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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持刀劫持省人民医院女护士一案详情回放

海口警方讲述制服嫌犯全过程

■ 本报记者 李关平
通讯员 韩燕 实习生 许钰

7月23日中午，云龙镇墟和卜禄村的
群众都在热议和比划着两位民警解救人质
的一幕。亲眼所见的村民符国胜竖起大拇
指说：“干得漂亮！一个民警瞅准机会踹一
脚，另一个民警当即连开两枪击中，动作就
像事先导演好了似的，一气呵成。”

就在1个多小时前，一名34岁的文
昌男子邢某在云龙镇劫持一名人质失败
后，又再次劫持一名71岁的潘大伯，在
与民警对峙约1个小时后，被琼山公安
分局云龙派出所民警成功处置，人质平
安获救。

男子接连劫持人质

7月23日上午8时40分，琼山警方
接到海口110指挥中心指令：在云龙镇
云岭村委会老村村口，一男子用水果刀
挟持一名女子，云龙派出所民警赶到现
场时，获悉被挟持女子梁某已自行挣脱
嫌疑人。

据梁某回忆，她当时骑电动车回村路
上，一名男子在路边好像跟他人吵架，突
然跳上她的电动车后座，用刀抵着她的腰
部说：“不许动！一动就捅死你，不动我不
会伤害你，往前开……”

梁某虽然紧张但一动不动，继续往
前开，行驶到一个槟榔园时，恰逢前方有
数位村民，梁某壮起胆来，乘机跳车喊

“救命”，还把车头冲向路沟，男子倒地后
立即起身逃跑，有村民追上去一段没有
追上。梁某立即拨110报警。

令人想不到的是，男子逃脱后来到
附近的卜禄村，71岁的村民潘老伯正在
树林里砍柴，男子上前夺过潘老伯的砍
柴刀，同时用水果刀抵住潘老伯的脖子，
劫持潘老伯往烟厂方向逃。

索要警车送其回家

潘老伯的妻子发现丈夫被人持刀劫
持后，立即呼救报警。9时05分，云龙
派出所再次接到上级警情：一男子在云

龙镇烟厂附近道路绑架老人。正在沿途
搜索劫持梁女士的警察立即驱车赶往新
的案发地。

带队的是云龙派出所副所长郭炜、
民警吴海伦和两名协警。“当时已经围着
不少当地村民，嫌犯邢某情绪很激动，村
民手中也拿着刀，但是都不敢轻举妄
动。”郭炜回忆，邢某远远看到警车闪着
警灯过来后，情绪非常波动！右手挥舞
着砍柴刀要求立即停车后退，左手持刀
依然抵着潘老汉的脖子上，人群靠近一
点，邢某就更慌张，大家又赶快后退。

民警当时距离人质50米以上，邢某
要求不能再靠近。郭炜立即向邢某喊
话，请他不要伤害人质，有什么要求尽管

提出来。邢某并没有提条件，只是挟持
人质不断后退，而潘老汉的亲戚和村民
担心其安危，也一直跟随。期间，道路上
只要有摩托车、汽车经过，邢某就更紧张
起来，左手的刀抵着潘老伯的咽喉。

大约僵持半个小时后，邢某开始提
出要一辆摩托车载着他离开，郭炜立即
通过村民找了一辆摩托车给他，他又突
然提出要电动车，提供了电动车，他又提
出来要一名女子骑电动车载他离开。

“这个条件我们不能满足，不能解救
了一个人质，骑车的人又成了他的人
质。”郭炜说，他们只能想办法与其周
旋。这时，邢某又提出来要一辆警车，而
且要两位民警开车送其回家。尽管不知

邢某葫芦里卖什么药，但为了人质安全，
警方只能答应。

持枪做好突袭准备

谈判过程中，云龙派出所民警王会
根带领一名协警驾警车也悄然来到现
场，并守住道路的另一侧，距离人质约百
米以上等待机会。

邢某提出索要警车后，王会根驾驶
警车来到他跟前。但是邢某非常狡猾，
担心其上车时里面埋伏警察会“动手”，
要求降下所有车窗打开车门让他检查。
然而，这辆警车有一个门因故障不能打
开，邢某生疑要求换警车。

郭炜答应邢某要求，第一辆警车开
走，另一部警车来到邢某跟前，郭炜也乘
机随警车来到人质附近。按照邢某要
求，警车窗门打开给邢某检查，他随后要
求民警王会根和吴海伦一人开车一人坐
副驾驶位，并挟持人质一起离开现场回
家。

“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郭
炜分析，两位民警坐在车前，邢某挟持人
质坐后座，两位民警不仅难于动手，而且
还在其伤害的范围内，无形中他能控制
3个人。必须在上车前看准机会“动
手”！郭炜还不忘给驾驶座上的王会根
一个眼神暗示。

郭炜从另一侧车门下来后，绕到车
后并拔出手枪在身后上膛，见机行事。

果断开枪解救人质

这时，邢某拉开左侧后车门，并先推
潘老伯上车。这一推，邢某左手的刀离
开潘老伯的脖子，坐在前面驾驶座的王
会根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潘老汉似乎也意识到了一旦让邢某
上车后，自己就更加危险。所以，他有所
挣扎，邢某因此后退了半步。王会根看
准时机立即推开虚掩的车门，一个箭步
上前踹了邢某一脚，后退的邢某挥起砍
刀，这时枪响了！郭炜瞅准时机在距离
约3米的地方连开两抢，击中邢某臀部，
邢某当即倒地求饶。

这时群情激奋，村民拿着刀、锄头等
冲上来试图报复，郭炜立即朝天鸣枪示
警，要求群众后退，指挥民警控制住了局
面，避免群众伤害嫌犯邢某。

“我们都以为老潘要被带走了。没
有想到两个警察能把握住这么短暂的时
机，一个一踹，一个开枪，就把老潘救
了。真有‘两下子’！”村民符国胜说，村
民们无不拍手称好。

据了解，郭炜毕业于中国公安大学，
从警21年；王会根，被群众亲切称为“光
头王”，从警25年。

目前，受伤的邢某正在医院接受治
疗，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海口7月23日讯）

歹徒劫持71岁老人，海口云龙派出所民警配合默契，成功处置，村民称赞——

这俩警察真有“两下子”！

本报海口7月23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陈思思）今天上午，海南省食
药监局公布6月16日中建四局“海·长
流”工地食堂68人疑因食用食堂不洁
食物导致呕吐腹泻事件的调查结果。
据悉，此次事件中工地食堂所使用的食
物本身没有食品安全质量问题，是由于
食堂员工将食物与加工工具交叉污染
引发的一起副溶血性弧菌食物卫生事

件。依据有关规定，对中建四局处以2
万元罚款。

6月16日上午，海口市秀英区长流
镇长滨四路中建四局“海·长流”工地食
堂68人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并就医，
17日下午，所有患者均痊愈出院。根据
海口市卫生局流行病调查和海口市疾控
中心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6月15日，

“海·长流”工地食堂午餐食物熟猪头肉
是从海口市秀英海玻市场无证摊档采购
的，加工过程中仅用热水烫过就用来凉
拌供餐，致使食物中心温度不足70℃而
引发细菌性食物中毒的可能。从现场采

集的12份食堂环境样品中，有一份砧板
（棉拭子）检测出副溶血弧菌。

此次食物卫生事件中，中建四局
“海·长流”工地食堂无餐饮服务许可
证，承包给无资质的个人经营，对工地
食堂负有管理不严、制度不落实的第一
责任；食堂承包人宋文祥缺乏食品卫生
意识，从业素质低，负有直接责任；海口
市秀英区食药监部门于今年5月18日、
20日先后对该工地食堂提出整改意见，
但对该工地食堂仍未整改的行为没有
依法采取有效措施，跟踪监督不到位。

目前，食药监部门已依法对中建四

局处以2万元的罚款，正在执行。
海南省食药监局提醒广大市民，我

省气候一年四季炎热高温，易于孳生各
种致病微生物。在食品加工时应注意
以下几点：一、严把食品原料关。采购
食品、食品原料时要选择证照齐全的食
品生产经营单位。二、严把加工制作
关。食物制作过程要注意清洁卫生，加
热烹制过程烧熟煮透。三、严把食品存
放关。加工后的成品与半成品、原料应
分开存放。四、严把环境卫生关。保持
加工经营场所清洁卫生，完善防蝇、防
鼠、防尘设施。

省食药监局回应“海·长流”工地食堂68人呕吐腹泻事件

食物与加工工具交叉污染导致食物中毒
新闻 追踪

省第二卫生学校原校长王祝谋

涉嫌受贿154.8万
本报海口7月23日讯（记者李关平）今天上

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省第二卫生
学校原校长王祝谋受贿案。公诉机关指控，王
祝谋担任省第二卫生学校校长期间，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在职工宿舍楼建设、教学工程建设、
教学设备采购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潘某
某等7人贿赂款共计人民币154.8万元，为他人
谋取利益。

今年 55 岁的王祝谋是海南陵水人，大学
本科学历，案发前，他不但是省第二卫生学校
校长，还是五指山市人大代表。公诉机关海口
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王祝谋受贿主要发生在
2010年至2014年担任海南省第二卫生学校校
长期间。

公诉机关指控，2013年至2014年期间，李某
某挂靠的两家建筑公司，承建了省第二卫生学校
实训大楼建设工程。王祝谋在该实训大楼建设
工程资金审批等方面对李某某给予帮助。为了
感谢王祝谋的帮助，李某某于2014年年初、2014
年下半年的一天，在海口市海府一横路路边分二
次各将30万元，共计60万元送给王祝谋，王祝谋
均当场收下。2014年底的一天，李某某在五指
山市南圣河边公路附近将20万元送给王祝谋，
王祝谋当场收下。

除了染指学校工程，在学校设备采购、校服
订制方面，王祝谋也“关照”。2013年12月，在王
祝谋的帮助下，海南某科技公司经过招投标，承
揽了省第二卫生学校药剂实训设备采购项目。
为了表示感谢并继续得到王祝谋在项目资金审
批等方面的关照和帮助，该公司总经理于2014
年春节前的一天，在某宾馆停车场将20万元送
给王祝谋，王祝谋当场收下。

2012年10月，在被告人王祝谋的帮助下，
广州某服饰有限公司承揽了省第二卫生学校
职工制服定制业务。为了表示感谢，该公司
业务员于 2012 年年底的一天，在海口龙昆南
路一家酒店送给王祝谋 8000元，王祝谋当场
收下。

案发后，王祝谋亲属代其退赃共计 50万
元。王祝谋当庭表示忏悔，声称所得账款主要
用于个人消费、挥霍甚至是打麻将。法庭将择
日宣判。

海口市琼山区住建局局长黄善才

接受组织调查
本报海口7月23日讯（记者张谯星）海南廉

政网今天发布消息，海口市琼山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黄善才涉嫌严重违纪，目
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执法不严

万宁市2名干部被处分
本报海口7月23日讯（记者张谯星）记者今

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万宁市文体局文化市场行
政执法大队队长章家连、万宁市公安局城北派出
所副所长许超波因违纪，分别被万宁市纪委给予
处分。

经查，章家连不认真履行职责，执法不严，致
使某娱乐场所进行违规经营，造成不良社会影
响。2015年4月，许超波在出警处理群众举报某
娱乐场所违规经营行动中，工作失职，执法不严，
致使该场所继续违规经营，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2人行为均已构成违纪。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
万宁市纪委常委会议讨论决定，分别给予章家
连、许超波党内警告处分。

海口增加警力
治理电动车
整治点增至120个

本报海口7月 23日讯（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张振汉 林馨）今天，海口警
方进一步加大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整
治力度，责令戴绶带纠违的整治点从首
日的25个增加至120个。

据了解，海口警方还从市局机关和
各分局再抽调100名民警投放到路面，
路面执勤警力达到1667人，并发动社
会志愿者 604人协助开展整治行动。
在四个区各增加一辆宣传车，结合路面
巡逻的摩托车反复在路面上播放“八不
准”的录音，进一步增强宣传教育的覆
盖面。

据统计，从7月22日17时至7月23
日15时，海口警方共责令戴绶带纠违
2230人，查扣172辆电动自行车，发放
交规教育卡 18486 张、交规提示贴
11252张，发放宣传单26384张。

中考不理想被骂 男孩赌
气出走迷路

昌江边防民警
助其返家

本报石碌 7 月 23 日电 （记者黄
能 通讯员王俊大）昨日，一名15岁的
广东籍中学生因被父母责骂负气离家
出走，海边迷路被发现后却又不肯回
家，昌江黎族自治县边防支队昌化边
防派出所民警经多方劝导，最终将他
安全送回了在昌化镇某工地上务工的
父母身边。

昨天20时许，昌化边防派出所民
警在海边巡逻时发现一位光着膀子的
男孩坐在一块礁石上抱头痛哭，便上
前询问。经民警安慰，惊慌失措的男
孩情绪逐渐稳定，称自己 15岁，前些
天放假后就过来找在昌化镇某工地务
工的父母。因中招考试成绩不理想，
他经常受到父母责骂，便赌气离家出
走，却不小心迷了路。担心男孩想不
开发生危险，民警立即将他带回派出
所，送上衣服和饭菜。吃完之后，民警
一提到要带其回家，男孩马上表现得
很害怕，坚决不愿回家，并抓住民警的
手苦苦哀求。民警只好耐心地给他做
思想工作，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劝导，男
孩终于愿意回家了。民警通过暂住人
口登记簿查找到男孩父母的住处，并
驱车带他回家。当看到孩子安全归
来，男孩的父亲激动不已，紧紧握住民
警的手表示感激。

■ 本报记者 张婷 宗兆宣

2015 年 7 月 20 日 13 时，一场惊
心动魄的持刀劫持女护士事件在海
南省人民医院秀英留医部上演，海口
市公安局秀英分局迅速组织警力进
行解救。在和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
过程中，本集团旗下《法制时报》女
记者李松梅和警方默契配合，由民警
扮演摄像记者跟随其后等待时机，最
终成功撞开房门制服嫌疑人，人质安
全获救。在施救过程中，扮演摄像记
者的民警右手臂外侧被划出 20厘米
长的伤口，仍奋不顾身扑倒犯罪嫌
疑人。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刑警
大队侦查员讲述了制服嫌疑人的全
过程。

施救第一招 听口音攀老
乡争取施救时间

“当时，犯罪嫌疑人左手紧紧的
勒住女护士的脖子，紧贴病房门站
立，右手背在身后，无法判断手里拿
的是什么。为保证人质安全，我一边
观察情况 ，一 边稳定嫌疑人的情
绪。”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刑警
大队侦查员王巍事发时第一个赶到
现场，与犯罪嫌疑人展开斡旋争取
时间。

王巍告诉记者，案发病房仅有的
一扇门被嫌疑人反锁，自己只能通过

门上一块约30厘米宽，不到一米长的
玻璃观察房内的情况。一开始可以感
觉到犯罪嫌疑人比较紧张，不说话，但
眼睛里透露出抵触的情绪。在安抚犯
罪嫌疑人的过程中，来自东方市的王
巍听出了犯罪嫌疑人的东方口音，于
是以老乡身份与其套近乎。犯罪嫌疑
人开始并不承认，直到王巍说自己来
自东方市四更镇的时候，同样来自四
更镇的犯罪嫌疑人终于稍稍放下戒
心，伸出背在身后的右手握住了门把，
王巍这才看清他拿着的是一把长度约
30厘米的折叠刀。

经过谈话沟通，犯罪嫌疑人情绪逐
渐平稳，并向民警提出要求：称其在广
东乐昌监狱服刑期间，曾受到种种不公
正待遇，要求该监狱狱警到现场为其解
决。民警随即向其说明外省人员无法
及时赶到现场的实际困难，表示可由本
地公安机关为其解决问题，并可帮其申
诉和免费聘请律师。于是嫌疑人再次
提出，要求有媒体记者前来采访并为其
见证。

施救第二招 为保人质安
全请求女记者配合

获悉警情后，海口市委常委、市公
安局局长宋顺勇第一时间作出指示：

“要在确保人质安全的前提下，快速果
断的进行处置。”秀英分局高度重视，立
即启动劫持人质案件处置预案。秀英

分局局长周生忠、副局长卓学智等领导
迅速率领刑警、治安、巡控、便衣及辖区
派出所警力赶赴现场，并成立战时指挥
部，周生忠现场指挥处置工作。同时通
过市局指挥中心请求特警、消防等单位
支持。

“犯罪嫌疑人说话的时候，声音一
会大一会小，可以感受到其情绪还是很
不稳定，有波动。”周生忠一方面让卓学
智与犯罪嫌疑人展开谈判，稳定犯罪嫌
疑人情绪；一方面迅速调集精干警力，
研究解救方案。

周生忠介绍，当时有三个方案：一
是使用催泪瓦斯进行强攻，二是派警力
从隔壁病房通过外部窗户进入室内，三
是按照犯罪嫌疑人要求找记者配合，再
寻找时机。

“关键是要保证人质的安全，所以
我们综合考虑后决定采取第三种方
式，通过记者的配合来寻找时机，因为
这是最能保障人质安全的方式。但我
们也绝对不会真的交换人质，人质换
人质绝对是一个失败的处置方式，因
为这就把另外一个人置于危险当中。”
周生忠介绍。

考虑到如果由女民警伪装记者，一
旦犯罪嫌疑人提出出示记者证的要求，
很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情绪再度失控，
危及人质安全。于是指挥部立即联系
了《法制时报》记者李松梅前来配合警
方工作。

同时，在结构相似的另一间病房

内，民警们也进行了现场演练，测试门
能否被撞开，如何撞开，撞开后可能有
什么结果，并对如何应对这些结果等各
种细节进行了现场布置。

施救第三招 真民警扮摄
像记者扑倒犯罪嫌疑人

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刑警大队
中队长朱政仰当天原本负责用DV记
录犯罪嫌疑人的一举一动，为保证李松
梅以及人质的安全，身着便装的朱政仰
直接乔装成随同李松梅一起前来的摄
像记者。

当时，民警及特警队员根据现场指
挥部的部署，暗中潜伏在病房两侧，李
松梅隔着房门同犯罪嫌疑人交涉，在应
犯罪嫌疑人要求2次出示记者证表明
真实身份后，犯罪嫌疑人情绪逐渐缓和
并同意了记者提出交换人质的要求。
而此刻，朱政仰拿着DV站在李松梅的
右后侧。

就在犯罪嫌疑人松开人质，打开房
门的一瞬间，朱政仰一个箭步冲上前去
撞开房门，与特警及分局民警一起冲入
房内，将嫌疑人按倒在地，合力将其制
服。另一组民警迅速将人质安全带离
现场。

目前，犯罪嫌疑人陶昌威已被海口
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刑事拘留，该案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海口7月23日讯）

澄迈采用炮破机
捣毁非法采砂设备

本报金江7月23日电（记者孙慧 通讯员潘
彤彤）长期以来，非法采砂屡禁率弹，如何才能一
举杜绝？澄迈县想出了“新招”，利用炮破机将所
有没收的非法采砂设备现场摧毁，防止非法采砂
现象卷土重来。

22日晚上8时，随着“嘣、嘣、蹦”的持续撞
击，数分钟内，一艘停靠在澄迈永发镇南渡江岸边
的非法采砂船被击碎沉入江底。现场围观者无不
拍手称快，而非法采砂者纷纷耷拉着脑袋，哭丧着
脸，直喊“亏大了，亏大了，什么都没了，赚的还不
如赔的多……”

为整治非法采砂现象，这次澄迈县国土局，水
务局、公安局等9个部门组成联合执法队，对位于
永发镇境内的博罗沙场，岑后沙场等4处非法采
砂据点突击进行取缔。总是白天休息，晚上彻夜
采砂的非法采砂者这次被突击得措手不及，来不
及转移设备，所有采砂设备被当场用炮破机捣碎，
沉入江底。

澄迈县周领军副县长介绍，以往打击非法采
砂设备，手段多焚烧，烧的结果是不毁，破坏效果
有限。往往执法队员烧完刚走，非法采砂者回来
对设备修一修又可以重新使用，除了费点维修费，
基本不造成伤害。

今后澄迈转变打击方式，使用炮破机对非法
采砂船只进行捣碎式的拆除，并击沉入河底，完全
毫无修复的可能，让非法采砂难以再继续作业。
当天，共有12艘非法采砂船只被打碎击沉，另有
9艘抽砂浮台被击毁或焚烧，两个非法采砂驻点
被现场拆除。

据悉，经过持续的高压打击，澄迈境内的
非法采砂行动已经得到了有效遏制，为巩固成
果，不给不法分子留漏网之地，下一步，澄迈县
将成立由各乡镇一把手负责的巡逻执法队，对
非法采砂行动进行24小时内的不定时巡逻，发
现一艘非法采砂船只就就地捣毁一艘，坚决打
击非法采砂行为。

⬆被解救的潘老伯到派出所感谢民警。
本报记者 李关平 摄

➡民警远距离拍摄的画面。郭炜此时已经掏出手
枪上膛。 本报记者 李关平 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