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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 通讯员 $#

# #月$%日下午$

一名男子在朋友的陪同下来到洋浦
消防特勤中队的警营求助称% 其不
慎摔倒$ 导致佩戴戒指的手指骨折
肿胀$ 戒指就死死地 &咬' 在手指
上$ 无法取下( 百般无奈的情况下$

只好来到消防部门救助$ 所幸消防
救援人员利用救援工具成功摘除
)魔戒'(

经过消防救援简单的观察 $

发现当事男子左手食指上有一枚
戒指$ 手指由于血液循环不通畅$

已经出现肿大发紫的状况$ 如果
再不及时处理$ 手指将越肿越大$

最终会因血液不流通或感染而坏
死(

由于此戒指是白金制成的$ 硬
度较硬$ 再加上戒指勒的太紧$ 给
救助带来很大困难( 为避免该男子

的手指受到 *二次伤害'$ 特勤班班
长梁彬先利用钥匙+ 纸皮将戒指撑
起一点空隙$ 然后再用强力剪小心
剪断戒指$ 随着一声轻轻的脆响$

戒指应声而断$ 然后用手慢慢地将
戒子掰了下来$ 没有对该男子的手
指造成任何伤害(

戒指取下后 $ 该男子连声道
谢( 事后记者发现$ 该男子手指局
部只是稍微一些浮肿$ 并无大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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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早晨'点左右$在海口海甸
岛环岛路北侧海堤边$一位晨练者隐约
看到海堤边上躺着一个人$走近仔细一
看$吓了一跳$原来是一具无头尸体俯
卧在海边海堤上$ 海堤上一大片鲜血
,,他立即打%%($向警方报案(

海口市美兰公安分局刑侦大队
立即到达现场$ 对尸体进行勘察$发
现死者大概身高在%)(左右$ 尸体俯
卧在海堤边上$ 但头颅已经不见了(

警方在现场周边仔细查找$在距尸体
*米远的海边石缝中发现了死者的头
颅( 在死者留下的衣服里$警方没有
发现任何能证明死者身份的东西(

死者是谁- 是什么深仇大恨让凶
手对死者如此残忍呢-

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组织侦查

人员和派出所的全体民警$ 围绕尸源
以海甸岛为中心向全市辐射展开排
查$深入走访各类群众*万人$市内商
场+店铺+小区和行业场所+(((余个$

张贴寻人启示'(((余份$ 终于在%)日
有了死者的下落(

%)日上午%%点多$有人打电话说看
到寻人启事后$觉得死者像住在海口金
都大厦的武某( 得知这一重要线索$警
方立即在龙华路派出所调查$发现确有
其人$,&岁的武某在金都大厦有一套住
房$辽宁人$无业$离异$现在是单身(

通过调查$警方发现$有一女子经
常出入武某家$ 经调查$ 该女子是宫
某(宫某案发前后活动表现异常$有重
大作案嫌疑(警方立即行动$在海甸岛
一处小区将宫某捉获(

在警方的强大攻势和证据面前$

&&岁的宫某交代了杀害武某并分尸的
经过( 据宫某交代$她和吴某是情人
关系$杀死吴某是因为债务纠纷和感
情纠纷( 她+(("年来到海口$曾在一
家杂志上登过征婚广告$+((-年$因征
婚她与死者武某相认( 原来双方都已
离异$武某是东北人$有过婚史$也有
儿女$现是单身( 宫某与武某相识后$

见过几次面后$宫某就与武某同居$宫

某住在武某家(

宫某称$ 那时她刚到海南没有工
作$ 而武某到海南已经有五六年了(

+(%(年宫某想做生意没有钱$ 向武某
借钱$武某便拿自己的房子做抵押$借
钱给宫某做生意$但要付利息$每月利
息在'(((元左右$就像高利贷一样$第
一次借了-万$还了%*万( 宫某称$第
二次借了武某,万元$ 当时借钱时$武
某就扣掉了"(((元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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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 海棠湾管委会等有关部门依法
拆除海丰村%+栋违法建筑$ 面积达
'%+'平方米$ 其中"栋建有地下室的
酒店式别墅$ 面积约,*%'平方米(

为打击各种抢建行为$ 三亚市有关
部门目前已制定海棠湾片区"次打击
行动方案(

据介绍$ 为骗取国家补偿款$去
年以来$海棠湾部分村民与非法投资
者无视国家法律法规$ 不听劝阻$在
规划开发区域内抢建$严重影响了海
棠湾的发展规划(

据介绍$当天被拆除的%+栋违法

建筑是海丰村村民与外来投资者合
股抢建的( 在下达整改通知书+限期
自行拆除等有关法律程序无效后$三
亚市有关部门决定对%+栋违建依法
拆除( 今天上午$三亚市有关部门出
动*台机械"栋酒店式别墅和&栋违法
建筑强行拆除$总拆除面积约'%+'平
方米( 在拆除现场$记者看到$"栋建
有地下室的酒店式别墅楼房主体已
完工$正进行外墙装修(据了解$截至
目前$ 海棠湾已组织拆建行动%%次$

共计拆除&)万平方米(但目前仍有不
少违建存在$屡禁不止$三亚市有关
部门将继续实施打击违建铁锤行动$

目前$已制定"次打击违建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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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宫某交代$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
处$ 她与武某感情不合$ 武某经常喝
酒$ 脾气不好$ 两个人有时会发生争
吵$后来宫某认识了新的男友$与武某
同居几个月后$ 于今年春节前与武某
分手$之后就住在新男友家里(

宫某交代$ 两个人分手后$ 武某
经常催宫某还钱$ 可宫某说她没有工
作$ 没有收入$ 没钱还给武某$ 为此

两个人常会见面( 因还债的事$ 武某
经常给宫某打电话约她谈$ 两个人一
个星期会见两次面$ 也为还钱的事多
次争吵(

案发前$ 武某对宫某的欠债下了
最后期限$让宫某在&月%,日前将本金
,万元钱还给他( 因无钱还武某$加之
二人多次发生争吵$ 宫某对武某恨之
入骨$就起了除掉武某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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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采访中了解到$ 宫某是黑
龙江人$曾上过卫校$当过护士( 她
曾结过婚$随丈夫住在河南$生育一
个女儿$ 在河南生活后来与丈夫离
婚( 从此$就开始在社会上闯荡$她
曾在云南的昆明做过事$ 于+(("年
来到海口( 据了解$宫某在向警方交
代中透露$ 自己一生坎坷$ 历经磨
难$对人都不信任(

据了解$ 在押的宫某知道自己
犯故意杀人罪$ 将受到法律的严厉
惩罚( 她向民警提出想见见自己的
女儿$ 民警出于对在押疑犯的人性
化关怀$同意宫某见女儿一面( 警方
通知了在上海参观车展的宫某的女

儿小蓉"化名#(

据了解$+(多岁的小蓉在河南一
所大学读书$目前在江西实习$近日在
上海参观车展( 小蓉接到警方的通知
后$立即于&月++日从上海飞到海口(

在刑侦大队$ 当小蓉见到母亲
时$顿时泣不成声$而宫某却表现得
一脸平静$ 她对女儿交代了一些家
里的事情$ 当女儿提出是否还通知
其他亲戚时$宫某说不用了$她犯了
罪$已经对不起家人$别让亲人为她
难过( 记者了解到$小蓉与死者也认
识$因为母亲与死者的关系$小蓉曾
在海口见过一次死者(

母女见面时$小蓉一直在哭$问

母亲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宫某
半天不回答$ 只说了一句%&咱们不
说这个( . 宫某不停摸着女儿的头
发$摸着女儿的脸$问女儿学习和在
江西实习的情况/

&你要记住$ 妈妈是爱你的$永
远爱你$你要好好学习$妈妈是出不
去了$从现在开始$你要学会自己照
顾自己( .宫某最后嘱咐女儿$要好
好做人$不要像她(

在会见要结束时$ 当在场的民
警提出让母女俩拥抱时$ 小蓉想拥
抱母亲$ 可宫某却将身子转了过去
,,宫某的女儿离开办公室后$宫
某禁不住放声大哭,,

据宫某交代$&月%*日晚$ 他们
在武某的住处一起吃晚饭$ 吃饭时
她给武某的红酒内放了%(来片安眠
药$想等他晕倒了在家中伺机作案$

哪知道吃完晚饭后$ 武某还是活蹦
乱跳的( 武某喜欢在海边散步和裸
泳$于是晚饭后$两个人又一起来到

了海甸岛环岛路北侧+ 江南城北面
的海堤边散步聊天(

在快到%+点的时候$ 海边的人
很少$武某脱光衣服到海里裸游$宫
某坐在海边观看( 从武某家回来时$

宫某在带来的咖啡中$ 又给武某放
了%(片左右的药$等到武某游泳完$

药效发作很快$没多久$武某就感觉
犯困$躺在海堤上不动了( 这时宫某
拿起随身携带的水果刀$ 对武某的
脖子割去,,( 割下武某的脑袋后$

她将武某的脑袋扔进大海$ 随后离
开了案发现场( 在宫某归案后的交
代中$她是希望把武某的脑袋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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