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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番禺警方 1 月 19 日通报： 1 月
18 日 14 时许，11 岁女孩陈某在上学途中
失踪。 当晚 21 时 50 分许，番禺警方在石
壁街韦涌村广明高速高架桥底发现陈某
尸体。

案件发生后，番禺警方立即成立专案
组展开侦查。 经过 10 小时的奋战，专案
组民警于 1 月 19 日上午 11 时许，在番禺
区石壁街韦涌村将 19 岁的犯罪嫌疑人
韦某抓获归案。

据嫌疑人韦某交代：18 日 13 时 50 分
许，其骑自行车途经韦涌村广明高速桥底

时，见被害人陈某独自一人行走，便起了
歹心，捂住被害人的口鼻拖到桥底的偏僻
处实施了性侵， 后将陈某杀害并逃离现
场。

经警方核查， 嫌疑人韦某曾于 2010
年在其家乡掐死一名男孩， 因作案时年
龄未满 14 周岁依法不负刑事责任；2011
年， 其在家乡又因持刀伤害小女孩被判
刑 6 年。 2015 年 11 月，韦某减刑释放后
来到广州市番禺区，至案发前无业。

目前，嫌疑人韦某已被番禺警方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少年杀人犯出狱后奸杀 11 岁女童

1月 18 日 14 时 15 分，番禺区韦大小
学还有 45 分钟就要开始英语期末考试，
正在五年级二班辅导的英语老师却发
现，该班的盈盈迟迟没有到达课室。 意识
到不对， 英语老师赶紧给盈盈妈妈打了
电话， 同时告诉班主任给盈盈爸爸打电
话。

盈盈妈妈表示，孩子早在 13 时 35 分
就已出门返校。 从盈盈家到学校仅 700
米，为何学生仍迟迟未到校呢？ 针对这种
情况，校方赶紧启动了应急预案，将此事
反馈给韦涌村， 发动全村的治保队员进
行寻找。

1 月 18 日 21 时许，盈盈死亡的噩耗
传来，盈盈家人接到消息后，有亲属直接

晕倒。 记者在现场看到，盈盈家距学校仅
约 700 米距离，事发地距盈盈家大概 300
多米，距学校约 400 米。

“首先发现盈盈的是治保队员，大家
都在找，几乎是地毯式搜索，大路看完了
就往小路上和偏僻处找， 最后才在这里
发现了。 ”林先生告诉笔者，事发地 为高
速桥下的一处树林中， 离韦涌人民路约
几十米，发现盈盈时，她的上身被埋在沟
里， 下半身赤裸着， 怀疑可能是被人奸
杀。

1 月 19 日上午， 广州市番禺公安官
方微博发布通报称， 盈盈被找到时已无
生命迹象，她的死因可疑，已经组成专案
组进行调查，并呼吁市民提供线索。

1 月 19 日中午， 事情发生转机。 11
时 30 分左右，一穿着棉拖鞋的男子骑着
自行车路过现场， 可能是被现场的便衣
警察认出，忽然掉头往回行驶，此时数名
便衣警察一拥而上， 在离现场约几十米
外的拐角处将其抓获。

“他年纪很小，看起来也就十来岁，

身材也不算高大。 ” 根据笔者拍摄的图
片， 目击者很快辨认出疑犯就是被抓的
男子。 “不知道为什么作案之后还要返
回。 ”对于该男子被抓的情形，目击者都
表示很诧异。

警方最终确认， 该男子姓韦，19 岁，
是广西人。

笔者从韦大小学了解到， 盈盈平时
性格外向，成绩也很好，同时还是学校民
乐团的骨干。“这个月 10 日，她还跟学校
团队一起参加了省里的比赛， 摘得铜
牌。 ”韦大小学校长赵老师告诉笔者，她
最擅长的是小阮。

“盈盈的伯伯和姑姑都是我们的同
行，我们对盈盈都挺熟的，知道盈盈出事
之后，她姑姑立马就晕倒了。”谈起盈盈，
同是一村的赵校长难掩心中的悲 愤，激
动落泪。 赵校长告诉笔者，盈盈失联后，
学校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预案。 盈盈出
事之后， 全校各个班级还特意开了一节
特殊的班会，专门做了一些安全提示。

村民告诉笔者，盈盈每天走的上学

路是村里的 “主路”。 那为何中午 1 时
许，光天化日之下仍会发生这起悲剧呢？

笔者实地走访发现， 该路全程仅约
700 米，其中绝大部分路段周边都有居民
楼，且人气非常旺，唯一没有居民楼的一
段是仅有几十米的广明高速桥下。 不
过，这里平时停靠着很多小车，俨然已经
变成一个停车场。“这里一直都没有出过
什么事，平常我的车就停放在这里，有时
候凌晨回来也没有遇到什么安全问
题。 ”村民林先生说，对于为何会发生惨
剧，他也比较奇怪。

不过，周边的居民也透露，在中午时
段，很多居民都在外工作，这条路很少人
走，可能被嫌犯有机可乘。

1 月 19 日上午 11 时许， 广州番禺警
方在石壁街韦涌村附近将杀害失踪女孩的
嫌疑人韦某抓获归案，该案件成功告破。

经初步审讯， 嫌疑人韦某交代了杀
害陈某的犯罪事实。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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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某受审

为了判断李玉祥在实施伤害时是
否有主观故意， 大兴警方在侦查案件
时，曾找来一名辅警做侦查实验，驾驶
那辆三轮车，在案发地点倒车，两次尝
试的结果均为视线清晰。

案发时离开三轮车去上厕所的车
主朱某也称， 虽然车的倒车镜坏了，但
倒车时如果车后有人，回头看肯定能看
到。

受害方代理人发言称，李玉祥的行
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李某霞的家属要
求判李玉祥死刑，给被害人家属一个交
代。至于附带民事赔偿，代理人表示，受
害方当庭撤诉，将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公诉机关认为，李玉祥故意伤害他
人身体，致人死亡，应以故意伤害罪追
究刑事责任。

亲兄弟铺路起争执
哥哥倒车撞死弟媳

去年 7 月底， 在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的东黑垡村内，年
过五旬的李家两兄弟因在家门口铺水泥发生口角， 哥哥李玉祥
驾驶农用三轮车倒车时撞死弟媳。

1月 19 日上午， 因被控故意伤害
罪，李玉祥在市二中院受审。 法庭上，面
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李玉祥称因倒车时

视线受阻，撞人实属意外。 多名现场证
人证言及勘验笔录显示，李玉祥能清晰
看到车后有人。

今年 55 岁的李玉祥是北京人。 公
诉机关指控， 李玉祥于 2015 年 7 月 26
日晚 6 点，在大兴区庞各庄镇东黑垡村
一胡同内， 因铺砌路面与 53 岁的弟媳
妇李某霞发生争执，后在该胡同内驾驶
农用三轮车倒车将李某霞撞倒，造成李
某霞内脏破裂致失血性休克死亡。 李玉
祥于当日被警方抓获归案。

1 月 19 日上午 9 点半，身穿黑色棉
衣， 浅色裤子的李玉祥被带入法庭，身
材魁梧的他有些谢顶， 进入法庭后，他
通过黑框眼镜寻找前来旁听的子女，双
方对视良久。

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李玉
祥称事情属实，但其认为自己是过失伤
害，而不属于故意伤害。

李玉祥说，自家和弟弟家相邻，房子
与房子中间只隔了一条宽约 2.6 米的胡

同，因为胡同归属，两人发生过口角。
李玉祥说，案发前，村里为村民谋

福利，在村路上铺上水泥，便于通行。两
家之间的胡同没在铺路范围内，但为了
方便生活，其找来施工队，在胡同里自
家的一半区域铺水泥。

李玉祥说，正干着活，弟弟和弟媳
妇过来告诉他不让铺，“他们说， 铺上
水泥我家这边就高一块，下了雨，水就
都流他们那去了。 ”李玉祥说，弟弟两
口子各拿一把铁锹将自己铺好的水泥
往外铲。

被害人李某霞的丈夫、李玉祥的四
弟则说，发生争执后，两家人就各持铁
锹开始铲水泥，李玉祥抢走了李某霞的
铁锹。

工程被制止后，李玉祥又到自家大
门处准备铺水泥，但仍被弟媳妇制止。

因铺路两家兄弟起争执

“别人不干我干！ ”李玉祥说，其驾
驶农用三轮车，开始往后倒，准备进胡
同开工。“我考虑车小、又慢，没想到会
撞倒人。 ”李玉祥说，自己从没听说倒
车能撞倒人，他认为，三轮车倒车噪音
大，弟媳妇无论怎样也能听见，也会躲。

李玉祥说，感觉撞到人后，其赶紧
停车摘了挡，此时，李某霞的儿子追上
来打了自己。 其为躲避挨打，遂跑到村
里的月台，等待民警。

在场的工人、被害人的儿子等证人
证言显示，李某霞被撞倒前的最后一个
动作， 是站在倒退的农用三轮车后部，
她张开双臂欲阻止李玉祥倒车。 目击者
称，李玉祥倒车时的车速很快，同时其
曾回头看，李某霞就在车后，但他并未
减速，在撞倒李某霞后，三轮车直接熄
火。

因为三轮车倒车声音大，没人听见
李某霞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了些什么。

死者被撞前曾张开双臂阻止倒车

（稿件来源：《新京报》）

（稿件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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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受害人盈盈时，她的上身被埋在沟里，下半
身赤裸着。

●盈盈每天走的上学路虽然是村里的 “主路”，但
被害地点是在“主路”上唯一没有居民楼的广明高速桥
下。 且盈盈被害恰逢中午时段，很多居民在外工作，路上
行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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