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年前，当徐先生带着妻子和两
个孩子，高高兴兴地受邀到朋友家吃
饭时，应该怎么也没想到，这次聚会
竟会演变成一场“鸿门宴”。

只因为徐先生和朋友在饭局上发
生口角，喝了酒的朋友竟和他的弟弟
一起，拿起酒瓶、利器袭向了饭桌上
的徐先生一家，导致徐先生当场死
亡，家中 3 人受伤，酿成悲剧。行凶
者徐某，事发后逃离桂林。

18 日，记者从桂林市灵川县人民
检察院了解到， 13 年前行凶逃逸的
徐某日前已经归案，目前刚刚被依法
批捕，等待法律制裁。

朋友聚会

竟成“鸿门宴”
徐先生早前和徐某兄弟既是朋友

也是同乡， 2006 年 2 月 8 日，徐某
兄弟邀请徐先生到家里做客，说是大
家聚聚想热闹一下。

徐先生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
到徐某兄弟位于灵川县定江镇福源街
的住所聚会。

当天晚上 8 时，大家在饭局上本
来聊得挺开心，还喝了酒，徐先生和
徐某兄弟却因为一些小事吵了起来。

这时，徐先生就准备走，却被徐
某兄弟拦住，觉得徐先生没给两人面
子，气愤之际就用啤酒瓶砸伤了徐先
生。很快，徐氏兄弟就和徐先生扭打
起来，而徐氏兄弟更是拿出了砍刀，
直接砍伤徐先生。

徐先生的妻子一边大声呼喊，一
边带着孩子往外跑，可三人都被徐氏
兄弟追砍致伤。而这时，徐先生已经
支撑不住了，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徐
氏兄弟见情况不妙，立即逃走。

身负命案潜逃 13 年

最终，徐先生因受伤过重，医治
无效死亡，徐先生的妻子、孩子也都
受伤。徐氏兄弟逃跑之后，弟弟很快

被抓获，早已判刑，而哥哥徐某却一
直潜逃在外。

据民警介绍，因为身负命案，有
社会危险性，徐某一直都被列为网上
重点通缉犯，民警始终没有放弃过追
捕。

民警说，徐某逃跑后，民警曾在
广州、湖南等地发现过徐某的踪迹。
但最终，因为没有更多确定信息，而
导致无法将徐某抓获。

民警推断，徐某可能已经改换了
身份，并到处流窜打工，因为在每个
地方待的时间都不长，也给抓捕带来
很大难度。

到今年，徐某已经外逃 13 年
了，徐先生一家，一直期盼着凶手早
日归案。

凶手外省落网

一直隐姓埋名
直到去年年底，灵川警方突然接

到了湖南省郴州市公安局发来的信
息——— 潜逃多年的徐某可能被抓获
了。

原来，去年年底郴州市北湖区，
民警对辖区进行了年前安全摸排，在
一个出租屋里发现了徐某。但这时，
徐某已经改名换姓，民警在核查他的
身份证时，发现徐某使用假身份证的
情况。进一步追问下，徐某才说出了
自己的真实身份信息。

今年 3 月初，经两地警方交接，
徐某最终被押回了灵川，经过对 13
年前案情的梳理和审讯，徐某最终承
认了自己杀人后外逃的事实，并被依
法刑拘。

16 日，灵川县人民检察院完成了
对案件的审查，承办检察官认为，犯
罪嫌疑人徐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
一人死亡、一人轻伤、二人轻微伤，
且逃跑十三年，有社会危险性，依法
将其批准逮捕。

日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记者陆鑫 通讯员李采轩

“同学，借些生活费给我吧？我
最近没钱了……”最近，秀峰区一高
中的几位同学，突然接到同学“小
李”通过 QQ 发来的求助信息。因为
“小李”平时人缘不错，所以不少同
学没有多想就慷慨解囊……

可没想到，就在借钱后不久，同
学们再向小李提起借钱一事时，小李
竟对此事一无所知，难道小李想赖
账？为此，不少借钱给小李的同学和
家长一起到派出所报了案。民警介入
后，发现这起案件背后，其实还有一
只“黑手”。

同学、好友都被骗钱

据民警介绍，最早的报案发生在
今年 2 月底，市民杨先生向秀峰公安
分局丽君派出所报案，称其就读高中
的孩子小杨被“同学李某”骗了几百
元钱。

经民警进一步询问，原来小杨的
同学“小李”前几天，通过 QQ 多次
向小杨借钱，总金额近千元，可当小
杨电话询问“小李”时，小李却称自
己对借钱的事情一无所知。

民警进一步调查后，发现向同学
用 QQ 借钱的“小李”并非是杨某等
人的同学，而是有人盗走了小李的
QQ 后，用于诈骗。

据小李回忆，事情发生前他曾轻
信了骗子可以帮其“办 QQ 会员”的

谎言，被骗子盗走了 QQ 和微信账
号，之后他就一直没有办法使用
QQ 、微信。直到民警、同学找来，
他才发现自己的 QQ 被用来对同学实
施诈骗。

民警奔赴玉林斩断“黑手”

而民警核实后，得知除了小杨之
外，“小李”还通过 QQ 以同样的方
法向其他几位同学借了钱，总数额已
经达到数千元。这只利用 QQ 诈骗的
“黑手”到底在哪里呢？

摸清情况后，丽君派出所将案件
移交秀峰公安分局第一责任区刑警大
队。

经过几日的摸排、研判，民警追
踪到盗窃 QQ 实施犯罪的嫌疑人林某
的踪迹。 3 月 4 日，侦查员奔赴广西
玉林市，在玉州区某宾馆将涉嫌诈骗
的嫌疑人林某抓获，扣押作案手机两
部，银行卡一张。

经初步审讯，犯罪嫌疑人对其利
用 QQ 冒充熟人诈骗桂林、南宁、昆
明等地多名学生和学生亲属钱财的行
为供认不讳。

目前，已核实桂林市受害者有 10
人、南宁 1 人、昆明 1 人，具体案件
还在进一步侦查中。 16 日，林某已
经被押解回桂林，并已经依法刑拘。

记者陆鑫 通讯员黄婉儒

朋友聚会拔刀杀人 潜逃十三年后落网

本报讯（记者蒋璇 通讯员黄炎）
两名囊中羞涩的年轻男子，为了满足自
身 所 需 ， 竟 把 商 场 当 成 了 自 己 的
“家”，随便“提货”。他们看到衣服
裤子鞋子，拿起就往身上套，手机充电
宝数据线，拿起就往口袋装，所到之
处，见啥“拿”啥。 14 日，象山公安
分局桂青派出所成功将两人抓获归案。
目前，两人已被警方依法处理。

13 日，桂青派出所接到辖区内某商
场员工报警称，该商场内四家商铺先后
遭贼“光顾”，被盗的有手机、充电
宝、数据线、音箱，还有衣裤鞋子等物
品。虽然被盗物品涉案价值不高，但可
谓是五花八门，样样都有。

接到报警后，桂青派出所民警立即

组织警力开展调查，结合现场勘查，调
查走访和视频分析，所有案件都指向了
两名年轻男子。随后，民警立即对两人
展开调查布控，并于 14 日下午成功将
两名嫌疑人抓获。让民警没有想到的
是，在两名嫌疑人被抓获的一刻，他们
身上的穿着，上至 T 恤外套，下至裤子
鞋子，全部都是在该商场内偷来的。

经审讯，两人对合伙盗窃的违法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据二人交代，偷这些
东西的目的完全就是为了自己用，且作
案目标主要是针对一些开放式的陈列柜
台。除了一条数据线和一件外套被二人
丢弃外，其余所有盗窃赃物全部被民警
查获。

本报讯（记者蒋璇 通讯员时俊
超 赵能亮）全州籍男子唐某曾因盗
窃、抢劫和扒窃等罪行四次入狱。今
年 2 月下旬，刚刑满出狱的他仍贼性
不改，再次干起了扒窃的“老本
行”，两天内作案三起，最终被民警
抓获。目前，唐某已被警方采取强制
措施。

3 月 11 日，城关派出所连续接到
两起群众报案称，其手机和钱包等财
物在步行街一带被人偷走。民警发
现，受害者均为老人和妇女，尽管案
值不大，可影响恶劣。随后，值班民
警赶到现场展开侦查，并积极搜集相
关案件线索和监控视频，进行深度梳
理分析，全面排查街面可疑人员。

最终，民警成功锁定一名有盗窃
前科的男子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为
尽快将唐某缉拿归案，辖区派出所增
派警力，加大对重点区域的巡查力
度，并安排警力对唐某可能落脚的地
点进行逐一排查。

12 日 12 时许，城关派出所民警
正在步行街开展巡逻工作时，再次接
到群众报警称在某市场内手机被扒窃
的警情，民警分析极有可能是嫌疑人
唐某再次作案了，于是立即组织警力
对辖区重点路段进行布控。当日 15
时许，经过 3 个小时的耐心蹲守，民
警最终在步行街发现了唐某的踪迹，
待时机成熟后，民警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将唐某抓获，并当场从其口袋中
查获一把医用镊子和一部扒窃得来还
没来得及脱手的手机。

经审讯，唐某对自己在全州县城
扒窃他人财物 3 起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据唐某交代，今年 2 月其刑满释
放后，成天游手好闲，没有固定经济
来源，为满足自己的日常花销，遂再
次动起了扒窃的歪念。为了增大扒窃
得手的几率，他专门挑选防范意识和
能力较弱的老人和妇女作案。得手
后，便将盗窃得来的手机便宜变卖，
以此满足自己的日常开销。

两男子进商场像“回了家”

看上啥就随便“拿”

同学突然QQ 上频频借钱

民警赴玉林抓住“真身”

出狱不久又重操旧业

“四进宫”后再次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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