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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醉好友后将其杀害

1995 年 1 月初，刚刚 28

岁的莒县洛河乡村民孙某发
现妻子跟自己的好友徐某关
系暧昧，他怀疑妻子跟徐某
有奸情。当月 13 日，孙某回
家后当场发现了妻子跟徐某
的关系。但还是孙某忍住了
火气，让徐某离开了。

但孙某已经对徐某怀恨
在心，并下定决心要杀死徐
某。

一天后，假装没事的孙
某给徐某打电话约其出来吃
饭，徐某如约到达。吃饭期
间，徐某一直向孙某说着道
歉的话，孙某装作没事一直
灌徐某喝酒，最后徐某被孙
某灌醉。发现徐某已经醉了
后，孙某用事先准备好的木
棍将其打死，随后潜逃。

莒县公安局经过调查

后，虽确定孙某就是犯罪嫌
疑人，但却一直抓捕未果。

民警冒严寒东北抓捕

孙某逃亡期间，莒县公
安局专门成立专案组负责此
案。

2011 年 10 月份，专案组
民警通过走访调查，发现了
一个有价值的线索。“孙某作
案后，其父母、哥哥、姐姐在
3 年后都相继离开莒县去了
东北。”办案民警告诉记者。

根据这一线索，1 1 月
初，民警带着 30 斤煎饼和两
捆大葱去吉林省临江市经行
调查摸排。以查暂住人口为
名秘密接触其亲属，并用 7

天的时间摸清了其各个亲属
的暂住地及社会关系。

“当时东北的气温非常
低，我们带去的煎饼都冻干
了，大葱在室外的时候像个

棍子，到室内就粘了。”办案
民警告诉记者。

通过对孙某亲属的调
查，民警发现他们并未与孙
某有联系。随后民警又将所
掌握的线索进行了汇总研
判，并将案情向吉林警方进
行了通告，要求其协助调查
此案。随后，民警便又回到了
日照。11 月 29 日，在民警回
到日照后的第二天，吉林警
方传来线索。“他们在盘查
时，发现了孙某的行踪。”办
案民警说。民警接到消息后
连夜赶回吉林。

原来，孙某一直在吉林吉
林荒郊一处矿上当矿工。

最终，民警经过几天的
蹲守，于 12 月 8 日将孙某抓
获。

矿山上度过 13 年

据孙某交代，案发后他

便开始到处流浪，由于心虚，
他从不敢用自己的真名，也
不敢在一个地方多呆。

“案发后我就坐车去了
哈尔滨，那段时间的生活我
永远都忘不了。由于怕人认
出我来，我就在外面乞讨，到
晚上就找个山洞住下，有时
候就住在江边。”说到这，孙
某的眼睛开始微微泛红。

孙某说，在哈尔滨呆了
三年后他就去了吉林，并改
名“孙伟斌”。“吉林那边有座
矿山，由于很难攀爬，当地人
都很少过去。知道这个地方
后我就开始去那边当矿工。”

孙某告诉记者，逃亡的
这些年他不敢跟家人联系，
在矿山打工也不敢下山。“我
自己在山上盖了一间房子，
有需要的生活物资就让下山
的工友帮着买。唯一陪着我
的是我养的一条流浪狗。”

灌醉妻子“情夫”后将其杀害

逃亡 16年，矿山度过 13年
本报记者 徐艳

两鉴定机构认定欠条不是被告所写

签名不符，“债主”讨不回工钱
本报 12 月 20 日讯(记者

李宝然 通讯员 胡科
刚 张琳 ) 欠条签名如果
鉴定不是本人的字迹，将不
能判定是真的欠款。12 月 12

日，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了一起欠款案件，由于韩
某所持有的欠条签名并非
金某的笔迹，因此他的申请

欠款被驳回。
金某是某公司的经理，

2009 年 7 月份，他在中铁十
四局第一工程公司承揽了
部分建设工程。之后，金某
雇佣了韩某负责工程建设。
工程完毕后，双方却因人工
费问题发生纠纷，韩某认为
金某还欠他人工费 1000 元，

而金某则认为韩某的人工
费已经付清。因为双方协商
不成，韩某将金某诉至东港
区法院。

东港区法院经审理认
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
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因此，
韩某对他主张的事实，提供
了一份欠条予以证明，欠条

内容为：今欠韩某人工费壹
仟元整(1000 元)2009 . 7 . 15。但
是，金某否认该欠条是他写
的。

经东港区法院委托，鉴
定机构对韩某所提供欠条
的笔迹进行了鉴定，鉴定结
果为欠条字迹不是金某所
写。

今年 5 月 12 日，东港区
法院依据该鉴定结果，判决
驳回韩某的诉讼请求。韩某
不服一审判决，认为一审鉴
定 结 果 错 误 ，要 求 重 新 鉴
定，随后韩某向日照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经日照市中级人民法
院委托，双方又另外选择鉴

定机构对韩某欠条上的签
名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仍
为欠条中“金某”署名字迹
与他本人书写的相同字迹
不是同一书写人书写习惯
的反映。

今年 12 月 12 日，日照
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鉴定
结果，依法维持原判。

本报 12 月 20 日讯(记者 李玉涛 实习生
苗椿昊) 17 日上午，75 岁的养路员刘先生在

青岛路刘东楼村村头被一辆轿车撞伤，一根长约
一米的三角铁插入左大腿。20 日下午，记者从日
照市人民医院获悉，17 日下午刘先生因抢救无
效去世。

20 日上午 11 点左右，记者来到老人家中，
他的子女以及一些亲戚正在屋中准备老人的后
事，老人的妻子坐在里屋的床上一言不发，目光
有些呆滞。

老人的二儿子告诉记者，车祸发生时老人正
在清扫道路，身后停着自己的脚踏三轮车。不料，
一辆轿车撞上了三轮车，紧接着又推动着三轮车
撞向了老人，三轮车发生变形，挡板上的一根长
约 1 米，宽、高各 4 厘米左右的三角铁插入老人
的左大腿上。“我父亲被推出去 20 多米远，可见
当时车速有多么快。”老人的儿子说。

事故发生后，刘东楼村的一位目击者立即拨
打了日照市人民医院 120 急救电话，不久后，老
人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由于没有相应的工具和技术，三角铁无法取
出，手术一直难以开展。随后，消防部门紧急赶往
医院进行增援。消防官兵将一条湿毛巾绑在三角
铁上，防止在切割过程中对伤者造成二次伤害，
在确保插入伤者头部的三角铁不发生一点颤抖
的前提下，成功用无齿锯将三角铁切断。这些完
成后，伤者被立即送往手术室进行手术。

17 日上午 12 点十分左右，手术完成。然而，
两点半左右，老人因抢救无效去世。随后，老人的
尸体被送往殡仪馆。

“老人的左腿粉碎性骨折，还有脑挫伤，伤势
很严重。”医院神经外三科熊主任介绍，可以说老
人在医院里的几个小时全在抢救，先是在急诊
科，后来又转入神经外科。

一名陪母亲住院的女士说，17 日他们和老人
一起入院，但没想到老人下午两点多就去世了。

“我母亲今年 76 岁了，有哮喘，得常年吃
药。”老人的二儿子说，父亲从事公路养护已有
30 多年，曾多次被表彰过。随后，他拿出了一个
塑料包，里边放着一摞荣誉证书。记者看到全是
老人被评为年度先进养路员的荣誉证书，共有 9

个。“还有很多的，不过都找不到了。”他一边小心
收拾着父亲的荣誉证书，一边对记者说。

据了解，目前，老人的尸体在殡仪馆还尚未
火化。

“人都没了，只要处理结果说得过去就行。”
老人的孙子说，他们现在正在等处理结果。结果
一出就要对老人的尸体进行火化，并举行丧礼。

记者联系了日照交警直属大队的一位负责
人，该负责人表示，此事正在处理中。

路边工作时惨遭车祸致重伤

七旬养路员不治身亡

因为怀疑妻子和

自己的好友有奸情，

孙某便找机会将好友

灌醉，后用木棍将其

打死，作案后畏罪潜

逃。12 月 8 日，潜逃

16 年的孙某被莒县警

方抓获。徐某称，逃亡

的十六年中，他有十

三年是在矿山里度过

的。

12 月 8 日，民警将孙某押回日照。 通讯员 宋时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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