也是越过越红火。 ”

弋阳县港口镇上坊村党支部书记廖邦利一直在为

村里寻找好的扶贫项目， 希望能够带动村里的经济发

展，之前尝试过种生姜、水果等各种项目，结果都以失

败告终。这次听闻叠山镇种菊花很有发展潜力，于是就

带头拿

40

亩地做了个尝试，虽然去年久旱久雨，但根

据目前菊花的长势肯定不会亏钱， 而且第一年就有望

创收。廖邦利说，“ 从目前来看，菊花种植是个农民增收

致富的好项目， 现在已有好几个农民希望明年也加入

到种植菊花的队伍中来。 ”

黄绿英告诉记者，下一步她将把“ 叠山菊花”作为

一个农业品牌来打造，打算引进更多的菊花品种，让菊

花田更加鲜艳动人。 同时，通过“ 菊花

+

农民

+

乡村游

+

现代农业产业”经营模式，将基地建设成菊花生态旅游

产业链条，让更多农民受益于菊花产业。

（夏华燕 朱佳慧 本报记者 朱晓春 杨小军 文

/

图）

16

黄绿英（左一）指导贫困户管理菊花

乱扔垃圾罚款 50 饶城一天处罚18 起不文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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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管局近期大力开展市容秩序“ 十乱”整治行动。

11

月

14

日，市城管部门通过“ 巡查执法

+

监控抓拍”的方式，

查处各类违反城市管理相关规定的不文明行为

108

起，

并对部分不文明行为信息和部分处罚案例予以曝光。

50 108

乱堆乱放。市城管局执法人

员巡查至饶城水南街道办对面

牛府车行门口时，发现该店工作

人员将机器放在店门口，该乱堆

乱放行为属于违法行为。 执法人

员立即对当事人李强进行批评

教育，并依法作出罚款人民币

50

元的行政处罚，责令其立即清理

干净。 当日，市城管局共处罚乱

堆乱放违法行为

1

起。

（本报记者 齐小龙 任晓莉

文

/

图）

乱停乱放。 市城管局执法

人员巡查至饶城赣东北大道金

钰大酒店门口时， 发现当事人

张平将非机动车随意停放，该

乱停乱放行为属于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立即对当事人张平进

行批评教育， 并依法作出罚款

人民币

50

元的行政处罚。 同

时，责令其按规范停放要求，在

非机动车停车线内顺向停车。

当日， 市城管局共处罚非机动

车乱停乱放违法行为

14

起。

乱扔垃圾。

11

月

14

日，市

城管局执法人员巡查至饶城凤

凰大道紫阳明星广场华浔品味

装饰店门口时，发现该店工作人

员把大量垃圾随意丢弃在垃圾

桶旁边，该乱丢垃圾的行为属于

违法行为。执法人员立即对当事

人王霄进行批评教育，并依法作

出罚款人民币

50

元的行政处

罚，同时，责令其立即清理，按规

范处置。 当日，市城管局共处罚

乱扔垃圾违法行为

1

起。

乱倒污水。市城管局执法

人 员 巡 查 至 饶 城 水 南 街 宝

贝女人店时 ，发现有楼上住

户 将 污 水 随 意 倾 倒 在 人 行

道上 ，该乱倒污水的行为属

于违法行为 。 执法人员随即

对 当 事 人 江 国 华 进 行 批 评

教育 ，并依法作出罚款人民

币

50

元的行政处罚 ， 责令

其立即清理 。 当日 ，市城管

局 共 处 罚 乱 倒 污 水 违 法 行

为

2

起 。

基地盛开的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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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水荣 旭东 记者杨小军报道：

11

月

11

日，

玉山男子郑某酒后驾驶小轿车竟然在等红绿灯时

睡着了。 郑某因酒驾被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依法

处以暂扣机动车驾驶证

6

个月、 记

12

分并罚款

1500

元。

当日清晨

6

时许， 玉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接

到报警称， 在城区人民大道与怀玉山大道交叉路

口红绿灯处， 一辆白色汽车一直停在左转弯车道

上，过往车辆纷纷避让，严重影响车辆通行。 接到

报警后，民警立即前往现场查看情况，让民警意外

的是， 驾驶员竟然在车内呼呼大睡。 民警打开车

门，一股浓烈的酒味飘出。民警遂要求驾驶员将车

辆熄火，并将其带至大队进行酒精检试，经酒精呼

吸检测为

45mg/100ml

，属于饮酒驾驶。据悉，驾驶

员郑某和朋友一起吃宵夜， 之后不顾朋友再三叮

嘱， 抱着侥幸心理驾车回家， 在回家途中等绿灯

时，酒意上涌倒头大睡。 郑某因酒后驾驶机动车，

被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依法处以暂扣机动车驾驶

证

6

个月、记

12

分并罚款

1500

元。

男子酒驾被查获

������

本报讯 记者杨小军报道：“ 我银行有关系，叔

叔在某银行上班，可以提升银行贷款信用额度。”受

害人施某由于轻信了王某的话后， 没能抵住提升

30

万贷款额度的诱惑， 结果被王某骗走

1.4

万元

“ 手续费”。 后施某发现被骗，遂报警。

接警后， 弋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经侦查发

现，王某已经潜逃，到银行了解也没有找到王某

的“ 叔叔 ”。 王某因涉嫌诈骗罪 ，被警方上网追

逃。

11

月

5

日，迫于警方抓捕压力，王某向辖区

弋阳县港口派出所投案自首， 其随后被移交办

案单位刑警大队。 经审讯，王某交代，自己和施

某有债务关系。 有次在施某店里聊天时，得知他

为了方便资金周转，想提升银行贷款信用额度。

自己便接上了话茬，谎称银行有关系，叔叔在某

银行上班，还胡乱编造了个名字，且表态在原有

基础上提升

30

万的贷款额度。 为了让施某信以

为真 ，他用以前手机号注册的微信冒充“ 叔叔 ”

的身份添加了施某为微信好友， 承诺一周内就

把提额业务办好 ，并以“ 手续费 ”名义从施某处

要了

1.4

万元钱。 目前，王某（ 男，

28

岁，叠山镇

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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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曼恬 记者杨小军报道：

11

月

1

日

早上

7

时

48

分，横峰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城区中队

民警巡逻至新建路母婴店门口路段时， 发现一辆

轻型普通货车车牌处插着一张纸片， 涉嫌故意遮

挡号牌，民警遂上前进行查处。

经民警查处，驾驶人童某坦白：因需要在新建

路母婴店门口附近停车载货，为图方便，他便用纸

片将车牌遮挡后直接停在禁停区域， 自以为这样

就可以躲避电子监控的抓拍。 执勤交警现场责令

童某将车牌恢复原状，并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其故意

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

200

元、记

12

分。 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按规定悬挂并确保

号牌清晰、完整是驾驶人的责任，企图通过遮挡、

污损或者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方式逃避电

子警察的抓拍，等待的只会是法律的严惩。

������

本报讯 记者杨小军报道：几名少年在网上发

生争吵， 一怒之下要现实约架， 不料对方就在附

近，还带来了一伙帮手，于是网上吵架演变成了现

实打架， 结果

3

名参与打架的人因涉嫌寻衅滋事

分别被拘留。

10

月

29

日， 在广信区应家乡一宾馆内，多

名少年手持挂衣架、扫把等互相殴打，造成多人

受伤，连劝架的宾馆老板娘也未能幸免，头部被

打受伤。 广信区公安局应家派出所接警后，立即

出警处置，现场抓获违法嫌疑人

3

名。 经查，铅

山籍违法嫌疑人蔡某、 付某与谢某相约到应家

乡游玩。 期间，蔡某在某短视频

APP

上评论一男

子发布的视频，后被视频发布者删除，蔡某不服

继续评论，又被删除，气不过的蔡某遂添加男子

微信，双方进而在微信上进行谩骂，直至扬言约

架，蔡某还大胆报出了自己所在宾馆的房间号。

岂料，发布视频的男子正是应家人，立马带领五

六名男子赶到宾馆。 目前，应家派出所依法对蔡

某处以行政拘留

10

日处罚，对谢某以及付某处

行政拘留

5

日处罚。

司机为逃避电子警察抓拍

用纸片遮挡号牌被查

1

.

4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