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0
责编/董富勇 楼世宇 审读/胡红亚 美编/吴玉涵 照排/陈科

X档案 2020年7月31日 星期五 广告

!"#$%&'()*!+,-./0%12&,30045676!

!"#$%&'()%*+,-(
%&89:;<,='>?*@A,BC46D&,'E*FGH,IJKL,MNOP
QRSTU12&VWXYVZ&V[\]V̂ _%`Va&Vb&V-cdeVf&ghijk%&,lmnopqrstVuvwVxyyzV{|V%}~i

m!"#$%&'(& )*+,-,'E,=,./0D:12345678&V9&:;</&=>9?@d4
AB"%C%DD##E###FG"HId&J#K#%%LMNOPQRxS%TEUV
!"#$%!&'(')*')+'),'-+*'-.*'+*-'+*.'+)+'+)/'+)0'0&)'0+&'0++'0/)'0,)#1234567"89:;<=>?@6

!"#$%&'()*+,-
+./0#12(3(**45678
9:;< *=>?@AB *C>DE,
FGFGEHI1JKLMNOPQR
STPQUVWXYZ[\HI1
]^\_`aR

bTPQcdeJKfVWL
MgNOhiEjHI1RVWU
1HklYmhnopqEHrs
tuovwx9Hy1z{|`y
H}~R!"PQ\#$%#&'
()`yH$*!+,(GEjH-
.1/\#0deopLMode1
2)34$**C(-EH-.R5f
)h678klovw9:;<o=
!>?H@AvwB1oCD3*
-.1z{EH}~R

cFkGHIgJKhLoMN
B1oeXI1HVWOPQR3
TSTH[\UVoPQ\#de
VWI1`yXkGYm12#
eRXdeJKLMoXHZ[V
#`a}\HDG]oEj^_H`a
-.1}\Z[b*}\H$c
qR7DI1defqogkhi
j!kJKNOLMl`aRAB

CDEFGHI'HJ'HK9K
L8MNOPQRSTU8VWXY
Z[F\]^_

I1`ym4nI1`yf9
oHdp`ymof1qrsI1
tugLMg̀ yg̀ agvwH1x
ytuz.R%F{|}~!V;

"8#:$<D%-?HI1`ym
&W'(ApoW)fVW*+g|
,9-.E1xyH$/L{0R

f|12I1`ymApo3
=I1H45o6()*+7,-+
Z/0"#VW89`a5*C>DE:
FGFGE@-.1XFG+,>GEj

;;FG+,CGEjH<=#>?I
1RI1X@ABC_DHEFo4
GhigEHhijIH}~Jh
iRKL4MNJKHI-.nX
9-<=#>?I1Og\_`
aoPQi"JKfVWLMNO
PQREI1R

/0#12ST|$UI1V
WHdeoXYqEHy1p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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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过去，城市日新月异，南郊路
旁的几排老宅早被拆除，几乎不再有人
知道那里曾经发生惨案。这期间，海曙
公安分局的刑侦大队大队长换了3任，
当年的办案民警也大多不在这个岗位
了。可这桩久久未破的命案，如同压在
大伙儿心头的一块大石。

办案民警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每
一年他们都会将此案的相关信息拿出
来重新梳理研判，坚持定期分析线索，
比对痕迹物证，排摸调查可疑人员。

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
席。随着刑事技术的发展，该起命案
的侦查工作终于迎来转机。今年 3
月，警方发现一条重要线索，远在甘肃
兰州的48岁董某林有重大作案嫌疑。

随即，海曙公安迅速制定详细方
案，与兰州警方取得联系，于7月18日
顺利将董某林押解回甬。

“该来的，还是来了。”在回甬的列
车上，董某林向民警李海兵交代了自
己的犯罪事实。

18年里办案民警换了一茬又一茬
但他们从未放弃侦查这起命案

24岁女孩深夜遇害
凶手“人间蒸发”
18年后，这起陈年积案终被海曙公安破获

“这么多年过去，有没有想到，宁波公安还是找到你了？”
午夜12点，列车车厢里一片寂静，再过2个小时，这辆从甘肃兰州始发

的列车将抵达目的地宁波。海曙公安刑侦大队民警李海兵侧头看了眼董
某林，打破沉默。

“想过。”董某林愣了半晌，喃喃道。
18年前，海曙区南郊路一条小巷里，24岁女孩周某被强奸杀害。受限

于当年的侦查条件，案件始终没有进展。今年7月18日凌晨2点，随着列
车缓缓驶入铁路宁波站，这桩积压了18年的命案终于告破。

7月30日上午，在宁波市公安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该
案的侦破过程及部分内情。

2002年4月13日下午，海曙区
南郊路25号对面花坛里，24岁女
孩周某被人发现遇害身亡。警方勘
查现场后认定，这是一起强奸杀人
案。根据法医判断，案发时间为4
月12日晚上9点至10点。

案发现场位于南郊路与立交路
之间的一条小巷，砖石垒起的花坛
紧挨着东侧墙面，周边老宅林立。
被发现时，周某身上盖着3块三夹
板，小巷南端拐角处有一处长40厘
米的血迹。小巷中间地面上有点状
血迹分布，从南端拐角处一路延续
到北端。

周某是奉化莼湖人，长相清秀，
当时在宁波城区的一家服装厂打
工，小巷外的立交路是她每日上下
班的必经之路。

案发后，海曙公安当即成立专
案组，对现场进行多次勘查，提取相
关痕迹物证，同时在周边展开拉网
式排查。

现任海曙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
大队长的宋如浩是当年参与侦办该
案的民警之一。据他回忆，当时他
跟同事们一起走访了南郊路方圆一
公里内的所有男性住户，还从周某
的工作地、居住地入手，将所有与其
有过接触的男性逐一排查。

4个多月下来，民警们的记录
本写了一本又一本，走访人员的细
节一遍遍在他们的脑海里滚动，可
始终找不出关键线索。案发现场采
集到了各类物证10余件，可受限于
当时的刑侦技术，物证比对方面也
没进展。

海曙的一条小巷里
24岁女孩被发现时已遇害身亡

董某林老家在甘肃兰州。年轻
时，他去过很多城市，后在广东落脚，
靠给人打零工维持生活。2002年 3
月，他来到宁波，想搞点小生意做做。

那是2002年4月12日夜里。据董
某林说，当晚他途经南郊路时遇到一个
熟面孔，就是遇害者周某。那一个月里
他与这个女孩偶遇了两三次，也聊过
天。那一晚，再次相遇的两人结伴同
行。在经过南郊路25号时，董某林心生
歹意，将女孩硬拉到小巷里。

“别叫！你最好听我的！”董某林
边拽她的衣服，边低声威胁。面对身
高1.8米的董某林，女孩拼死抵抗，可

根本没有用。
为何还要取人性命？董某林回忆

称，因为当时暴露了身份，他担心对方
会去举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其勒
死。事后，他把尸体拖到四五十厘米
高的花坛上，用3块三夹板将其掩盖。

次日，他曾来到现场，当看到案发
地拉起警戒线后悄然离开，隔一日便
乘坐火车四处逃亡。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董某林18
年后被押解回甬，这起积案终于告破，
被害人周某得以瞑目。

记者 陈烨
通讯员 段晓鹏

凶手偶遇女孩心生歹意
18年后终于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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