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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狱逃亡24年 国庆当日再落法网

深夜越狱、 隐姓埋名、 娶妻生子，

自以为已过上新生活， 没想到警察至

今仍惦记着自己。 今年国庆节当日，

顺德公安机关成功抓获一名越狱男子

梁某， 终结了他持续 24 年的逃亡生

涯。

据顺德警方介绍， 梁某现年 58

岁， 是顺德均安人， 1984 年， 他因

为手头紧， 一时冲动作案， 最终被

判处犯有抢劫罪和流氓罪， 经广东

佛山市人民法院判处在外地某监狱

服无期徒刑。 入狱后的他， 一开始

还是有好好按照监狱中的规章制度

改造自身， 1995 年， 他铤而走险，

在一个夜晚逃出了监狱。

身为逃犯， 梁某从此过上了东躲

西藏的生活。 由于担心警方设伏抓捕，

梁某越狱后长期不敢回家， 他躲到了

中山的一个小渔村里， 改名换姓， 每

逢想念父母的时候， 他就趁夜深了，

回到家里看看。 虽然改名换姓后， 梁

某娶妻生子， 过上“新生活”， 但出于

自己的特殊身份， 他将妻儿安顿在均

安后， 24 年以来一直在珠三角来回，

不停地变换居住地， 对妻儿则声称

“在外打工”， 偶尔趁他人不注意时回

家看望。

但是， 从他越狱的那一刻起， 警

方对他的追踪就没有停止过。 由于梁

某流动无规律， 且从无留下姓名、 身

份信息， 给追踪带来困难。 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达， 梁某的生活轨迹， 在顺

德公安的视野中越发清晰。

今年 9 月中旬， 均安派出所民警

结合外地监狱部门提供的信息及相关

侦查反映的材料， 发现一名疑似梁某

的人物出现在均安的街头。 这一消息

振奋了追逃他多年的民警， 联合外地

监狱部门展开侦查， 通过走访周围群

众， 核实梁某身份。

尽管民警的侦查低调而秘密， 但

由于梁某反侦察意识极强， 他感觉到

一丝风吹草动后， 便立即逃离均安。

而民警并没有停下侦察的脚步， 而是

通过侦查， 进一步确定梁某的位置，

10 月 1 日国庆节， 在一切准备就绪

后， 缜密布控， 成功在中山市东凤

镇某村委会对开路段抓获在逃人员

梁某， 结束了他 24 年的逃亡生涯。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通讯员 黄振宇

10 月 9 日下午， 佛山市顺德区委

宣传部、顺德区公安局慰问组一行专程

前往均安医院，对罗剑勇及其家属进行

探访和慰问。罗剑勇是佛山市顺德区公

安局均安派出所一名治安员，在去年 9

月的一次抓捕行动中严重受伤，目前正

在康复中。 顺德区文明办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会为罗剑勇申报“最美顺德人”

和 2019 年第四季度“最美佛山人 ”。

为擒贼颅脑受创

2007 年秋天，当时 21 岁的罗剑勇

从武警广西某部退役后，加入顺德区均

安镇治安联防大队， 由于办事勤快、机

灵，他很快成为了社区警务走访、行业

检查等多项公安业务的行家里手，成为

了民警信赖的好帮手。

2010 年， 东区社区民警中队成立

便衣专业队，罗剑勇第一个向中队长申

请加入队伍，一直到今天。 九年的便衣

生涯， 罗剑勇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分子

650 多人， 协助破获各类案件 800 多

宗。 2018 年 6 月 7 日，罗剑勇与队友在

辖区一建筑工地附近便衣巡逻时，发现

两名男子盗窃工地铁制品，期间一名嫌

疑人慌不择路， 连人带车跌落鱼塘，罗

剑勇果断跳塘追捕，在偌大的鱼塘中与

嫌疑人周旋十多个圈，直到嫌疑人精疲

力尽举手投降说：“阿 SIR， 我游不动

了！ ”

2018 年 9 月 1 日起， 为侦破辖区

内的盗窃助力车系列案件，罗剑勇与队

员们在均安畅兴、中山海洲一带连续守

候了十多天， 最终在 9 月 10 日凌晨 3

时许，在中山海洲发现了两名盗窃嫌疑

人的踪影， 罗剑勇等人遂上前盘查，期

间嫌疑人拒绝配合检查并加油逃跑。

罗剑勇等人驾驶摩托车一路追至

中山市古镇一商场对开路段时，由于周

围光线较暗，罗剑勇抓捕中与嫌疑人一

起跌入某建筑工地的深坑中，罗剑勇的

头部顿时血流如注，身体知觉正一步一

步消失，靠着越发模糊的意念，但他死

死地拽住嫌疑人，直到同伴赶来，罗剑

勇手一松便晕倒在地。

嫌疑人沈某、 刘某被同伴控制，现

场缴获赃车 1 辆。经审讯，沈某、刘某二

人交代先后在中山、顺德均安二桥一带

盗窃助力车 6 辆、 手机 6 台的犯罪事

实，涉案价值达 3.2 万元。 嫌疑人被绳

之以法，罗剑勇却因颅脑严重受伤重度

昏迷，生命垂危。

昏迷 8个月妻子不离不弃

“他冲在抓捕一线，工作很用心，曾

经设卡抓捕时还扭伤过自己的脚，但都

咬牙坚持过来。”，对于罗剑勇的妻子李

艳珊来说，丈夫负伤并不意外，但对这

位结婚两年、女儿还不满一岁的女性来

说，这次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在罗剑勇出事当日，李艳珊就辞去

了工厂的工作，把照顾女儿的任务交给

婆婆，简单收拾几套衣物便随车去了医

院， 从那一刻开始，300 多日未曾离开

过。

这段日子里，丈夫罗剑勇先后从珠

江医院 ICU 转院至南方医科大学顺德

医院、同江医院、均安医院治疗。为了省

下费用，为了离罗剑勇更近，李艳珊白

天坐在走廊椅子上守候，晚上干脆摊张

席子在 ICU 门口睡觉，累了喝口水，饿

了吃个泡面，寸步不离生怕错过了医生

叫唤。

2018 年 12 月 1 日，在完全没有前

兆之下， 李艳珊年仅 50 岁的父亲因

心肌梗塞突然去世， 这让她濒临绝

望的边缘， 但看看病床上的丈夫和

懵懂的女儿，李艳珊收起眼泪，期间

虽然多次接到医生下达的病危通

知， 但李艳珊还是坚持守护在丈夫

身边。

如今，罗剑勇能够和自己的女儿互

动了，有时候拉着女儿的手，有时候接

过女儿递过的水果， 虽然还不能说话，

但已经让家人感到欣慰。顺德区文明办

负责人表示， 罗剑勇在生命垂危之际，

不忘自身使命， 令人们钦佩和感动，接

下来会为罗剑勇申报“最美顺德人”和

2019 年第四季度“最美佛山人 ”，同时

也祝愿他早日康复。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通讯员 梁晓茵 吴敏懿

目前罗剑勇已能与人进行简单互动，正在不断康复中。 通讯员供图

平洲派出所映月

湖畔宣传禁毒知识

国庆期间，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

区禁毒办、 平洲派出所来到映月湖

公园以展示仿真毒品为主要形式开

展禁毒宣传教育， 引来百余名市民

学习。

10 月 5 日上午，奔月广场上游

人如织，悠扬的粤曲声声入耳。在禁

毒宣传摊位， 治安中队民警粟泽峰

从毒品的种类、如何辨识毒品、预防

毒品侵害的方法以及毒品对个人、

家庭及社会带来的危害等几个方面

向市民进行了介绍。形态各异、色彩

缤纷的仿真毒品模型吸引了园内正

在演出的粤曲演员们，他们变身“仙

人”， 兴致勃勃地来到禁毒宣传摊

位，参观仿真毒品，齐学禁毒知识，

现场氛围十分有趣。

“冰毒我听说过， 但今天见到，

没想到和冰糖那么像啊！”扮成仙姑

的粤曲演员张阿姨拿着形状酷似冰

糖的毒品模型仔细端详。 民警告诉

张阿姨， 千万不要被毒品的外表所

迷惑， 一些伪装的毒品更需要提高

警惕，如若发现可疑情况，一定要第

一时间向公安机关举报。

随后， 民警通过回答现场群众

的提问、派发宣传单张、禁毒知识互

动问答等多样的宣传方式加深市民

对毒品的认识， 进一步提高群众的

群众识毒、防毒、拒毒能力。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通讯员 袁婷

醉酒男子抢手机

兼伤人 半小时后被抓

刑拘

前段时间， 平洲一名醉酒男子

强行拦停运营车辆后， 不仅抢走司

机手机，还将司机打伤。接报后南海

公安仅用半小时即将该男子抓获，

目前该男子已被刑事拘留。

案发当日 14 时许，醉酒的许某

刚拉着同样喝醉酒的男子杜某禧，

在平洲某路段拦停了一辆载有乘客

的营运车辆，许某刚走到车辆旁，拉

开驾驶位一侧的车窗对司机骂骂咧

咧，期间，杜某禧一直在旁边劝说，

但无果， 司机见状拿出手机欲报警

求助， 没想到许某刚看到后伸手拉

扯，抢走手机，司机马上下车追讨，

却被许某刚用砖头掷中头部受伤晕

倒。

车上乘客见状， 立即拨打了

110 报警。 接报后，南海公安分局指

挥中心立即指令平洲派出所到场处

警。民警赶到现场后，一面协助医护

人员将晕倒司机送院治疗； 同时立

即调查追踪醉酒伤人男子。 仅用了

半个小时， 民警就将在平洲家中睡

觉的许某刚抓获。

经了解，司机经医生救治，没有

生命危险。 嫌疑男子许某刚涉嫌寻

衅滋事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通讯员 李丽红

顺德区探望慰问负伤治安员罗剑勇

文明办将为其申报“最美顺德人”“最美佛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