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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24年
中巨额彩票不敢花

3月18日下午两三点，湖南省
邵阳市洞口县的胜利小区还是和
往常一样，街坊邻居吃过饭玩起
了桥牌，几位老先生在一张象棋
桌上摆开了棋阵。

47岁的初中老师罗中光（化
名）经常来这里下棋，但这天下午
他匆匆回到家，几个小时后，他的
遗体从家里被抬了出来。从小区
楼里出来的，还有他15岁的女儿
罗珊（化名）和妻子曾华春（化
名）。一位邻居看到，带着手铐的
罗珊在走上警车时浑身发抖。

命案

3月18日下午2点51分，罗中光
的电话响了。

罗中光正值高一的女儿罗珊
不久前报了数理化三个补习班，3
月17日周六第一天开班。18日上
午，物理课结束后罗珊向老师提
出，“我的化学成绩还不错，能不
能不上化学？”老师同意了，随后
罗珊就离开了补习班。

等到下午的数学课开始，老
师发现罗珊没来，他便打了个电
话给罗中光。罗中光得知后回家
查看，罗珊随后也回到家。

据案发时在场的罗中光母亲
介绍，孙女回来后，儿子便开始质
问她为何没去上课，罗珊随口说
去别的地方读书了，罗中光认为
其撒谎，于是父女之间开始了争
吵，随后升级到肢体冲突，一见到
罗中光动了手，妻子曾华春便上
前制止，此时罗中光的脾气也上
来了，夫妻之间开始了争吵。

随后三人前后脚进到卧室，
留下罗母抱着刚出生40多天的孙
子在房门外。罗母说，过了一会她
进到卧室，看到儿子斜躺在床上，
背上已有血迹。而这时罗珊和母
亲两人蜷缩在床头，罗珊手上拿
着一把水果刀。

罗母回忆，此时坐在床上的罗
珊拿刀指着她说，“我把我爸杀了，
我也要把你杀了。”罗母问道，“罗
珊你把爸爸杀了？”接着她看到，孙
女坐在床上一边拍手一边哈哈哈
大笑三声，“杀得好、杀得好。”

在这个过程中，罗中光缓缓
起身，一言不发，踉跄地走到门
口，打开防盗门后倒在了楼道里。

曾华春是一位内科医生，她
起身去门口，一边喊着“中光你起
来”，一边试图把他扶起。但此时
罗中光已经没了动静，罗珊拨打
了120急救电话，救护车赶到时罗
中光已经死亡。随后罗中光的表
嫂从20多公里外的农村老家赶到
现场并报警，罗珊被警方带走。

3月19日凌晨，洞口县公安局
在微博上发布了官方通报。通报
称，犯罪嫌疑人罗珊因校外补课
与父亲罗中光发生争执，遭到罗
中光打骂，随后罗中光因子女教
育问题殴打妻子曾华春，罗珊见状

情绪失控，持家中水果刀将罗中光
刺伤，罗中光抢救无效死亡。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身中八刀

案发后第二天，罗中光的父
亲罗正（化名）与家里人租了辆车
赶到殡仪馆，这位74岁的老人见
到了儿子的遗体。

罗正回忆，在场的法医称，罗
中光身中八刀，但这一说法尚未
得到警方证实。洞口县公安局刑
警大队相关人员称，不方便透露
有关案件的更多信息。

20日上午，罗珊的姑姑罗中
燕在一家宾馆见到了嫂子曾华
春。罗中燕说，曾华春的腿上也被
砍了一刀，刚从医院换药回来，走
起路来一瘸一拐。

记者就罗母所说情况向曾华
春及其家人进行核实，均遭到拒
绝。“据罗珊在公安机关自述称，
她先是想拿凳子去帮母亲，但又
一想父亲身材那么大可能制服不
了，一眼瞅见客厅隔断上有把水
果刀，就把刀揣进口袋里，正好罗
珊母亲挣脱了其父亲的手打开了
卧室门想跑出来，却又被罗中光
拉回房间。”

“罗珊与其奶奶进入卧室后，
见两人仍在厮打，此时的罗中光
正将妻子曾华春按在了床上，罗
珊见状拿出水果刀敲击父亲罗中
光的头部，水果刀先是连着鞘子
的，敲了几下后鞘子脱落露出了
刀锋，罗珊便持刀戳罗中光背部，
罗中光感觉到了疼痛，放开妻子
回过身来夺刀，手一扫将罗珊扫
到了床上。此时罗珊也许吓坏了，
持刀对着父亲罗中光乱舞，罗中
光可能因为混乱中站立不稳，一
下扑倒在罗珊身上，而刀尖正好
插进了罗中光心脏部位。”

洞口县教育科技局一位尹姓
工作人员表示，前述文件是由教
育局相关工作人员起草，但只是
草稿。而上述文件描述的细节亦
尚未获得警方证实。

四口之家

40多天前，罗中光的第二个孩
子出生了，罗珊多了一个弟弟。为
了帮忙照顾孩子，罗母住到了儿子
家。罗正曾经听老伴说过，有了第
二个孩子后，罗珊曾在家里闹过，
说爸爸生了弟弟就不爱她了。

曾华春的同事和邻居杨女士
否认了这一说法，两人常一起上
下班，当初曾华春的另一个同事
叶女士生了二胎，罗珊缠着她妈
妈也想要一个弟弟，罗老师夫妻
为了二胎还做了很多准备。

2002年，罗中光与曾华春经人
介绍相识结婚；2003年5月，罗珊出
生，一家三口挤在罗中光所在学
校的教职工宿舍里，近几年他们
才在县城里买了新房。

2015年，罗中光被聘为一所中
学教师，罗珊也在此上学。罗珊的
一位初中同学说，罗珊经常考进
年级前100名。等到高中，罗珊不仅
上了家边上的重点高中，还被分
到了尖子生所在的班级。班主任
邓老师说，她是一个听话的学生，
学习努力，从来不惹麻烦。

同班同学小朱（化名）说，罗
珊的梦想是考上北京大学，但在
尖子生的班级，她的成绩不如以
前拔尖了，因此压力很大。

在学校，罗珊是个内向的学
生，她喜欢玩手游“荒野求生”和
看动漫，经常在空间里分享一些
游戏战绩和自己的“男神”。

罗中光个头在170公分左右，
体型微胖，头发灰中带白。在同事
王老师的妻子印象里，他常年穿
一条牛仔裤，裤脚都磨破了，卷了
一层又一层。王老师的妻子也说，
两家人一起出去玩时，罗中光总
是在后备箱里装满了东西，到了
目的地随时都有吃的。有次他还
对罗珊说，“宝贝啊，你想吃什么，
老爸今天口袋有钱。”

家暴疑云

被父亲唤作“宝宝”的罗珊在
最近一条QQ空间签名写道：“沉迷
在自己的世界里还不是因为孤独。”

据罗母介绍，2018年春节前，
罗珊偷了600元想要离家出走，但
没走成；等到正月初十，罗珊离家
出走了三天三夜，急得罗中光报
了警。罗珊回来后就说自己去了
洞口县以南35公里外的武冈县，
也没说干嘛去了。

前述洞口县教育科技局的文
件里记录了这一情况，“2018年春
节前几天，罗中光以罗珊学习退
步为由，对罗珊又进行了殴打，扯
住罗珊头发往沙发上撞。正月初
十，还是同样的理由同样的做法，
罗珊一赌气离家出走三天。”

对此，罗母有不同说法，她表
示儿子在学习方面的确对孙女管
得比较严，但不会打女儿。罗家人
说，罗珊有些叛逆，不服父亲管教。

在罗中光家补课的潇潇也目
睹过。“有一次我在补课，中途休
息，他（罗中光）就去房间看他女
儿，然后看到她在玩手机。”罗中
光发现后一把将手机夺过，罗珊
就与他发生了争吵。罗珊往父亲
身上扑想要夺回手机，“一边扑一
边抓，把她爸爸手和脸都抓伤
了”，潇潇说，随后罗中光把罗珊
按在床上将其制服，两人在床上
撕扯，罗老师当时也没打她。

曾华春几个在医院的同事也
都在同一个小区买了房，家里的
孩子也在一中上学，互相会有比
较，罗中光对女儿要求比较严格，
不允许她玩手机。

曾华春为了这个问题也向同
事杨女士诉过苦，觉得丈夫要求
女儿非得考多少名有点过分。杨
女士的丈夫遇到罗中光，也会劝
他不要太过严格。罗中光嘴上说
知道了，但回过头还是骂。

事发后，曾华春在娘家人的
陪同下住进了宾馆，她还要哺乳
刚出生40多天的小儿子。

每天晚上9点40分左右，是罗
珊就读中学高一高二学生放学的
时间。9点开始，校门外就聚集了
卖小吃的推车和接孩子的家长。
时间一到，穿着校服的学生涌出
校门，三五成群有说有笑。或奔向
家长，或直奔小吃摊。十几分钟
后，校门口又恢复了宁静。

这也曾是罗珊的日常，但一
切都回不去了。 据《澎湃新闻》

不能承受的父爱
湖南洞口15岁少女杀死父亲

从1994年到2018年，朱国明辗转浙江、广东、广西多地，做
过保安，收过金属废料，开过洗衣店，换过几个身份，中过一
次彩票，奖金45万元，却不敢大手大脚地花。

朱国明是一名逃犯。1994年6月8日，一次斗殴中，朱国明
用一根棍子，击打对方一人，并导致其最终伤重不治身亡。此
后，朱国明踏上漫漫逃亡路……

这桩24年前发生在浙江
省仙居县的命案，与一颗杨
梅相关。

1994年6月8日晚上，19岁
的仙居县城关镇人徐海龙，与
同样19岁的仙居县下各镇人
泮贵勇，在穿城南路发生了纠
纷。仙居县公安局刑侦支队重
案组提供的信息显示，这天晚
上11时许，徐海龙与朋友唱完
歌，从穿城南路经过时，遇见
一边嚼着杨梅，一边往县城走
的泮贵勇一行。

泮贵勇将口中正在咀嚼
的杨梅核，吐到徐海龙的后
背上。双方随后发生争吵，人
多势众的泮贵勇，追打徐海
龙过了几条街。徐海龙自觉
吃亏，随后通过传呼机，邀请

朋友来“寻仇”。
接到徐海龙的信息后，

几个朋友很快赶来“出头”，
其中便包括当时22岁的仙居
县城人朱国明。

警方事后调查显示，当
晚11时50分许，两帮人在仙居
县城区穿城中路与省耕路交
叉口附近相遇，争斗中，朱国
明用从路边随手拿来的木
棒，击中泮贵勇的头部，致其
倒地。随后，朱国明和徐海龙
等人继续用木棒、砖头对泮
贵勇进行殴打，直到泮贵勇
倒在地上不动弹，才匆匆逃
离现场。

泮贵勇送医后不治，经
法医鉴定，死因为颅骨凹陷
粉碎性骨折脑挫伤死亡。

一颗杨梅引发斗殴

案发后，仙居县公安局组
织警力来到现场，并很快控制
部分涉案人员。在此后的数天
内，涉案的徐海龙等人相继到
案。当晚的追捕中，参与行凶
的朱国明趁乱从警方围堵中
脱逃，从此杳无音信。上世纪
90年代，仙居县还没有火车
站，也没有多少高速公路，县
城里几乎没有监控设备。这样
一个通讯和交通都不发达的
年代，朱国明仿佛人间蒸发。
警方围绕着朱国明的社会关
系，进行了大量细致的排查，
试图寻找蛛丝马迹，却始终一
无所获。

24年间，刑侦技术也在不
断进步。2018年3月初，仙居警
方经过数据研判发现，一名在
广东佛山打工的男子，外形特
征与年龄等，都与朱国明非常
相似。不过，户籍信息显示，这
名男子姓王，籍贯广西。

警方决定千里远赴广西，
去会一会“王姓男子”。

仙居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长应朝前，带着几名警员，来
到广东佛山。在佛山警方配合
下，专案组与王姓男子进行了
几次接触，并最终确定，王姓
男子就是朱国明，此时正在佛
山市禅城区一处小区做保安。

3月23日下午1时，专案组
来到小区物业监控室，站在朱
国明身后。

“仙居话还会说吗？”听到
仙居方言，应朝前说，朱国明
先是一愣，回过神来后用普通
话说，“听不懂在说什么”。此
后，现场一名办案人员继续用
仙居方言告诉朱国明，“我们
都找了你这么久，你也不想
想。”听到这一句，朱国明的眼
神黯淡下来，不再“抵抗”，告
诉现场警员，“你们没找错”。

朱国明告诉现场办案人
员，“24年了，我曾多次梦到
过会有这么一天，也曾想过
要投案自首，但一直鼓不起
勇气”，“现在，这一天终于到
来了，也好，再也不用提心吊
胆过日子了”。

数据研判发现“王姓男子”

3月26日上午10时30分
许，一辆警车驶入仙居县公
安局院内。车门打开，四名荷
枪实弹的警察，押着一名中
等身材的光头男子，向审讯
室走去。

这是24年后，已46岁的朱
国明第一次返回老家。

记者从警方处了解到，
案发当晚，从斗殴现场逃走
后，朱国明离开县城，走入环
绕仙居的深山中。凭借经验，
几天后，朱国明翻山越岭来
到了相邻的天台县。在天台
县，朱国明搭上开往上海的
汽车，随后从上海，转车去江
苏苏州。

在苏州，朱国明成为一
名学徒，跟着别人学做烧饼。
此后，朱国明辗转广东、广西
多地，以收购白银废料为生。

2006年，他买到一张广西

的身份证，此后使用王姓男
子的身份，开始在广东各地
的酒店、小区做保安。2013年，
朱国明在佛山一个小区落
脚，此后再也没有离开。

不敢回家，不敢与亲人
联系，一人在外的朱国明，将
购买彩票作为生活的唯一乐
趣，几乎“一期不落”，甚至一
度中过45万元的大奖，但因为
担心惹人注意，因此一直不
敢明目张胆地消费。

24年间，身边人陆续结婚
生子，朱国明也曾相处过几
个女友，但每到感情升温，女
方提出“一起回老家”时，他
又往往退缩，因此最终都不
了了之。朱国明在接受审讯
时说，直到仙居警方出现在
面前，自己才感觉“终于可以
踏实过日子”。

据《新京报》

最怕女友提“回老家”

罗罗珊珊家家楼楼顶顶的的自自制制秋秋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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