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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公司章老板 一声吼 一瞪眼
吓得持刀行凶者调头就逃
“他把刀递给了我。”
雨水从天而降，
冲刷着刀上的血迹。
“这么又黑又滑的路，
你都敢追，
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
永康人章新江，
接过了行凶者递过来的刀。
## 月 #! 日傍晚的雨中，
而在五六百米外的十字路口，
江西人胡文辉躺在地上，
身上 #& 个新鲜的伤口。
要不是章新江的一声怒吼，
伤口恐怕不会只有 #& 个。
通
讯
员

我争辩说不是我撞的
他就拿出了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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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辉：
我 !" 岁，在永康做装修工十多年了。那天下着雨，我从白
垤里小区骑电瓶车往家里赶，经过三马路口时，前面走着一个人，什么
雨具也没带，
我按了两次喇叭，
他好像什么也没听到，
继续挡道。恰巧，
左
边一辆小车经过，
我紧急刹车滑倒了，
那个人也倒下了，
躺在我的右边。
他爬起来后，猛地一拳头打在我脸上，
“你怎么骑车的！”
我有点猝不及防，
“我又没撞你？凭什么打我？”
“就是你撞的，
还想抵赖？”
“我就是没撞到你，
你打人，你不对。”
就说了这么两句话，他掏出一把刀，朝着还躺在地上的我刺来，我
本能地用左手挡下，感觉脸上、
胸口、
腰上都被捅中，我大声喊救命。
正当我绝望之际，
我隐约感觉有个高个冲了过来，用普通话对那个
人喊“住手！住手！”
拿刀的呆了一下，起身就跑，高个追了上去。
几分钟后，高个把拿刀的带到我面前。
他问我有什么亲人的电话？我身上流了很多血，但意识还清醒。怕
我老婆知道了害怕，我就把姐夫的号码告诉了他。
他立马打电话给我姐夫，
并打了 ##$。
后来，我就昏过去了，警察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被 #%$ 急救车
接走，我都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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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太少了
主动交了刀子
章新江：
当时，
我开着车从经济开发区回家。经过事发路口附近时，
前面的车子慢了下来，
我以为是堵车了，
再一细看，发现围了一些人，一
个人倒在地上，另一个人正挥舞着刀子。
我没犹豫，立即冲下车去，大步走到那个行凶者跟前，叫他住手，他

却对着我挥了挥刀子。我可不怕他，瞪着
他，他转身跑了，我追了大约五六百米，用
脚绊了一下，
他就蹲坐在了地上。
突然，他用永康话对我说：
“这么又黑
又滑的路，你都敢追，像你这样的人太少
了！”
说着，
他把刀子递给了我。
刀子拿到手，我心也定了点，
和他聊了
几句。
“你为什么要刺人家？”
“他撞了我。”
他脚上有血迹。
“就算他撞了你，也不该把刀子拿出
来。”
“我心情不好，生意亏了，老婆跟我吵
架，好长时间不理我了。”
“是这个人欠你钱吗？是这个人害你夫
妻吵架吗？”
“不是。”
“心情再不好，你也不能刺人家。”
他低下头了，不再说话。
我拉了他一把。
“身上带钱了吗？”
“没。”
“我的先拿去，到医院去看下你的脚。”
就这样，
我拉着他回到了事发现场。
不一会，
警察和 #%$ 急救车就到了。
&( 岁的章新江，是一个物流公司的老
板，用现在流行的说法，也算个小小的“土
豪”
。
“看到那种情况，觉得就应该站出来，
不然，要出人命的。”
“不怕。下次碰到这样的事，
还会站出
来。”
“功夫算不上，
我今年 &( 岁了，
但两三
个小伙子还是打不过我的。”
章新江十四五岁时，当特种兵的小叔
退伍，教了他一套擒拿格斗术。现在，只要

天气允许，他每天早上都要跑上 ) 公里，再
在公园里练习散打等，锻炼上一个小时才回
家。周末空闲时光，还会和朋友们一起到户
外
“探险”。

生意失败家庭失意让他瞬间爆发
西城派出所民警金骏奔：行凶者姓陈，
永康人，
&! 岁。生意失败，家庭失意，妻子与
他分居很久了。事发当天，他一个儿独自在
家喝完闷酒，走在街上，根本听不到胡文辉
按喇叭的声音，又平白无故地摔倒在地，长
久积累的怒火在瞬间引爆，失去了理智，连
刺了胡文辉十多下。
事发后，陈某酒醒了，当场向受害者家
人表示了歉意。
#( 日那天，又跑到医院看望受害者，希
望取得他们的谅解，并支付了两三万元的医
药费。
我们还在等胡文辉的伤势鉴定，如果鉴
定属轻伤或重伤，陈某将被刑事拘留。
在这起事件中，章新江起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他既是关键性的证人，又是见义勇为
者。如果没有他上前制止，胡文辉很可能会
因失血过多死亡。

一句话认识民警：
金骏奔，
是
%$## 年毕业于浙江警察学院，
个 "$ 后，
现为西城派出所治安一组组长。把
幽默带入沉闷的工作中，这就是他给人“轻
松”
感的秘招。

派出所名片：
永康西城派出所
管辖区内有永康西城街道、
城西新区，
常
流动人口 #$ 万多。火车站、
汽
住人口 ) 万多，
车西站、
劳务市场、
建材市场等场所人员流动
性强，
治安情势复杂警力弱，
现有民警 !* 人，
协警 #$$ 多人，
平均每天出警量五六十起。

追了 ! 个小时 一手抓一贼

警察问他累不累
他说 过瘾！

通讯员 徐步文 记者 徐贤康 方志坚

一手一个按住两个贼时，卢文治已经
很快，路面上我们就看到了追过来的巡
追了他们三个小时。
逻车，等到了南市街道大联圆盘附近，小偷
随后赶到的警察，问小卢累吗，他很是 被堵得没地方逃了，拐进了一条小路，我们
豪气地回答：
哪里会累，
很过瘾。
的出租车根本就过不去，只好下车。
因为知道后面警察追来了，我心里也很
有底，
一下车就追了过去。
卢文治：
里面的路很窄，而且不怎么平，开了一
我有个朋友是开出租车的，他开的是
三轮摩托车翻车了。
夜班，比较无聊，那天晚上我就陪着他一起 会儿，
正好我也赶到，我一手抓住其中一个
拉客。大概到了 #' 日凌晨 # 点 !$ 分左右，
我们开到江北街道广福路交警大队附近 人，另外还有个人从车里想往外面爬，也被
时，看到前面有两辆三轮摩托车开得飞快， 我一手按住，马上警察也到了，我把两人交
给了警察。
这大半夜的，
车子开这么快干吗？
突然，其中一辆车停了下来，车上下来
一个人，急急忙忙坐上另外一辆三轮摩托 东阳公安局民警介绍：
车，疾驰而去。
卢文治，%' 岁，东阳人，他是从事修锁
这就好奇怪了，停下来的三轮摩托车 配锁行业的，是个很热心的小伙子，已经多
坏了吗？如果坏了，
骑车的人肯定是下来看 次协助我们公安破案了。
看车子什么的，
哪里会把车扔下，又赶紧跑
抓贼，他都已经抓出点经验来了，这次
掉的。
抓住这两个贼，他有勇有谋，没有贸然出击，
我觉得这几个人有点反常，就让朋友 而是等我们警力出动，
这就是很老到的。
开着车子一路跟过去。
那天凌晨，我们 ##$ 指挥中心接到他的
一直跟到市中心，在吴宁路和朝阳路 报警后，
立即派出横店派出所、
南马派出所的
岔口时，边上又有一辆摩托车飞过，开车的 巡逻车前往追堵，
大家配合得都还不错的。
人边开边喊，
“拦住前面那辆车”
。
等嫌犯逮住后，小卢其实已经追了 ! 个
我们也赶紧追上去，
我摇下车窗，问骑 小时了，我们问他累不累，他说哪里会累，很
摩托车的男子怎么回事。
过瘾。
他说他的三轮摩托车被偷了，就是前
逮住的嫌犯，饶某、舒某，分别是 %% 岁、
面那几个人偷的。
%! 岁，一月份两人合伙偷电动车曾被拘留，
这么一说，
我心里就有数了，因为考虑 现在他们俩又都被刑拘。
到这男的骑摩托车追不安全，我叫他上了
出租车。
我们一路跟随前面的摩托车，我还报
了警。报警后，
马上就有警察跟我联系，叮
嘱我们，先不要惊动对方。
我们一路跟踪，
隐约看清，
三轮车上应 !"#$!
该有 ! 个人，我们不时把这些情况和警察汇 ! " % & ! " " " ' & ! "
() * !+ , - . / !!#$"!%&&%$'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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