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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行窃未果再次入室报复致2死1重伤

两次报警为何仍未
阻止惨案发生

监控显示，8日清晨7时许，嫌犯曾春亮手拿锤子进入受害人家并上楼。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刘云鹤

30多个亲戚在家
仍觉得害怕

“现在家里有30多个亲戚守
着，每人拿着一根棍子，生怕嫌疑
人再来报复。”被害夫妇的女儿康
敏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白天不管男女，大家都在值守，晚
上由男士值班，三四个人一组，两
班倒。

除此之外，康家的外围也有
警察和政府人员值守，尽管如此，
康敏和家人仍然觉得不踏实，晚
上进院里的厨房，都是三四个人
一起才敢去。

7月22日清晨6时许，康敏的
母亲去家中三楼打扫卫生时，看
到一名陌生男子躺在三楼卧室的
地板上。男子被发现后拿起螺丝
刀抵住老人的喉咙，让她不要出
声。母亲奋力反抗叫喊，康敏的大
哥在二楼听到声音后跑上三楼，
与男子展开搏斗。该男子将康敏
的哥哥捅伤之后离开。

康敏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男子在逃跑前曾威胁家
人不许报警，如果报警就杀全家，
后来家人因为害怕选择报警。

8月8日早晨7时许，该男子再
次潜入康家，将康敏的父母杀害，
其外甥遭受重伤。

凶案发生时
只有三人在家

第一次报警之后，康家人也
提高了安全意识，在家中装了监
控，但没想到悲剧还是发生了。

案发时，家中后门的监控已
经被嫌疑人破坏掉，没有拍到嫌
疑人是如何进入家中以及作案后
是如何逃窜的。从屋内的监控可
以看到，案发时间在8月8日早晨7
时许，嫌疑人拿着锤子上楼后，传
出锤子敲击的声音。

现场监控照片显示，曾春亮
脖子上挂一条毛巾，身穿浅色T
恤、深色长裤，左手戴黑色手套，
右手持一把锤子和一把疑似尖刀
的条形状物件上楼。

康敏讲述，案发时只有父母
和外甥在家，其他家人因为各种
原因没回家。直到当天下午4时
许，康敏的姐姐从朋友那回家，才
发现了残忍的一幕：母亲倒在厨
房里，喉咙多处被刺穿，身上伤口
达七处，父亲和孩子也倒在血泊
里。最后只有孩子幸存，但至今仍
未脱离生命危险。

康敏说，父母为人和善从来
不与人结怨，与亲戚朋友关系也
好，当天早晨7时许，还有好几个
亲戚往家里打电话，但都没有打
通。因为母亲平时经常会听不见
电话，所以亲戚们也没有觉得怪
异，“要是能早点发现，也许结局
会好一些。”

第一次报警
被定性为非法入室

男子第一次入室时，康敏的
大哥看到了男子的脸，并且识别
了其口音，根据这些线索警察很
快在系统里确认了男子的身份。
此人为乐安县山砀镇厚坊村人，
此前因为盗窃两次入狱，今年5月
12日刚从监狱出来。

康敏表示，第一次报警之后，

警方并没有将案件定性为盗窃或
者刑事案件，而是定性为非法入
室，理由一是男子入室之后并没
有抢劫盗窃的行为，二是家属受
的都是皮外伤。

对此，康敏的家人并不这么
认为。歹徒很凶狠，用螺丝刀将大
哥身体多处捅伤，这样的行为已
经超出了治安案件，第一次报警
后家人多次强调担心该嫌疑犯还
会作案，希望警察重视，早日抓到
凶手。

7月24日，康敏的嫂子打扫卫
生时，在三楼床底再次发现疑似
作案工具，手电筒、手套、螺丝刀
等，于是家人第二次报警，希望引
起警察重视，可以早日将人抓捕
归案。再次报案后，警方将工具取
走。

嫌疑人胆子大
受害人面前“很淡定”

在康敏家人的印象里，凶手
除了凶狠，还有一个很显著的特
点，就是特别的“淡定”。在7月22
日与康敏哥哥搏斗之后，并没有
迅速逃窜，而是大摇大摆地从门
口出去，然后骑上摩托车走了。

在小镇居民陈先生的印象
中，曾春亮比较外向，看上去挺正
常，和朋友在一起会打打小牌，一
起在饭店吃吃饭，对于服刑经历，
身边人会打趣，调侃他几句，曾春
亮看上去也不在乎。

陈先生在与曾春亮的交往中
得知，曾春亮出狱后也试图找过
工作谋生，但不管是朋友介绍的
还是自己找的，都没有进行下去，
要不就是嫌工资低，要不就是嫌
累。陈先生讲述，从6月7日开始，
曾春亮在镇上断断续续住了一段
时间。

不过，陈先生从一个开酒店
的朋友那得知，8月6日晚，曾春亮
想要入住朋友在镇上的酒店，办
理住宿手续时，酒店前台工作人
员发现曾春亮手上有一个刀疤，
就让他出示一下身份证，“他说身
份证不在身上，没带。”然后，曾春
亮就骑着摩托车离开了。

谁也没想到两天后，他又出
现在康家，并且做出了如此残忍
的事情。

8月8日凌晨7时许，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山砀镇山砀村发生一起命
案，康敏（化名）的父母被人入室杀害，外甥受重伤。家中监控显示，犯罪
嫌疑人是隔壁村的曾春亮。此人并不是第一次进入康家，7月22日，康家
人在家中三楼发现过曾春亮，当时还曾被其威胁如果报警就杀人。此后
康家人两次报警，也未抓到嫌疑人。凶案发生后，康家人再次报警，目前
嫌疑人仍在逃。

受害者家属质疑：

第一次报警后警方采取了哪些行动？
从7月22日受害者家属第

一次报警，到8月8日案发这18
天内，除了确认过嫌疑人的身
份，警方到底有没有采取行动
呢？还是采取了行动没抓到
人？

如果属于治安案件是否
有处罚？是否警告？是否拘留？
还是仍在寻找曾春亮？从7月
24日再次报警之后，7月25日当
地的刑警队前来家中取走疑
似作案工具，康家人就再也没
有收到警方那边传来的任何
消息。

康敏告诉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在7月22日之后，小
镇有不少人看到过曾春亮的
身影，“而且我们也问了嫌疑

人老家那边的人，都说没有看
到过警车去村里，也没听说过
警察有去村里搜查。”

7月22日到8月8日期间，居
民陈先生见过曾春亮两次，第
一次是在7月22日当天。陈先生
和朋友看到曾春亮手臂受伤
了，问其怎么回事，对方说骑摩
托车摔的。案发后他才知道，曾
春亮是和康敏的哥哥搏斗后受
的伤。陈先生最后一次见曾春
亮是在8月7日，他们在同一家
早餐店相遇，“当时他吃早餐
没钱，还是别人帮忙付的。”

8月8日惨案发生后，当地
警方已经将案件定为重大刑
事案件，发出悬赏通告，通缉
嫌疑人曾春亮。

当地警方发布的悬赏通告。

葛相关链接

因盗窃坐牢八年，出狱不到三个月
8月10日，江西乐安山砀镇

厚坊村一名村干部告诉记者，
7月26日，警方前往曾春亮家进
行抓捕，但没有抓到。此外，该
村干部介绍，曾春亮此前因盗
窃罪入狱，今年5月刑满释放
后找到村里要求开办采石场，
但因其没有办理相关证件被
村里拒绝。此后，村里介绍他
去附近工厂上班，但曾春亮嫌
弃工资太低没有去。

中国裁判文书网资料显
示，嫌疑人曾春亮此前曾2次
入狱，于今年5月刑满释放。

2017年6月12日，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编号为
(2017)浙07刑更1896号的刑事
裁定书显示，罪犯曾春亮，男，
1976年4月2日出生，汉族，文
盲，现在浙江省金华监狱服
刑。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

法院于 2 0 1 3年 3月 2 7日作出
(2013)台路刑初字第158号刑事
判决，以被告人曾春亮犯盗窃
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20000元。

浙江省金华监狱于2017年
5月24日对曾春亮提出减刑八
个月建议。金华中院经审理查
明，罪犯曾春亮在服刑期间，
能认罪悔罪，遵纪守法，接受
教育改造，积极参加学习，成
绩优良，积极参加劳动，态度
端正，服从分配，完成劳动任
务，本次考核期间获得六个表
扬。罪犯曾春亮尚未履行生效
判决所判处的财产刑义务。裁
定对罪犯曾春亮准予减刑七
个月（刑期自2012年6月13日至
2020年5月12日止）。

2019年曾春亮再次申请减
刑。

2019年8月26日，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编号为

（2019）浙07刑更2658号刑事裁
定书裁定对罪犯曾春亮不予
减刑。法院审理查明，罪犯曾
春亮至今仅缴纳罚金人民币
600元。另查明，罪犯曾春亮系
累犯。

从2020年5月12日刑满释
放，到此次案发，曾春亮出狱
尚不满三个月。

乐安警方在通报中提到，
现查明曾春亮已往乐安县山
砀镇周边地区逃窜，如有该人
线索请及时与乐安警方联系，
警方将对直接抓获嫌疑人或
为抓捕提供直接线索者奖励
人民币伍万元。举报人信息严
格保密，对隐瞒不报者，将依
法追究法律责任。

据上游新闻、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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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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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康女士

的母亲去三楼卧室打扫
卫生时发现一陌生人。
此人打伤其母亲，并扎
伤其哥哥。随后，家人报
警后查证得知，该人叫
曾春亮，住乐安县山砀
镇厚坊村新厚坊组49号
1户，刚从监狱刑满释
放，且有多个案底。

7月23日，康家人

再次前往乐安县刑警大
队报案，要求警方立案
追捕嫌犯。此后，康女士
的嫂嫂在三楼家中打扫
卫生发现疑似作案工
具，康家人再次报警。

8 月 8 日清晨 7
时，嫌犯曾春亮手持铁

锤和一把尖刀潜入事主
家中，并造成2死1重伤
血案。

8月8日晚，江西

省抚州市乐安县“乐安
公安”发布悬赏通告。目
前嫌犯曾春亮在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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