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警方的通报中!周克华有着残
酷的一面"作案沉着#下手凶狠#直击
被抢对象要害!甚至有网友直接称呼
其$爆头哥%&与此同时!他又非常狡
猾!通过周密的计划!哪怕警方层层
布防!但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作
为一个八年跨多省市作案的连环杀
手!周克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直到!"#$年初!警方还没锁定周
克华! 怀疑的对象集中在一个外号
)四儿娘%的四川籍男子曾开贵身上'

当时看!警方高度怀疑曾开贵有一
定的道理!因为他曾是十几年前的另一
起枪杀案的重大嫌疑人'对比警方对嫌
犯的描述!曾开贵和周克华也有相似之
处"均是中等身材!年龄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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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有军人素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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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媒体后来的报道!湖南发生
连环枪案期间!长沙和公安部的办案
人员曾多次去曾开贵的老家*****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顺河镇高山乡
玉泉村了解情况!)曾开贵的父母经
常被叫到派出所去问情况!哪里抓到
个重要的嫌犯! 都会让他们去认人!

每次都是村干部带着去%'

今年$月%日!江苏南京再次发生
枪案时!虽然多家报道时再度猜测是

曾开贵所为! 但警方却并不这么认
为' 几天后!包括湖北省公安厅副厅
长+湖北专案组组长尚武在内的多省
公安负责人证实"公安部已确认苏湘
渝系列案并非曾开贵所为'

$月&日!南京)!"$!,$,%%案发后
三天! 公安部在南京召开案件协调
会!要求全国公安机关特别是重点地
区公安机关务必将侦破此案作为当
前压倒一切的任务'

据报道! 江苏及周边的湖北#湖
南等省市当时纷纷布防!)%十地发布
悬赏通告!悬赏总额破'""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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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警方!"$!年(月$"日公布的
四张监控视频截图中"可以明显看到周
克华步行! 从容不迫地接近受害人!举
枪射击!捡起受害人皮包!再快速逃离
的情形'

从冷静地离开现场到成功脱逃!

也显示了周具有极强的反侦察能力'

在年初南京那起案件中!有媒体曾披
露当时的监控画面!)前后短短的$分
钟时间内!前一幅画面中!他手提的
是一个洋河蓝色经典的纸质袋子
--在后一幅画面中!他已经把洋河
酒手提袋扔掉了!换成了一个深色的
貌似布质的手提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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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时)!分!重庆市
高新区石桥铺的某驻渝部队营房!一
名歹徒蒙面持枪袭击致$名哨兵身亡!

随后抢走步枪$支' !"$!年(月$"日!有

接近重庆警方的人士称! 周克华已被
确定为此案疑犯'

!""&年'月$&日! 一蒙面歹徒出
现在该部队大门前! 他拿枪向身背

步枪的值班哨兵连开两枪! 哨兵胸
部中弹!倒在地上' 歹徒抢走他的枪
后!徒步到达距离事发现场约'""米
的渝州五金城西门对面的石新路

边! 乘坐一辆在此等候多时的出租
车逃离'

当时! 重庆警方根据掌握的情况
将此案列入反恐打击的范畴! 悬赏'"

万元缉拿嫌疑人' 军方和警方联合成
立专案组! 公安部专家也抵达重庆帮
助侦破!但疑犯一直未被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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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周克华从来不住旅店!以
逃避身份检查! 其野外生存能力非常
强'今年春节时!他曾独自出现在重庆
市江北区的观音桥! 去一家运动城买
过一顶帐篷和一套冲锋衣'在此前后!

他还回到过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镇二
塘村!看过自己的前妻和儿子'

来自重庆方面的消息称!周克华
以前曾在缅甸呆过! 非常专业和狡
猾!早就杀人如麻!而且反侦察能力
比以前的著名悍匪张君更强'

记者注意到! 公安部*级通缉令
公布的嫌犯周克华的照片!其上半部

的两幅为服刑人犯采集样照'

对此!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长赵
剑解释说!在南京)$,%%劫案后不久!警
方即通过技术摸排锁定嫌犯的身份为
重庆沙坪坝人!随后!公安部专案指挥
部和重庆警方即对其展开外围调查!调
查发现!嫌犯周克华曾于!+",年因贩卖
枪支!被云南铁路法院判刑后即在当地
服刑!公安部通缉令上半部的照片确为
监狱为其拍摄的服刑人犯档案采集样
照' 但警方的调查显示!嫌犯并未在部
队有过服役经历!更没有网上传言的当
过特种兵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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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口镇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和
北碚区交界的地方!作为工业重镇!

这里汇集了多家全国知名企业' 距
离镇上约'公里的地方就是二塘村!

正在修建的高速铁路从村里横穿而
过!旁边就是一条小河!在被小山丘
包围的二塘村!周克华现在的家!位
于全村位置最高的地方'

周克华的老家是一栋三层楼的
红砖房!房子没有装修' 旁边的邻居
已经搬走了! 房屋临时出租给了拆
迁户'

今年)!岁的陈启红与周克华是
小学同学' 陈启红说!周克华人比较

聪明!小时候在班上成绩很不错' 这
一说法得到了二塘村多位老人的证
实!)他爸爸当了多年生产队的会
计' %%"岁的陈启芳说'

读完一年级后! 陈启红辍学
了' 之后周克华的成绩怎么样陈启
红不知道!但两人直到十几岁才失
去联系'

陈启红说! 小时候他曾与周克
华以及同村的几个小伙伴去村头的
小河里游泳! 周克华的游泳技术很
好!而且很讲义气!他们从河里抓上
来的螃蟹!一般都是生吃!周克华偶
尔也会从家里偷火柴出来烤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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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多年的邻居!陈启芳记得!

在周克华小时候! 长辈们一般喊他
的乳名)华儿%' 陈启芳对周克华的
印象很深刻!因为他的性格很奇怪'

陈启芳说!周克华很老实!从不
招惹别人!别人也不会欺负他' 其他
的小朋友喜欢钓鱼+抓青蛙!但周克
华看起来没什么爱好! 总是独来独
往!放学后一般就回到家中!自己玩
自己的'

)他性格非常内向!%陈启芳说'

%'岁的陈启厚老人也持同样的观
点!因为他记得!见了面周克华从来
不主动打招呼'

%'岁的朱国兰分析! 周克华的
内向跟家人的性格遗传分不开!因
为其父母性格都很内向!)村里有红
白喜事!他们从来不参加!去年周克
华的父亲去世!我去探望!他妈妈也
没打招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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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周克华已经多年没有出
现在村里!记者$"日在村里走访!年
轻人几乎不知道)周克华%这个人'

不过说起有人在外面犯事! 村民基
本上都知道是哪户人家'

记者拿通缉令上的照片给陈启
红看' 陈启红说!几十年了!周克华
的面相几乎没什么变化'

陈启厚回忆!去年(月份!周克
华的父亲去世!周克华曾回了一趟
家!只不过他晚上回来!凌晨就走
了' 这一说法得到了陈启芳的证
实! 周克华父亲去世的次日凌晨%

点左右!她曾亲眼看到周克华匆匆
地走了'

就在此前的%月!(日! 周克华

还在长沙黑梨路一建筑工地附近
枪击工地老板张某! 致其头部+腰
部负伤'

周克华的父亲去世后! 这栋三
层楼的房子就由快-"岁的母亲守
着' 现在住在旁边的胡女士说!周母
生活非常艰难!去年还种了葡萄!今
年就只种了一点蔬菜! 老人家每天
都要到市场上去卖菜! 赚钱补贴家
用' 胡女士说!周母一般只吃小白菜
和红薯!从没见过她买过肉吃'

胡女士家里有空调! 周母有时
候会去胡女士家歇凉' 在胡女士面
前!周母从来不说儿子的事情' 如果
有人谈到周克华! 她会因为儿子的
不听话而责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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