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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心态坦然接受，并积极配合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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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追了他 4年，不一探究
竟，
实在不甘心。”休息了 6个小
时后，他再次踏上追逃之路。这
次，他连轴转了 7天，跑了上千公
里，终于抓回了苦追 4年的外逃
人员，治好了自己的“心病”。就
在所有人都为他欢呼时，身体的
“病”突如其来，让他不得不住院
接受治疗。
他叫卢霖，是集美分局刑事
侦查大队重案中队中队长，
9月 2
日不幸被初步诊断罹患急性白血
病。现在卢霖正在进行第一阶段
的治疗，白天他需接受化疗，下午
需输血小板。为了能够有充足的
血量，
同事们已轮流去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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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贵州后，卢霖的手里只
“没有人比我更熟悉案情了， 有安某 4年前的一张证件照和几
我去最合适。”8月 21日，
刚出差
张监控图像，
要找人犹如“大海捞
回厦的卢霖很兴奋，他听说自己
针”，
就连当地民警都劝其回厦门
苦追 4年的在逃人员安某可能在
重新梳理线索。
贵州一带活动。来不及回家的他，
“我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真
赶紧跑到队里找领导，要求前往
的不是，
我再回去。”卢霖认为，
安
贵州开展追逃工作。
某是贵州籍，逃回自己熟悉的地
“线索还不太成型，你先留队
方可能性较大。于是，
卢霖便租了
休息，
我们安排别人去看看。”大
一辆车，和同事沿着排查到的线
队领导见卢霖刚出差回来，
看上去
索，跑了上千公里一一排查核实。
很疲惫，
便劝其休息。卢霖却坚称， 好几次，由于采集信息数量较大，
不亲自去看看，
就难解开 4年来的
卢霖一查就是一整夜。这期间，
由
心病。就这样，
只休息了 6个小时
于水土不服，卢霖出现了头痛、咳
的卢霖，
跑去了千里之外的贵州。
嗽、
拉肚子等症状。

“明天必须回来看病。”收到
单位的命令后，卢霖更加争分夺
秒排查，终于发现了安某的踪影。
原来，安某真的在贵州，但早已
“换身份”，做起了油漆生意，还
娶妻生子。在当地派出所的配合
下，
8月 29日，卢霖和同事终于
抓到了安某，并于 8月 30日将其
带回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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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火车上下来，卢霖脸色苍
白，
走路也有点站不稳。”后溪派
出所民警杨周顺说，但卢霖仍很
兴奋地向领导汇报完追逃的整个

过程，他还说忙完这阵子趁着中
秋要好好陪陪家人，没想到回到
办公室就倒下了。
汇报完后，领导看卢霖面色
惨白，就让他去医院检查一下身
体。卢霖当时很兴奋，
说自己就是
在贵州没休息好，回家睡一觉就
没事了。之后，他回到办公室，可
坐下没多久，
就站不起来了。同事
见状，
赶紧送他去医院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卢霖罹患急
性白血病。一开始，
卢霖怀疑判断
有误，说自己身体平时挺好，没有
出现过白血病的症状。后来，
医院
经过深入检查并确诊。卢霖立即

“卢霖本可调去一些轻松点
的岗位，
却主动要求来重案队。”
杨周顺说，在此次贵州追逃过程
中，他作为一同参战的一员，看到
了卢霖的韧劲和坚持，
深感佩服。
2004年卢 霖在 杏 滨 派 出 所
实习结束后，因为表现优异，领导
—自己选择部
给了他一项特权——
门。“我选刑侦部门，它是打击犯
罪的最前沿。”走上刑侦之路的卢
霖在工作的 15年里，深耕每一条
线索，
精准打击各类严重犯罪。他
是警队的“侦查尖兵”，办过刑侦
岗位上所有类型的案件，专啃“硬
骨头”，攻克一件件大案难案，不
获全胜决不收兵。
缉毒、命案、扫黑……集美分
局的每一个重大案件，几乎都有
卢霖的身影。今年 7月 18日，本
报警营追梦人专栏还专门报道过
卢霖攻克众多大案难案、守护一
方平安的故事。
工作 15年来，卢霖先后荣立
个人三等功 2次、
荣获个人嘉奖 5
次，
获得“特区青年卫士”、
“厦门
市公安局爱民敬业标兵”、
“厦门
市优秀人民警察”、
“爱民敬业先
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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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pqrs男子潜逃 8年犹如惊
弓之鸟，整天战战兢兢惶惶不得
终日，
逃过全国清网行动，却没有
躲过厦门警方的 “云剑追逃”行
动。昨日，
厦门市公安局召开新闻
通气会，
对外公布了“云剑追逃”
行动战果。同时，
警方提醒在逃人
员，尽快到公安机关自首，距离
“两高 一部 ” 联 合发 布 的 自 首
“优惠政策”仅剩 49天。
根据公安部、省公安厅部署，
自今年 6月 13日起，
厦门警方部
署开展了“云剑追逃”行动。专项
行动开展以来，厦门警方立足本
地、积极谋划，主动赴外抓捕，广
泛发动劝投，强力缉捕在逃人员，
取得突出成效。今年 1月至 8月，
厦门 警方 共抓 获 全国 在逃 人 员
2033名，同比增长 40.
2%；其中，
仅“云剑追逃”行动开展以来，
2

个多月时间就抓获全国在逃人员
784名，有 5名部级督捕在逃人
员落网，有效维护了社会治安稳
定。
据介绍，
7月 23日，最高人
民法院、
最高检察院、公安部联合
印发《关于敦促在逃人员投案自
首的通告》，提出至 2019年 10
月 31日前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罪
行视为自首，可以依法从轻或减
轻处罚，犯罪情节较轻的，可以依
法免除处罚等系列投案自首“优
惠政策”。
警方敦促在逃人员于 2019
年 10月 31日前主动投案自首，
争取宽大处理；知悉在逃人员情
况、
信息的公民，都有义务向司法
机关检举揭发，司法机关将对检
举 揭发 人 员依 法予 以 保护 和保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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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前，广东籍犯罪嫌疑
人江某辉与盗窃汽车团伙勾
结，为团伙实施销赃犯罪，被
厦门警方上网追逃。8年间，
警
方锲而不舍追逃，终于将携带
妻儿逃至汕头的沈某辉抓获。
2011年初，厦门连续发
生多起汽车盗窃案。这个盗窃
团伙气焰极其嚣张，有时一晚
就盗窃3辆车，开到广东省销
赃。经过几个月的缜密侦查，
厦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摸清
该团伙组织架构、证据链条
后，一举将4名盗窃嫌疑人抓
捕归案，随即将负责销赃的犯
罪嫌疑人江某辉上网追逃。
2012年以来，
刑侦支队民

警先后3次赴广东追逃，并通
过当地警方动员他的家属规
劝其投案自首。因江某辉居住
的村庄多为宗族亲属，一旦有
陌生人进村，马上向他通风报
信，
导致民警3次追逃均扑空。
今年8月26日，民警第四
次赶赴广东追逃，获悉沈某辉
可能逃到汕头，又辗转到汕
头。经过3天的摸排，
最终将躲
藏在朋友家的江某辉缉拿归
案。民警马上组织突审，江某
辉交代，他销赃了多辆车，每
辆赚600元至3200元不等，他
却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了8年。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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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用扑克“抽老千”，老婆负
责放贷，这对夫妻在地下赌场诈骗
200余万元。去年 5月，
集美警方一
举打掉这个盘踞在侨英叶厝一带开
设地下赌场的恶势力团伙时，这对
夫妻潜逃回了四川老家。随即，
集美
警方以涉嫌协助、参与犯罪将姚某
祥和杨某容两人上网追逃。
起初，
集美公安分局民警多次联
系两人的女儿，
促使她规劝父母投案
自首，
却遭到对方的冷淡对待。“云
剑追逃”行动启动以来，民警对其女
儿讲解了自首的政策，
得到了对方的
积极回应。在女儿的劝说下，
夫妻两
人消除顾虑，
向警方投案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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