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经半年的攻坚克难尧艰苦鏖战袁4
月 28日晚袁市公安局成功侦破系列砸车
盗窃财物案件袁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流抓
获归案袁破获系列撬砸汽车盗窃案件近
百起遥

夜幕野鬼影冶袁迷雾重重
2017年 11月份以来袁 城区锦江名

城尧中山北路尧龙珠路尧锦绣花园和象泽
大道等多个路段接连发生私家车车窗
被砸尧车内物品被盗案件遥 嫌疑人在案
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线索袁发案
时间均为深夜袁且每次均有多辆汽车被
砸袁案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遥
砸窗盗窃案屡屡发生袁引起了市公安

局主要领导高度重视袁要求刑侦部门成
立专案组袁 深入细致查找案件线索袁全
面摸排嫌疑人信息袁 力求尽快攻克案
件尧确保广大市民财产安全遥
然而袁经初步侦查袁发现犯罪嫌疑人

作案手法多样袁 时而采用工具撬窗尧时
而采用砸窗尧时而用弹弓破窗袁且案发
当天现场十几辆汽车无选择性地被砸袁
多辆车主反映袁 车内并无明显翻动痕
迹袁甚至有些车主放在后备箱内的物品
乃至名贵烟酒仍丝毫无损浴 这些奇怪的
现象袁 给案件的侦破蒙上了一层迷雾浴
是团伙作案还是单人作案钥 如此诡异的
行为袁是为了泄愤袁还是为了图财钥

抽丝剥茧袁初现端倪
在一系列的疑问中袁 侦查民警加大

侦破力度袁经大量调查袁发现嫌疑人往
往选择监控盲区或者树木较多的停车
路段实施破窗盗窃袁从作案手法尧时间尧

地点分析袁嫌疑人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
力袁应为盗窃惯犯或野老手冶袁其留下线
索极微袁办案民警深感侦破此类案件的
难度遥
通过昼夜鏖战袁 对有限的线索进行

研判分析袁并结合现场勘查袁一名戴帽
穿黑衣尧 年龄约四五十岁男子浮出水
面袁 这名男子屡屡出现在案发现场附
近袁但通过对案发路段群众的走访调查
发现袁 该男子作案时间多为下半夜袁该
时段大多居民已经入睡袁 街上行人极
少袁没有目击证人袁难觅嫌疑人踪迹遥 该
男子在多起案件发生时均在案发现场
出现彼此之间的相似度很高袁且明显对
瑞金地形熟悉袁民警大胆推测袁该系列
案件为同一男子所为袁很大可能是瑞金
本地人作案遥
可是袁这名男子究竟是谁钥 频频出手

究竟为何钥 为何现场附近袁又从未发现
他的任何交通工具钥

山穷水尽袁再入僵局
在此情况下袁 民警开始有针对性的

对瑞金籍有盗窃前科人员进行排查摸
底袁并继续开展排查走访工作袁最终通
过一起锦江名城被盗车辆案件勘查现
场资料锁定了一名嫌疑人袁侦查民警顺
藤摸瓜一举抓获该名嫌犯杨某芳袁这让
侦查民警喜出望外袁 立刻开展审讯工
作袁但该名嫌犯只承认了自己在锦江名
城砸车盗窃 10余起案件袁其他均非他所
为遥 侦查民警一边继续开展审讯攻势袁
一边翻看视频资料袁对其他案发地点的
嫌疑人进行甄别袁发现杨某芳虽与警方

苦苦追寻的野鬼影冶相似袁但其走路方式
却截然不同袁野鬼影冶应是另有其人遥 果
不其然袁在抓获嫌疑人杨某芳后袁城区
仍在继续发生砸车盗窃案件遥

侦查民警又继续开展走访调查工
作袁又在一起系列店铺被盗案中抓获了
一名嫌疑人杨某袁该名嫌犯也曾有利用
弹弓破坏车窗玻璃实施盗窃车内财物
的前科劣迹袁但民警通过审讯和研判分
析袁该名嫌犯与视频中的野鬼影冶年龄相
差较远袁 并非侦查民警的最终目标袁案
件又一度陷入困境遥

是否在一开始袁侦查方向就出现了
偏差钥 办案民警不禁对自己产生了怀
疑遥 但是袁一起接一起的警情指令尧一份
接一份的立案决定书时刻鞭策着办案
民警袁他们变压力为动力袁昼夜奋战袁坚
决要拿下这块难啃的野硬骨头冶遥

柳暗花明袁疑犯落网
案件未破袁民警彻夜难安袁一方面袁市

公安继续加大对违法犯罪份子打击力
度袁一方面袁对城区重点区域加强巡逻
防控遥 2018年春节过后袁瑞金城区砸车
盗窃案件一度野风平浪静冶遥
嫌疑人是否会前往相邻县市继续作

案钥 专案组民警扩大侦查范围袁果不其
然袁通过与邻县公安机关沟通袁发现会
昌县发生多起此类案件后袁瑞金刑警实
行串并案袁排查可疑人员袁最终在一处
高清监控点发现了那名熟悉的野鬼影冶袁
又是戴帽穿黑衣尧中等身材尧四五十岁
的男子袁在一段监控视频中袁这名男子
的一个特征袁 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院

在行走缓慢时袁这名男子左脚有点不方
便袁而正常行走时袁却没有这种现象浴
发现这一线索后袁 侦查民警喜出望外袁
继续对前科人员排查分析袁通过大量的
信息研判袁 最终锁定了这名夜幕下的
野鬼影冶 就是具有多次前科劣迹的犯罪
嫌疑人李某流遥

4月 28日晚袁 刑侦民警与泽覃派出
所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流一举抓获遥
经审讯袁犯罪嫌疑人李某流对其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遥

一念天堂袁一念地狱
经查袁具有多次前科劣迹的犯罪嫌

疑人李某流袁开过出租尧做过工地袁日子
过得不算富裕袁但自食其力袁虽平淡却
充实遥 然而袁慢慢地袁李某流不安于现
状袁左思右想没有野路子冶袁就产生了砸
车窗玻璃盗窃车内财物的想法遥 真是一
念天堂袁一念地狱遥

产生这个想法后袁 犯罪嫌疑人李某
流携带手套尧 头戴鸭舌帽和口罩进行伪
装袁利用铁锤尧螺丝刀尧弹弓等作案工具袁
等到夜深人静时袁 步行前往我市各地找
寻目标袁砸破车窗玻璃袁盗窃车内财物袁
历时半年疯狂作案近百起袁 由于没有交
通工具袁李某流每次只要现金遥

野其实我知道袁我迟早肯定会被抓袁
但是一直心存侥幸袁一来不甘心砸了那
么多起却没有偷盗多少现金曰 二来袁到
后来感觉砸车就像已经上了瘾遥 现在我
真是后悔浴 冶李某流被抓后说遥 目前袁案
件深挖和追赃工作还在进行中袁而等待
李某流的袁将是法律的制裁浴

万元现金掉落
女生拾金不昧
本报讯 渊邓浩亭 王晓芳冤面对路人不慎

遗失的一万元现金袁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袁
市金都小学两位学生的选择是袁 不为金钱所
动袁主动送还失主袁谱写拾金不昧的美好篇章遥

5月 4日早上 7时 30分许袁市金都小学
五 渊10冤 班的朱莉娅与同学一道前往学校上
学袁走到洪瑞苑小区门口时袁看到一位男子的
一沓现金意外掉在路上袁 而该男子却并未发
觉径直向前走去遥

野当时我心里想袁叔叔发现钱丢了以后袁
一定会非常着急的冶遥 朱莉娅回忆道袁自己发
现现金后立马将现金保管好确保不被他人拿
走袁 并叫来自己的妹妹追向男子提醒其掉落
了现金遥

回到学校后袁 朱莉娅没有跟学校老师说
自己拾金不昧的事袁 并像往常一样在教室里
上课遥

失主朱先生介绍袁 当时他匆匆忙忙去吃
早餐袁不慎将一万元现金掉落遥好在路过穿校
服的小学生发现了袁前来提醒并归还袁才没有
造成财产损失遥 物归原主后朱先生本想给学
生一些钱表示感谢袁却被她们一口拒绝袁并说
道这是她们应该做的遥

学生离开后袁 朱先生根据校服上标注的
学校名袁拨打了校方电话袁表示要寻找拾金不
昧的学生袁再次感谢她们遥

5月 4日下午袁 一则寻找身边好人的讯
息在金都小学迅速传播开来袁 一条条线索汇
集到学校德育处和少先队大队部袁 经过反复
调查和论证袁终于找到了拾金不昧的朱莉娅遥

朱莉娅的班主任陈燕芹介绍说袁 朱莉娅
是一位品学兼优尧乐于助人的孩子袁在平时的
学习和生活中袁她都主动帮助同学遥正是因为
她良好的行为习惯袁 才有今天拾金不昧的举
动袁大家都为学生们的行为点赞遥

本报讯 渊记者钟先海冤 5 月 5
日袁时令立夏遥进入夏季袁强对流天气
活跃袁市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切实
防范强雷电强降水袁以及可能引发的
城乡内涝和山洪地质灾害遥

据介绍袁5月以来袁 我市以阴雨
天气为主袁气温偏高袁降雨量偏少袁
局地对流性较强遥5月 1耀5日平均气
温为 23.3益 袁 较历年同期偏高
0.9益曰 累计降雨量为 19.0 毫米袁较
历年同期偏少 18.7 毫米曰2 日局部

乡镇对流天气明显袁 其中大柏地乡
出现一小时降雨量 54.4毫米袁 九堡
镇尧黄柏乡尧叶坪乡尧象湖镇尧泽覃
乡尧 云石山乡先后出现 6耀7级短时
雷雨大风袁 全市最大瞬时风速为
17.0米/秒渊7级冤遥

气象部门预报袁受高空低槽东移
和中低层切变线共同影响袁6 日至 7
日我市有一次较明显对流性降雨过
程袁局部有暴雨袁累计降雨量为 20耀
40 毫米袁 局部可达 50 毫米以上且

局地 1 小时最大降雨量可达 20耀30
毫米遥 未来几天具体天气预报为院7
日阴有大雨袁局部暴雨袁偏南风 2耀3
级袁 气温 23耀29益曰8 日阴天有小
雨袁偏北风 1耀2 级袁气温 20耀26益曰9
日阴天有小雨袁 偏北风 1耀2 级袁气
温 19耀24益曰10日阴到多云袁偏南风
1耀2 级袁 气温 20耀28益曰11 日多云袁
偏南风 2耀3 级袁 气温 22耀30益曰12
日多云间阴袁偏南风 2耀3 级袁气温
21耀30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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擒住夜幕下的“鬼影”
要要要系列撬砸汽车盗窃案件侦破纪实

阴廖俊卿 温水明 本报记者钟先海

进入夏季 时有暴雨
切实防范强雷电强降水

碧绿的叶子下袁
一颗颗饱满的蓝莓
晶莹剔透遥 时下袁蓝
莓进入全面采摘期袁
穿梭在果园里袁随手
摘下几颗蓝莓袁甜蜜
的果香直沁心里遥许
多市民带着孩子去
呼吸新鲜空气袁体验
采摘的乐趣遥图为市
民在我市永旺蓝莓
基地采摘情景遥

本报记者陈盛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