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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钧一发！娄底检察官带头制服了持枪窃贼

“谁再追，我就打死谁！”一把黑洞洞的枪口突然指向
了围追过来的众人，走投无路的歹徒恶狠狠地说。大家不
由地停住了脚步。

这像是电影场景的一幕，5 月 6 日就发生在娄底市五江
建材城。一名歹徒在行窃途中被发现，当群众自发集体追
赶上去时，他突然掏出了手枪。众人在惊诧片刻后，并没
有被吓退，仍然紧紧地跟在后面……歹徒能逃之夭夭吗？

此时，周末外出回家的娄

底市娄星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

督科副科长谢新星正好驾车经

过娄底市大汉大道沃尔玛超市

十字路口，突然听到一名男子

的呼喊声。循声望去，只见前

面一名奔跑的男子，左手提包、

右手持有一把手枪，后面还有

几个男子紧追不舍。“初步判断

这是一把仿六四手枪。”谢新

星见状，赶紧掏出手机报警，

同时驾车去追堵持枪男子。但

持枪男子见有人开车追来，便

向湘中国际灯饰城一个巷子跑

去，谢新星的车进不去，连忙

弃车徒步追赶。

持枪男子很快跑进了一个

居民区。“当时的形势非常危险，

如果持枪歹徒闯入居民家中，

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谢新星赶

忙和其他几名追上来的群众一

同围堵。

“谁 再追，我就打 死谁！”

持枪男子见谢新星和群众已追

到身前，转身拿 枪左右晃动，

做出瞄准射击的姿态，嘴里再

次放话威胁，现场气氛骤然紧

张。谢新星的心都提到嗓子眼

里，生怕歹徒开枪伤及群众。

他一边紧跟在持枪男子后面，

一边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突然，持枪男子跑到大汉

大道边想拦车逃跑，但没有成

功，就又沿大汉大道向一大桥

方向跑去。快到加油站附近时，

他拦载了一辆三轮摩托车，并

爬了上去。摩托车司机很冷静，

在被拦截时顺手拔掉车上的钥

匙跑开了。持枪男子继续寻找

拦截目标，看到加油站路口有

一名妇女驾了一辆电动车停在

路边，便立即从后面跑了上去，

用枪顶着妇女的头，要她快开

车帮其逃跑。

在这十万火急时刻，说时

迟，那时快，跑到最前面的彭

志光冲上去把持枪歹徒从车上

扑下来，歹徒从地上转过身要

朝彭志光开枪，这时谢新星一

个箭步冲到持枪男子身后，用

手锁住了他的脖子，摁住头部，

将其拽下电动车，把枪打掉。

这时，一直奋勇追赶的几

名热心群众也赶紧围了过来。

在大家的协助下，谢新星当场

制服持枪男子，随后交由公安

机关处理，现场无一人伤亡。

经娄底市公安局娄星分局

涟滨派出所民警审查，犯罪嫌

疑人刘某新，系衡阳常宁市人，

因多次盗窃被判刑。他今年 4

月出狱后，因为没有经济来源，

便再次萌生了盗窃的念头，在

衡阳购买了一把仿真手枪、四

发仿真子弹以及口罩等物品。5

月 6 日中午，他乘车从衡阳来

到娄底作案。

目前，刘某新已被公安机关

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5 月 8 日，事情已经过去了

两天，五江建材城也恢复了往

日的平静。不过彭志光还被家人

“扣”在家里休息。这个粗壮的

中年男子说，他做生意 27 年，

抓过十来个小偷，但碰到带枪

的小偷这是第一次。遭遇如此

凶险的小偷，为何仍然毫不退

缩呢？彭志光说：“这是我们的

秉性吧，因为这里就是我们的

家园，你上我家来偷东西，我

是不是要抓你？不管你是带枪

还是带刀，这是原则。”

带头制服歹徒的检察官谢

新星也受到现场群众的交口称

赞，其勇擒歹徒的视频迅速在

网络上传播开来。他在接受采

访时说 ：“作为一名党员和检察

官，当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

到侵害时，挺身而出是我们应

尽的职责，我做的事算不了什

么。”

 5 月 9 日上午， 娄底 市娄

星区人民检察院召开了弘扬正

义——谢新星同志见义勇为事

迹采访座谈会，号召全市检察

机关，娄星区区基层党组织和

党员向谢新星同志学习。同时，

娄底市娄星区政法委副书记彭

镇为谢新星和勇擒歹徒群众彭

志光、叶建波颁发见义勇为证

书。

最后的制服

检察官加入

“他掏出手枪后，随手向追

到最前面的一个人开了一枪，但

枪并没响。”5 月 8 日，第一个发

现歹徒行窃并追赶的彭志光向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回忆，枪虽然

没响，但顿时把大家震惊住了，

“没想到这个小偷还有枪。”

彭志光今年 47 岁，是五江建

材城鸿运装饰材料店主，在当地

做建材生意已有 27 年。他告诉记

者，5 月 6 日中午他在店里吃完午

饭，把手机放到桌上充电后，躺

在躺椅上准备打个盹。他清楚的

记得当时的时间是 1 时 40 分。

刚眯了一会，他忽然听到桌

子的方向有动静。向来警觉的彭

志光立马睁开眼。“我就看到一

个穿花白衣服的男的从桌子抽屉

里拿了什么东西，慌忙向外走。”

彭志光大喊一声，“站住，你包

里装的是什么东西？给我看看！”

男子做贼心虚，拔腿就跑。彭志

光见状，立即上前追赶：“抓小偷！

抓小偷！”

建材城里的业主们听到呼喊

后，纷纷赶了上去。花衣男子见

大势不好，慌了神，突然掏出手

枪威胁道 ：“你再追，我就开枪

了！” 说完对着追在最前面的人

开了一枪，好在，枪并没有响。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追赶的

人群顿时愣住了，大家都吸了一

口凉气，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追赶

的脚步。但彭志光和华兴五金店

刘乐、华峰灯饰的王红这三店

主并没有被其嚣张气焰所吓倒，

而是左躲右闪，避其锋芒，保持

一定距离继续尾追。

持枪男子见五江建材城人员

太多，不敢继续逗留，便快速穿

过大汉大道向对面的湘中国际灯

饰城跑去，不时回过身来，用枪

指着追赶他的三个店主，扬言：

“谁再追，我就打死谁！”

惊心动魄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实习记者 莫雪霈  供图：受访者

文：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谭里和

5 月 7 日 7 时许，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独家获得一段中学生吸
烟的视频，在这段 10 秒钟的视
频里，多名身穿校服的未成年人
挤在一间房子里抽烟。视频所配
文字称：“（平江县）安定中学外
面小卖部提供房间给中学生抽烟，
小卖部还提供零烟出售。”拍摄视
频的女士在视频里说的平江话和
配文互为印证。

今日女报官方微博于当晚率
先报道之后，引起了当地相关部
门的极大重视，事情很快得到处
理。

请看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的
追踪报道。

今日女报官方微博独家报道《平江县一小卖部向中学生售散烟》后——

平江县向中学生售烟的小卖部遭查封
5 月 8 日上午，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把这段视频反映给

平江县有关部门，引起当地

高度重视。

当日下午，平江县委宣传

部给记者传来一份《安定中

学关于学生放学后在校外商

店吸烟情况的说明》（以下简

称《说明》）。

《说明》称：5 月 7 日下午

5 时 40 分左右，学校刚放学

不久，一名家长发现自己的

小孩和一群同学聚集在校外

商店一隐蔽场所吸烟，随后

拍摄了该段视频。

该 家长称，她以前只是

听说，这次亲眼所见，痛心

且惊讶。安定中学在《说明》

里称，学校深表震惊和气愤，

对未能及时发现并有效制止

深表愧疚，“学校校外进校道

路旁边共有 6 家商店，放学

后有少数学生进入商店逗留，

学 校多 次与商家 进 行交 涉，

但效果不佳！”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检索

安定中学有关新闻获悉，一直

以来，安定中学都比较重视

对学生进行禁烟禁毒方面的

教育，多次召开禁烟禁毒主题

班会，印发致家长公开信，开

展全校师生参与的禁毒禁烟

签名活动，并且将禁毒禁烟纳

入班级评价、学生素质评价。

2017 年，该校被评为岳阳市

禁毒教育示范学校。

当地相关部门负责人向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表示，看到报道

后，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

记者注意到，5 月 8 日晚上，平

江县安定镇人民政府微信公众

号发布了《关于安定镇安定中学

校外商店向学生出售香烟事件

的调查通报》（以下简称《通报》）。

《通报》称，该商店位于校外，

由傅某所开，香烟为傅某以散

烟的方式向学生出售，且傅某

并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其行为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

法》第三十七条“禁止向未成年

人出售烟酒的规定”，以及《烟

草专卖法》关于“未领取烟草专

卖许可证的，一律不得生产和

经营烟草专卖品”的规定。调

查组当场对傅某的经营场所和

经营工具予以查封，并由食品药

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部门进一

步立案调查。

同时，调查组对学校周围

商店的经营行为进行了检 查，

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

违规从事食品销售经营的商店

进行了查封，并责令立即整改。

当地近期还将对安定各中

小学周边环境 进行彻底整治，

并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

学校：震惊愤怒愧疚 政府：查封经营场所，立案调查

扫一扫，
为勇士点赞

抓获持枪歹徒后，谢新星大汗淋漓。

扫一扫，
看微博
视频报道

谢新星等三人获颁见义勇为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