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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丨连日来，由于限高杆“围城”，新乡市9条公交线路被迫调整，住在当地环城路外的
一些居民遭遇出行难题。

记者调查发现，不仅是公交车，就连当地的救护车、消防车出行也曾受到一些影响。昨日，新乡
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指挥部表示，预计从今日起，受影响的9条公交线路的相关站点，将全部恢复
通行。

□记者 李岚 通讯员 魏锦池

本报讯 22年前，他和两名同伙在新密抢劫杀人后逃
跑，之后因抢劫虽被抓获，却隐瞒了杀人的罪行。2003年被
释放后，他立即潜逃。14年里，他娶妻不敢办理结婚证，生孩
子不敢上户口。过年回家探亲时，他终于被警方抓获。昨天，
这名叫刘某学的杀人逃犯，被新密警方依法刑拘。

今年春节，他回家探亲时被捕

位于南环路丰华街上的一处限高设施，使公交无法正常通行。

在南环路与107国道交叉口，
设有限高装置的同时，两侧还有石礅挡路。

就“限高杆”给部分市民出行
带来的不便，昨日上午，新乡市相
关部门召开通气会，表示了歉意。

下午，新乡市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市政府副秘
书长李恒林告诉大河报记者，之所
以限高，其目的是为了限制重型柴
油车辆、营运汽油车辆以及老旧车
辆等入市。一方面这些车辆尾气
污染严重，穿行市区给城市空气质
量带来影响；另一方面，因为大货
车入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案例数不
胜数，容易对市民的人身安全带来
直接影响。

限高政策出台时，有没有考虑
公交车、消防车、救护车等特殊车
辆的通行呢？对此，李恒林解释
说，在新增限高装置时，也曾考虑
到一些特殊车辆的通行。由于人
手不足，25处限高装置旁，没办法
全部做到活动升降，并实行24小时
有人值守。目前有9处可以活动升
降，有人员24小时值守，可随时让
特殊车辆通行。

李恒林表示，经协调，预计从2
月22日早上起，受影响的9条公交
线路的相关站点，将全部恢复通
行。公交车将通过绕路、加开等方
式，最大限度地减少给市民带来的
出行不便。同时，进一步加大大货
车绕行线路的宣传力度，减少因大
货车司机不了解绕行线路来回调
头，带来的拥堵和不必要的麻烦。

李恒林告诉记者，相关限高政
策的推出，属于临时、应急措施，如
果此后天气状况好转，也会适时放
宽通行条件。

新乡市交通管理支队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之所以设置限高装
置，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大气污染
治理成果，减少道路扬尘程度，是
按照新乡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指
挥部的要求执行。

据悉，今年1月份，在原有6
个卡点的基础上，新乡市又新增
了19处限高装置，并于1月16日
启用。这当中，有9处活动升降
卡点，16处固定卡点。

昨日，新乡市公交总公司运
营处副处长酒善良说，早在去
年该公司曾有18条公交线路受
到限高装置的影响，进行了调
整。但这些线路大多较为偏
僻，影响范围不太大。而今年，
受限高装置的影响，9条公交线
路有调整，主要集中在南环路

以南地区。据其所知，周边 10
余个小区的居民受影响较大。
他说，就此事他们已经向政府
相关部门反映。

不仅是公交车，当地的救护
车、消防车出行也受到一些影响。

新乡市120急救指挥中心办
公室相关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救
护车在接送市区环城路以外一些
地方的病人时，有时需要绕行，调
度人员有时候也有些头疼，毕竟，
绕行有可能延误救援时间。

新乡市红旗区消防大队特
勤中队的翟队长说，限高装置设
立之初，消防车辆出警时，曾遭
遇过被迫绕路的尴尬，他们一度
也有些“迷茫”，但在很快熟悉道
路状况后，目前出警已基本不受
影响。

昨日下午2时，在新乡市南环
路与振中街交叉口，此处设有一
处固定限高装置。路口西南角，
是桂竹花园小区。门口对面的公
交站上，冒雪等待11路公交车半
个多小时后，市民张先生发现，没
有一辆公交车从此路过。

张先生随后在站牌背面找到
了一份日期为2月16日，新乡市
公交总公司下发的通知。上面表
示，由于受路口限高杆影响，部分
公交线路调整，无法从该站点路
过，这当中就包括11路公交。

“门口没公交都好几天了，感
觉像是被困住了一样。”桂竹花园
小区一名居民如是说。

和桂竹花园小区的居民的
遭遇类似，新乡市南环以外的
不少居民小区，业主近期都遭
遇了公交坐车难。此外，货车
通行的噪音问题也让不少市民
深受其扰。

在新飞大道与南环路交叉
口，金谷阳光地带小区业主王
女士表示，因为此处的固定限
高装置可以调节高度，所以不
少货车都从此路过，近期货车
引擎的轰鸣声，以及马路上减
速带的撞击声，昼夜不停，“整
夜整夜睡不着觉，感觉自己都
快神经衰弱了。”

在市民董先生看来，限制大
货车入市，本是一项利民措
施。但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
析，南环路以南，还有不少新乡
市民在此居住。公交线路调
整，导致一些学生乘车上学都
成了“难题”。

记者沿南环路、107国道等
走访发现，在新乡市区的四周，
多处道路都设有限高装置，已
经“包围”整个城市。很多卡点
只能通过高度 2.2 米以下的小
客车。

限高杆“围城”救护车也得绕路
□记者 张波 文图

本为挡住大货车，却挡了公交车、消防车等；有关部门：受影响公交今日恢复

部分救护车、消防车也因限高杆而绕行

受影响公交线路站点，
预计今日恢复通行

限高杆分布有多密集？

以南环路沿线为例，在和平

大道与107国道之间大概4.5千
米的距离内，一共设有9处限高

装置，平均每500米就设置一
处。这当中，只有新飞大道一个

路口是活动升降卡点，其余均为
固定卡点。

限高杆“围城”，公交车调整，市民出行受困

逃了22年
欠下的血债还得还

2003年9月3日，因抢
劫获刑的刘某学刑满释
放。这一刻，他暗自庆幸警
方没有查出他杀人的事。
原来，1995年 9月，他被警
方抓获后，仅供认了“7·16”
入室抢劫案，隐瞒了“8·25”
抢劫杀人案，只被判了 12
年。在监狱服刑期间，他因
积极改造，还获得了减刑机
会，只住了8年狱。

出狱后，因担心警方查
出他杀人的事，不敢在家多
待，随即逃往外地。虽然结
了婚，并生下了3个儿女，却
不敢领结婚证，不敢给孩子
们上户口。如今，他的大女
儿已经8岁，二女儿5岁，小
儿 子 3 岁 ，仍 是 黑 户 。

“1995·8·25抢劫杀人案”
就像一块千斤巨石，压得他
喘不过气来。2009 年 11
月，“定时炸弹”终于“爆炸”
了。他的同伙聂某龙，当年
案发后潜逃到山东省威海
市一个小县城。当地公安
边防派出所民警在排查中，
将其抓获。之后，聂某龙如
实供述了与刘某学、陈某举
杀人抢劫的作案经过。至
此，“1995·8·25抢劫杀人
案”完全浮出水面。

在外打工的刘某学听
说聂某龙被抓获判死刑的
消息后，为了躲避民警追
查，他先后在四川、广东、江
苏、浙江等地流动打工，躲
过了一年又一年。

1995 年 8 月 25 日晚
上，新密市来集镇一家小饭
店里，在来集镇某煤矿打工
的安徽省临泉县人陈某举、
刘某学和聂某龙三人，正在
划拳喝酒，声音特别大。邻
桌的当地村民老于嫌吵，劝
三人小声点，双方为此发生
争执。3名年轻人离开饭店
后，隐藏在老于回家必经之
路的一处隐蔽处，待老于骑
着摩托车走过来时，他们蹿
出来将老于连车带人扑倒，
掏出随身携带的刀子，往老
于身上乱捅。三人见老于
昏迷后，便将其驾驶的摩托
车抢走，藏入一片玉米地
里，然后逃走。

案件发生后，新密市公

安局刑侦大队和来集派出
所侦技人员立即展开摸排
调查。十几天后，民警侦破
了一起入室抢劫案件。该
案发生在7月16日晚上，在
当地煤窑打工的安徽省临
泉县人陈某举、刘某学、张
某红三人到来集镇某村饭
店，将饭店后墙挖开。三人
钻洞入室将店主卢老板刺
伤，抢走卢家一辆摩托车，
价值5500余元。后经新密
市人民法院审理，以抢劫罪
判处刘某学有期徒刑 12
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判
处张某红有期徒刑 11年，
剥夺政治权利1年，在许昌
监狱服刑。陈某举侥幸漏
网。

2016年底，新密市公安
局接到安徽临泉警方发来
通报，犯罪嫌疑人刘某学可
能潜回老家过年。

收到安徽警方信息通报
后，新密警方立即安排刑侦
大队四中队侦查员赴皖开展
摸排、布控。2017年2月3
日晚上8点多钟，刑侦四中
队的侦查员取得了临泉警方
的大力支持和全力配合。经
过两天两夜的摸排，终于获
得刘某学准确信息。

2月5日上午，侦查员们
获悉，刘某学的妻子要在这

天出院，便来到医院实施布
控，果然发现了刘某学。上
午11时，刘某学来到医院办
理医保手续的窗口，瞅准这
一时机，民警们一拥而上，将
刘某学按倒在地，戴上手铐，
带回临泉县公安局办案中心
进行突审。面对民警讯问，
刘某学说：“我知道你们是新
密来的，我啥也不隐瞒了。”
接着，把“1995·8·25”案件
做了交代。

前天，刘某学被押回新
密做进一步审理。昨天，他
被警方依法刑拘。

因另一桩抢劫案被判刑，释放后他仍逍遥法外

22年前，他和同伙抢劫杀人后逃跑

一男子与同伙在新密抢劫杀人后潜逃
今年春节回家探亲时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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