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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要分手被其杀害 逃跑后更名换姓娶妻生子

洗白身份 落网时已成千万富翁
因感情纠葛，男子在校园内将女
友杀害后逃亡。近日，西安公安雁塔
分局破获一起 15年前的杀人案，嫌
疑人被抓时已娶妻生子，开了一家资
产上千万的公司。

“班花”
惨死操场边
其男友是重大嫌疑人
2002年 10月 7日，西安城南一
所大学发生一起凶杀案。一男子在
车里杀害女友后，将车开到附近小区
后逃跑。小区保安见小区道路上一
辆轿车停了很长时间，过去查看，发
现车里的女孩已死亡。
警方调查发现，案发现场并不在
该小区，而是在被害女孩杨某（案发
时 23岁）就读学校的操场边。作案
车辆是租的，租车的孙某是死者杨某
的男朋友，案发后不知去向。民警调
查发现，案发前孙某、杨某正在闹分
手 ，种 种 迹 象 表 明 孙 某（案 发 时 25
岁）有重大作案嫌疑。
据当年在该高校读大二的王女士
称，
国庆假期后，
她刚回到学校就听说
了这件事，
被杀女孩杨某当时上大三，
是北京人，
据说还是他们班的
“班花”
。
案发约一周后，和孙某一起开网
吧的合伙人给警方送来了孙某寄来
的一封信。
孙某在信中称，杨某是他杀的，
当时他骗了舍友的驾照租了一辆车
去找杨某，因杨某提出要分手，他一
时激动将杨某杀害。信中还交代了
他与朋友合伙开的网吧的股份问题，
并委托合伙人将信转交给警方，表示
处理完手里的事情后会考虑自首。
信是从成都寄来的，警方立即赶
往成都抓捕孙某，但未能在成都找到
孙某踪迹。

逃亡多年资产上千万
洗白身份并娶妻生子
今年 8月，警方通过多种技术分
析，比对出一名名为杨某的男子可能
就是孙某，但他人在深圳。
8月 29日，雁塔公安分局安排抓
捕小组到深圳对孙某进行抓捕。到
深圳后，民警发现，化名为杨某的孙
某经营着一家科技公司，民警在其公
司附近部署抓捕时，在孙某公司楼下

◆孙某落网

反
的一间便利店里恰巧碰到他，当场实 转
施了抓捕。
参与抓捕的民警表示，对着疑犯 的
喊孙某时，他瞬间脸色苍白。民警 人
问，他还记得当年的事情吗？他说，
生
人是他杀的。

办案民警表示，孙某寄完信后便
离开了成都，先后辗转青岛、北京、上
海 、深 圳 等 地 打 工 、做 生 意 。 2006
年，孙某通过朋友在云南红河洗白了
身份，改名杨某。2012年，孙某到达
深圳后，做电子产品生意，现在经营
着一家科技公司，资产已达上千万。
另外，孙某在青岛打工期间认识一名
女孩，随后两人结婚并生了两个孩子
（一个 7岁，一个 3岁），妻子不知道他
曾经杀过人。

有钱了不敢买房
15年未与家里父母联系
办案民警称，孙某这些年一直是
租房子住，因担心民警抓捕，他每隔
一段时间就会以各种理由骗妻子换
房子住。他在深圳做生意期间，还会
经常变更公司的地址。
据了解，孙某是江苏邳州人，他
18岁时父母包办婚姻给其娶了媳妇
但没有领结婚证，结婚后两人还有一
个孩子。因为对于这次婚姻不满，孙
某到西安上大学，毕业后在学校旁边
与朋友合伙开了一间网吧。在经营
网吧期间，认识了杨某并恋爱了一年
多时间。案发后，孙某改名换姓，一
直都没有与父母联系，他在老家的妻
子也已改嫁。
孙某说，当年案发前，女友杨某
要和他分手，他怀疑杨某已另寻新
欢，因此发生争吵，他一时激动将杨
某杀害。逃亡的这些年，他一直心有
不安，即便有钱了也不敢买房，找工
作也都是临时的，就害怕被别人发现
自己杀过人。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
改了名字，也结婚生了孩子，身边的
人都不知道他的过去，他本以为能好
好生活下去，没想到还是被抓了。
孙某说，他后悔当年一时冲动做
下错事，他想提醒现在的年轻人遇到
事情要理智。
目前，因涉嫌故意杀人，孙某被
刑拘，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据《华商报》报道

幼年遭拐 长大后成百万富翁
悲欢离合人生起落，没有什
么能阻挡黄世红对团圆的向往。
出生在湖北利川市文斗乡一个闭
塞山村，自幼家贫的黄世红 6岁
那年被人拐至河南。
在山西闯荡积累了百万身
家，又遭家庭变故负债累累，但他
振作精神从头再来。黄世红 33
年的人生也堪称跌宕起伏。但无
论身处何地境遇哪般，他最大的
心愿就是找到生母和哥哥。近
日，黄世红赶赴重庆石柱，终于见
到了生母李明素。那一刻，母子
相拥泪如泉涌。这条回家路，他
走了 27年终于抵达。

外债。雪上加霜的是，妻子爱上
了别的男人，他一度浑浑噩噩度
日。
离婚后，黄世红去北京打工，
当保安、做摄影师。此后又来到
郑州拍儿童照、帮人做设计，晚上
还出去当代驾司机。一年半后，
他与 3名合伙人创办企划管理公
司，到 2016年陆续还清了债务。
去年，黄世红开始自学软件
开发，现在项目框架基础已经搭
建完成，投资人也陆续跟进。生
活事业历经坎坷，但他从未放弃
寻亲的念头。

志愿者帮忙寻亲成功
6岁在亲戚家遭拐卖
鄂西南边陲的利川市文斗乡
青龙村向阳坪，隔郁江与重庆市
石柱县毗邻，山高路远，林密人
稀。
1984年，黄世红就出生在这
里的一户普通人家，在他尚未出
生时，父母就离婚了。由于妈妈
还带着大他 3岁的哥哥，不得已，
在他 6岁那年，妈妈李明素将他
托付给了亲戚抚养。但是不久，
李明素收到亲戚的消息，说孩子
丢了。
多年后，黄世红告诉记者，他
相信自己是遭遇了拐卖，至于是
在哪里被谁拐卖了，他现在也不
愿再去深究，时间冲淡了一切，他
选择原谅。
黄世红对家开始有清晰的概
念，是在河南省安阳市的一户人
家——养父母膝下无子，对他百
般疼爱，他感受到了父母的爱，家
庭的温暖。即便是这样，回家的
念头一直埋在幼小的心灵中。

从身家百万到负债累累
苦难磨砺出坚强的个性，黄
世红很小就离开养父母，到山西
运城打工，凭着吃苦的劲头很快
站稳脚。2004年，20岁的黄世红
结婚，初为人父后靠手里的 3000
块钱创业，6年连续开了 7家影
楼，到 2008年身家已过百万。但
也就在那年，由于扩张太快市场
没跟上，一夜之间背负 220万元

◆黄世红与母亲 27年后终于重逢

今年 5月 22日，重庆“宝贝回
家”志愿者“寒冬温暖”
（网名）接
到为黄世红寻亲的任务。
沟通后，
“ 寒冬温暖”根据黄
世红提供的地名、人名发出寻亲
帖。石柱县志愿者“满天星”
（网
名）刚好是石柱县洗新乡万寿村
的驻村扶贫干部，利用下乡走访
贫困户的机会，向当地村民谈起
黄世红寻亲的事。让人兴奋的
是，有村民知道李明素的情况，而
这个李明素，与黄世红提供的妈
妈名字是一致的。原来，李明素
此时已经再婚，从利川来到相邻
的石柱县生活。
志愿者立刻安排双方采集血
样 ，最 后 提 交 给 公 安 机 关 进 行
DNA检验。让人激动的是，两天
后 DNA检验机构传来血样比对
成功的好消息。
8月 29日上午，在志愿者的
陪 同 下 ，黄 世 红 赶 赴 重 庆 石 柱
县。一路上，黄世红望着车外，不
时掩面而泣。石柱县玉音广场，
妈妈李明素等亲人手捧鲜花，已
经望眼欲穿。当日下午，黄世红
走过来，在众人热烈的掌声中，他
和母亲、哥哥等深深抱在一起，任
凭激动与幸福的泪水流淌……
这几天，黄世红一直在石柱
陪着妈妈。河南养父母那边，他
暂时还没有告诉这个消息，
“两位
老人年事已高，不能刺激他们，他
们养育了我，今后一样要对他们
尽孝。”
据《楚天都市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