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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29日下午，在诸暨市，随着专案总指挥黎伟挺下达抓捕命令，侦办“宁绍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
专案组民警兵分三路，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围堵。当天下午2时21分，在暨阳街道下坊门新村的一间棋牌室，犯
罪嫌疑人徐某落网。

徐某的落网，对于宁波有着特殊的意义。回望1995年，两条人命，外加闹市区持枪抢劫，这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宁波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从案发至今，宁波市公安局一共经历了五任局长，每一位新上任的局长都在全力推
动案件侦破，22年来四代专案组侦查员前赴后继。家祭无忘告乃翁！案件的告破，让许多宁波老公安掉了眼
泪，也让生命弥留之际留下“此案不破，我死不瞑目！”遗言的宁波公安著名痕迹专家叶信隆在天之灵得以慰藉。

如今，随着案情进一步突破，关于这起案件的侦破细节也逐渐浮出水面。昨天上午，市公安局召开媒体见面
会，介绍了宁波公安跨越22年锲而不舍攻坚“绿洲珠宝行抢劫杀人案”的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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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告破的捷报传出后，迅速
在宁波社会各界掀起了极大关注，
一时间，网上、网下都以最快速度
传播着这个好消息，市民、金店行
业、警界内部……所有当年接触
过、这些年听说过案情的人显得很
振奋。

面对堆起来整整有3人高的90
余册工作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
警吴晓东，终于怀着圆满的心情，
跟这些他亲手整理的 20 余年来的
所有侦查工作资料挥挥手说再见
了。

陈志国，当年第一个踏进绿洲
案现场的专案组成员，如今已在海
曙区人大常委会担任主要领导多
年。当年他离开公安时，将自己大
半辈子从警生涯积累的各类案件破
案资料全部烧了，只留下一个档案
袋，那就是绿洲珠宝行的档案袋。

他说，绿洲案不破，其他成就不值
一提。如今，他终于给自己的这份
情结画上了一个圆。

“29 日晚，朋友圈被案犯落网
的消息刷屏，都是欢呼的声音，大
家压抑得太久了。”1995 年绿洲案
勘查现场时，还是年轻后生的孙岳
庆清楚记得，案发当时自己女儿才
6 个月大，如今女儿已经大学毕
业、即将走上社会，而他也已两鬓
斑白，向来严肃的他脸上露出久违
的轻松笑容。

从疲惫到忘却疲惫，从遗憾到
没有遗憾，专案组成员在得知案犯
落网时，大家的心路历程竟是那么
殊途同归。就在这个清明，72 岁
的罗国安与几位老同事一起，带上
这个好消息，来到了“阿七”师傅
叶信隆坟头，家祭无忘告乃翁，阳
光很好，甬城很美。

22年追凶的尾声，家祭无忘告乃翁

1995 年 12 月 6 日早晨 7 时不
到，时任海曙公安分局刑侦大队长
的施加祥正准备骑车去单位上班。
这时，他公文包内“大哥大”铃声
响起，重大警情出现了——“绿洲
珠宝行里面有两个人被打死了！”

“两条人命？”施加祥一听头皮
发麻，紧张得连裤袋里的自行车钥
匙都找不到了，索性弃车，一路跑
去不远处的绿洲珠宝行。等他赶到
时，现海曙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时
任宁波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
的陈志国已经第一个到现场了。

“案件性质确实恶劣，涉枪杀
人案件当时在全国都很罕见。”施
加祥对绿洲案的社会影响力记忆犹
新。他说，珠宝行内，两名值班保
安人员被人枪杀；大厅内的黄金专
柜，共有 4只保险箱被撬，总价值
160 余万元的黄白金饰物被盗。两
条人命，外加闹市区持枪抢劫，这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宁波历史上绝无
仅有的。

案件发生后，各级领导高度重
视，全国著名刑侦专家邬国庆也应
邀前来宁波参与案件的分析研究。
省公安厅第一时间派刑侦专家张善
岳带队，协助宁波公安机关破案。调
查访问工作，由时任刑侦支队支队
长宋敏具体负责。现场相关工作，

由时任宁波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
队长叶信隆和张善岳共同指挥。

现任宁波市公安局水陆分局局
长胡国球当时也参与了现场勘查工
作。他说，现场勘查组每天至少工
作 16 个小时，所有工作人员就暂
住在案发现场对面的长发商厦临时
驻点。早上 8时半到岗，一直工作
到晚上 12 点，中间只有简短的用
餐时间。而晚上 12 点是雷打不动
的会议时间，汇报情况，部署下一
步工作。

“辛苦是辛苦，但是大家都憋
着一股劲，全市人民都盼着我们早
日破案啊！”当时现场勘查中最年
轻的痕迹员龚建江对几位老同志的
敬业精神尤其佩服之极。“张善
岳、叶信隆都临近退休了，身体也
不好，可他们和所有技术员同吃同
睡，一同趴在冰冷的地砖上查找痕
迹物证。”

这 样 的 情 景 持 续 了 29 个 日
夜，公安机关在现场提取到了包括
弹壳、弹头、消音器、骨柄尖刀、
军用背包带、鞋印等痕迹物证，并
对犯罪嫌疑人进出通道、作案过程
及案犯特征进行了初步刻画和现场
重建。事后证明，这些现场勘查工
作，为最终破获此案打下了坚实基
础。

1995年的一声枪响，掀起22年风云

现场勘查还在扫尾，侦查工
作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在那些日
子里，专案组对涉及绿洲珠宝行
的所有相关人员和全市的重点违
法犯罪人员逐一排查，并对犯罪
嫌疑人可能销赃的各个渠道进行
全环节调查访问和严密布控，但
始终没有好消息传来。

随着黄金破案时间的过去，
专案组决定开展第二阶段工作：
全国协查和物证查找。当年 12月
25 日，也就是案发后的第 19 天，
一个工作组赶赴北京向公安部汇
报案件侦办相关工作，并请求公
安部向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发出
协查令。与此同时，工作组还
先后到兵器部 208 研究所、中国
科学院、中国农科院、中国农
大、中国钢铁研究院，对涉案枪
支、弹药、刀具和撬棍等，进行
物证源头、制作工艺特点的分析
判定。

在京期间，工作组对公安部
枪案现场档案库中的所有弹头、
弹壳进行逐一对比。最终，专案
组判定案犯使用的子弹，并非国
内所生产，常见于越南战场。这
个关键物证的源头查找，也为侦
查工作开辟了视野。同时，绿洲
案件里有一个重要物证是骨柄尖
刀，这把刀材质和样式颇为罕

见。北京的科研人员建议专案组
到甘肃去调查，因为研究动物骨
骼和骨髓的专门机构北京动物园
骨髓研究所驻地在兰州，同时甘
肃农业大学也有研究相关内容的
重点学科。

物证查找的艰苦是常人难以
想象的。“骨髓腔大，骨壁厚，刀
是大型食肉动物的后腿骨做的。
结合刀具样式，这把刀很可能是
西南边境一带流过来的。”胡国
球回忆，当时兰州下着鹅毛大
雪，在去临下镇的盘山路上，积
雪厚数十厘米，一边是兴隆山的
万丈峭壁，一边就是大通河的万
丈深渊。当地民警都劝说宁波同
志不要在这种天气出门，但是专
案组为了尽早查清物证，冒着生
命危险开车在崇山峻岭间慢慢前
进，20 公里的山路，来回竟然开
了整整一个昼夜。

此外，专案组还到广州军区
后勤部某仓库及物证相关部门等
13 家单位进行物证调查、鉴别，
查找绿洲案涉及的军用背包带等
关键物证的来源。此次出征，行
程逾万里，专案组在全国各地排
摸了大量疑似案件，确定了部分
物证的方向。

但谁也不会想到，这起案件
居然会拖了这么长时间。

行程逾万里，只为寻找“蛛丝马迹”

1996 年新年伊始，叶信隆就
把时任宁波警校副校长的罗国安
叫了出来，加入刑侦支队参与专
案工作。罗国安是宁波有名的技
术专家，他在专案组一待就是 21
个年头。

“叶信隆是宁波有史以来最有
名的痕迹专家，是我的授业恩
师，大家都叫他‘阿七师傅’。
很多华东的大要案，都要请他去
会诊研究。”罗国安说，为了侦
破绿洲案，近 60岁的叶信隆每天
只睡四五个小时，尽管身体越发
憔悴，但他仍废寝忘食地侦破案
件。

1996 年 9 月 ， 叶 信 隆 退 休
了。但执拗的老人还是雷打不
动，每天到专案组，帮忙整理案
卷，研究物证。“他退休后要求将
办公桌放在我对面，这样方便讨
论案情。记得 1997 年的上半年，
他对我说，打算陪老伴到西安去
旅游一次，并叮嘱我准备好他要
的一些物证材料，就放在他办公
桌上，回来后要研究。”罗国安

说，此一别竟成叶信隆与绿洲案
的永别！在西安旅游途中，叶信
隆觉得身体不适，回到宁波后一
检查，已是癌症晚期。在生命弥
留之际，62 岁的叶信隆最牵挂的
还是绿洲珠宝行案，他对来看望
他的专案组同仁留下了遗言：“此
案不破，我死不瞑目！”

叶信隆的遗憾激励着专案组
成员。罗国安说，绿洲案现场中
有一样物证，为了寻找这件物证
的源头，他们走遍了宁波市的各
个中学、小学，甚至到幼儿园，
最后查到这件物证在绍兴、诸
暨、余姚、慈溪一带均有出售，
这也是专案组第一次将目光放在
了宁绍一带区域。

巧合的是，1998 年 4 月 7 日
凌晨 1 时 50 分，位于绍兴市解放
南路的越城区供销大楼再次发生
枪案。此案遗留弹壳与宁波绿洲
案弹壳为同一支枪发射。至此，
宁波绿洲珠宝行案件又多了一个
名称——“宁波、绍兴系列性持
枪抢劫杀人案”。

壮志未酬，老民警留下遗言要“破案”

案件发生后，宁波专案组觉
得破案良机来了，因为这次犯罪
嫌疑人留下了大量物证，这也意
味着嫌疑人有更多的马脚露出
来。在这起案件中，有一件物证
引起了宁波专案组的关注，就是
犯罪嫌疑人留下的一个自制消声
器。这个自制消声器与宁波绿洲
案的那个很相似，但是工艺上又
有所改进，用到了剃须刀网罩片。

专案组作了细致分析与实地
调查，最终查证到这批网罩片为
诸暨五泄于 1998 年 2 月 15 日生
产，除了在生产地销售外，还销
往余姚上新屋村的剃须刀生产基
地。此外，该案遗留物证中，还
有一顶嫌疑人用来伪装的老头

帽，在余姚地区也有销售。
基 于 这 两 个 物 证 来 源 的 分

析，宁波专案组立足宁波市，以
余姚作为重点区域，展开了地毯
式的排查工作。余姚市公安局副
局长陈见，早在绿洲案案发时就
参与了立足辖区的排查工作，而
在 1998年绍兴案发后，他正式成
为专案组成员。陈见回忆，当时余
姚排查工作日夜不停，以泗门镇为
中心，所有的适龄可疑对象，侦查
员一一调查，予以否定排除。与此
同时，海曙、慈溪公安机关也在进
行地毯式的排查，同样没有嫌疑人
浮出水面。但专案组成员没有气
馁，就如罗国安说的那样：“刑警就
要锲而不舍，否定掉一次，那就

再起波澜，重要物证让“狐狸尾巴”露出来

案件不破，脚步不停，即便身
处混沌，但专案组一直坚信曙光就
在前方。2007 年，现已担任宁波
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叶忠华，从包中
捷手中接过接力棒，成为当时新一
任刑侦支队支队长，全面接手专案
工作。从 1995 年案发算起，这已
是刑侦支队的第四任掌门人。

但就在这一年的11月6日晚上
9 时 05 分，案犯再次按捺不住动
手，诸暨市嘉瑞珠宝行发生抢劫杀
人未遂案，现场又留下一批物证。
此时，刑事科学技术有了新发展，
这次专案组得以采用新武器——生
物检材建模比对工作。生物检材建
模工程浩大，但是一旦构建成系
统，将为刑侦工作打开新局面。

2010 年上半年，省公安厅组
织开展对诸暨“11·6”案件相关
视频分析工作，我市的年轻技术员
贾向红与全国、全省的视频侦查专
家一起，花费近三个月时间，仔细
辨认了近1500G的视频资料。2010
年 9月，我市公安机关发起了新一
轮攻势，发布嫌疑人照片，并以社
会悬赏的方式征集破案线索。一直
到案件最终破获为止，专案组对
2000 余条群众举报线索一一查证

排除，尽管一次次从无限接近终点
被拉回原点，但始终没有人放弃。

2016 年 7 月 26 日上午，省公
安厅召开“1·22”系列持枪杀人
抢劫案件专案会议。会上，省公安
厅要求宁波、绍兴两地公安机关为
进一步发起专案攻坚做好准备。当
年 11 月 23 日，省公安厅正式成立
专案攻坚指挥部，由黎伟挺担任

“宁绍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案件
侦破总指挥。宁波派出精干警力充
实到省公安厅组建的新侦查团队
中，并组成信息、侦查、视频、技
术等四个工作组，累计分析人员信
息7.5万余人次。

侦查过程中，专案组成员足
迹遍布大江南北，其中艰难险阻
不 言 而 喻 。 在 人 员 排 查 组 不 妥
协、不放弃的同时，视频组围绕
系列案涉及的所有视频监控，展
开了筛选、复看工作，累计记录
信息 1.6万余条……

2017 年 3 月 29 日下午 2 时 21
分，籍贯台州临海的犯罪嫌疑人徐
某终于落网。通过对徐某生物检材
的进一步核对，专案组确认他就是
宁波、绍兴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犯
罪嫌疑人。

曙光出现，大数据对比揪出嫌疑人

从头再来。”
2004年1月22日，大年初一凌

晨2时30分，绍兴市诸暨县又发生
一起持枪杀人抢劫案，诸暨第一百
货商店一名保安被嫌疑人用手枪击
伤。时任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
的包中捷马上联系了罗国安，请他
火速赴诸暨实地了解情况。这次，
犯罪嫌疑人在逃跑时，把枪丢了，
这是一把黑色胶木柄的制式手枪。
此外，专案组还从现场一个嫌疑人
遗弃的面罩中提取到足以锁定他的
痕迹物证。

围绕枪支来源，宁波专案组行
程数万公里，走遍全国 2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遍访专业机构、当地
群众，获悉枪身是黑龙江某兵工厂

生产，拼装的黑色胶木柄很可能是
从中国西南边境流入国内。

专案组成员吴寒冰告诉记者，
为了查找枪支和骨柄刀的准确来
源，他和蔡红波以及海曙公安分局
的徐宵雷、程任远一道，5次挺进西
南边陲。吴寒冰的笔记本中清楚地
记录着，他们耗时最长的一次出差
时间长达 3 个月 28 天，从广西的防
城港出发，沿着祖国的边境线开展
工作，全程基本步行，一直走到中印
边界口岸高黎拱山，“每个人都走坏
了两双鞋”。而专案组的真诚、敬业、
执着和信念，感动了一个个口岸派
出所民警，感动了一位位热心的群
众，甚至还包括国内顶尖的科学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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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案发时绿洲珠宝行的样子。

去年，余姚公安按照省公安厅部署，参与案件侦破工作。

弥留之际留下遗言要“破案”的老民警叶信隆当时在布置任务。

罗国安的绿洲案笔记。 （所有照片由市公安局提供）当时的现场勘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