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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都走了，你们别磨蹭
了，抓紧出具死亡证明，我们等着
处理后事！”“你父亲根本不是自然
死亡，是被杀害的！”还没等大家反
应过来，九龙坡法医叶泸键在现场
的第一句话，让死者家属吓了一
跳。数小时后，尸检结果果如叶泸
键所料。

而这样的片段，不过是叶泸键
法医生涯的小缩影。7年来，叶泸
键通过鉴定，助推办案单位成功抓
获犯罪嫌疑人上百名，其中包括白
市驿“8·2”、中梁山“4·16”等一大
批重案、要案。

无线索中找线索
24小时抓住凶手

2013年 3月，九龙坡白市驿某
村一女子在出租屋遇害。为避免对
居民造成恐慌，九龙坡公安分局刑
侦支队成立专案组，作为现勘组组
长的叶泸键压力巨大。

叶泸键回忆，案发房间只有10
平方米，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
和一个简易衣柜，被褥、衣服丢掷
一地，受害人身下的床单、死前穿
着的衣服全部消失，房间内血迹被
清理得非常干净，地面到处都是类
似酒精的物质。

“看来嫌疑人具有非常强的反
侦查能力，现场明显是布置式凌
乱，我们碰上了一个难对付的家
伙。”这是叶泸键的第一反应。

在没有目击者和有效监控视频
的情况下，叶泸键还是发现了线
索：从受害人身上没有提取到任何
痕迹，屋内如此多酒精物质是否就
是嫌疑人用来清理痕迹的工具呢？
根据估算，现场至少有5升酒精类
物质，那就先把案发现场周围的所
有瓶子找回来。

经过查找，案发现场周边一公
里内的 136 个酒瓶和饮料瓶被带
回。

现场床单、死者生前穿着的衣
物、捆绑的工具全部消失，而且嫌
疑人躲过了所有的视频监控，那
嫌疑人极有可能是先蹲守、后作
案，而且蹲守地点一定是能够直
接看到受害人出入的地点。按照
叶泸键的思路，民警在距离案发
现场 500 米左右一处废弃堆置物
发现了蛛丝马迹，地上集中留存
的十余个烟蒂和使用过的胶带让
民警看到了破案的希望，结合受
害人行走路线和现场情况分析，
该处应该就是嫌疑人蹲守的地
方。提取现场 13 个烟蒂和那条 1
米多长的胶带后，叶泸键立即和
同事返回实验室进行检验，其中 4
个烟蒂、两个矿泉水瓶子和胶带
发现嫌疑人线索，并借此迅速锁
定犯罪嫌疑人李某，专案组立刻
对李某实施抓捕。案发仅 24 小
时，李某在渝北某宾馆被抓获，白
市驿“3·13”杀人案成功告破。

叶泸键表示，疑难现场就是
嫌疑人“埋雷”，法医变“拆弹”专
家，需要跳出框架逆向思维。

“正常”中发现不正常
3小时让死者“说话”

叶泸键是 2010 年西南政法大
学刑侦学院刑事技术专业的优秀毕
业生，作为法医，对尸体勘查颇有
绝招。

2015年 5月，石桥铺某小区一
老人死亡。现场非常“正常”，地上
鞋子摆放很整齐，屋内没有任何翻
动痕迹，也没有任何可疑线索，老
人看起来就像睡过去一样平静。但
民警却感觉到隐约不对劲。叶泸键
赶到现场后，家属还催着下死亡证
明，都以为是自然死亡。

“你们看看老人的钥匙在不
在？”叶泸键安排同事和老人家属
在屋内找钥匙，自己则仔细观察老
人的体表特征，老人面部有些微微
泛红，有生前窒息死亡的可能，当
他抬起老人头部后，发现在枕头上
有3平方厘米的液体，这些液体是
从老人左耳流出的。

“老人是受外力窒息死亡的，不
是自然死亡！”叶泸键现场斩钉截
铁地做出这样的判断。与此同时，
老人的家属在家中找到老人的钥
匙，叶泸键断定，老人一定认识凶
手，而且是在给凶手开门后，遭遇
不测的。

随后，叶泸键和同事对老人进
行了尸检，3小时后，结果显示老人
的确是受外力造成窒息死亡，枕头
上留下的液体就是老人窒息颅内出
血导致耳朵流出的体液。嫌疑人虽
然打扫了现场，按照老人生前就寝

的习惯进行了现场布置，但“正常”
的现场却恰恰给叶泸键留下了“不
正常”的痕迹。

经侦查，嫌疑人在江津被抓
获。和叶泸键的推断一样，嫌疑人
正是老人生前认识的朋友。

刑侦就像搞科研
他要做鉴定界的青年专家

2011 年，九龙坡石坪桥、杨家
坪、谢家湾等地及周边发生多起撬
防盗门入室盗窃案，叶泸键充分发
挥专业技术特长，在多个案发现场
提取嫌疑人信息，并由此破获市局
督办的“3·24”系列盗窃案197起，
追回赃款赃物价值30余万元。

由于业务技术强，2015年在全
市刑侦系统举行的命案侦查大比武
中，他代表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参赛
并获得全市第一的亮眼佳绩；2016
年叶泸键再次代表分局参加全市侵
财大比武，获得第一。

叶泸键表示，搞刑事技术就和
学校搞科研一样，必须要钻，加班
加点是常事，因为很多案件不会给
民警太多的时间，尤其是现勘，要
勘的东西非常多，只有不放过每一
个细节，才可能不错过任何一个破
案线索，搞刑事技术，责任心和耐
心是第一位，技术最多也只能排第
二。

而刑事技术工作的连贯性很
强，如果中途休息，会干扰思路，而
且第一时间提取的信息必须第一时
间勘验。

“我是个很操心的人，也是个
急性子，所以我办的案子一般不
过夜。”30 岁的叶泸键还是单身
汉，由于父母远在新疆，所以他直
接把单位当成家，没事就钻研现

勘和检验指示。
有人问叶泸键这样工作不闷

吗？身为党员的他笑着回答：“这是
我的职责，我努力让事实说话，帮死
者发声，当鉴定界的青年专家。”

9月6日，当记者置身涪陵区江北街
道陈家沟，伫立石桥上，望着流域两旁
幽幽绿草、一股清流缓缓下行，远处还
有三两垂钓者，很难想象，在综合整治
前，这里曾是让附近村民闻之变色的臭
水沟。

“你看！你看！以前这里完全是黑
水一片、臭气熏天！”江北街道高家村47
岁村民郭荣贵见记者采访，激动地掏出
手机，指着里面存储的陈家沟污染治理
前的照片介绍起来。

郭荣贵告诉记者，作为土生土长的
村民，他亲眼见证了陈家沟从清溪变黑
水再变回清溪的过程。

“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到河沟去游泳
戏水，那时鱼虾到处可见。”郭荣贵回忆
称，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乡镇企
业方兴未艾，陈家沟流域上游，榨菜加工
企业、养殖场林立，这些企业生产的废
水，加之上游村民生活污水的排入，慢慢
地，让清溪般的陈家沟变为了臭水沟。

据郭荣贵和何小梅等村民讲述，沦
为臭水沟的陈家沟，除了水体变黑、发
臭，鱼虾再无踪迹。偶有村民下到沟内

接触水体，皮肤就会变红发痒。夏天气
温升高，附近村民更是苦不堪言——蝇
虫四飞、臭气熏天。“一到吃饭时间，家
家户户都躲进屋内，关上门窗。”何小梅
这样回忆道。

“水体遭污染，群众意见大，不下决
心彻底整治根本不行。”涪陵区环保局
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排查，陈家
沟作为长江次级河流，在江北街道流域
内有榨菜生产加工排污企业2家、畜禽
养殖户13家，直接影响流域5个村、24
社近万人的生活。

“彻底解决问题，得换个新办法，我
们采取的就是‘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
的思路。”该负责人称，为彻底解决沿岸
村民的生产生活问题，涪陵区先后拆除
了高家村、韩家村、邓家村等地的固定
式拦水坝 4 处，新建 2 处活动式拦水
坝。与此同时，还对集中居民点的化粪
池进行扩容改造，添置车载垃圾箱 20
个、垃圾收集桶40个，设立警示标志15
个，全面清理、集中收集流域内沿线居
民生产、生活垃圾。

另一方面，涪陵区江北街道与陈家

沟沿线排污企业，特别是榨菜生产企
业，签订了环保责任书，并完成了陈家
沟流域13户畜禽养殖场所的污染治理
工作，包括关闭其中2户。目前，陈家沟
小流域的垃圾收集基本达到规范化，拦
水坝拆除后河流流速加快，原本村民反
映的臭味得以消除，水质从劣Ⅴ类好转
至Ⅲ类水质到Ⅳ类水质之间。“为了巩
固治污效果，我们还沿流域安排了5名
保洁员。”该负责人称。

再见清溪、又见鱼虾，直接受益的
是陈家沟沿线的村民。

“黑臭水体消失了，曾经的清溪流回
来了。”郭荣贵告诉记者，目前，经过整治
的陈家沟，鲤鱼、鲫鱼和小龙虾等重新栖
息，大家吃饭也回到门前院坝，欢声笑语
重新回荡在清溪两畔。

记者注意到，一间名为“喜悦农庄”
的乡村农家乐，就开设在陈家沟观音桥
的道路一旁，附近村民告诉记者，这也
是陈家沟综合整治后新开的，方便城里
人采购土货，也为邻近村民庆生做寿摆
摆宴席。“要是在以前，黑水伴着臭气，
哪里有人敢来吃席哟！”

重报集团中央厨房 出品

涪陵推河长制整治次级河流
污水沟变清溪流 鱼虾回来了

法医叶泸键7年鉴出上百疑犯 要做鉴定界的青年专家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代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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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
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
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使母亲河
永葆生机活力。

从陈家沟的喜悦农庄到百胜镇的榨菜产业，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彰显，无一不依托于生态效益这一基本保
障。没有生态效益的体现，陈家沟的喜悦农庄根本不会开
门迎客，即使开门迎客，也注定门庭冷落，惨淡经营；没有生
态效益的体现，百胜镇的榨菜产业或能兴盛一时，长此以往
对生态环境的过度依赖消耗，则终将走向凋敝和消亡。

一年多来，涪陵区厘清了环境与产业发展应并行不
悖而非彼此冲突的发展理念，并以死守“一江碧水 两岸
青山”的决心，多措并举加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应该说，
此举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已经并将继续得以彰显，令人受
益无穷。

“要是在以前，我们一到饭
点就得关门闭窗，哪里还敢下
河沟洗衣服！”9月6日，时近晌
午，涪陵区江北街道陈家沟，44
岁的村民何小梅正收拾起一筐
衣服，准备下河沟清洗。而就
在不到两年前，这段流域还是
黑水横流、臭气熏天、垃圾堆聚
的臭水沟。

涪陵区环保局有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多年来，由于生活污
水排入、沿途企业生产废水排
入和养殖户产生的废水排入，
加之沿途村民生活垃圾乱丢乱
倒，使陈家沟流域污染整治成
为老大难问题，彻底整治前，流
域水质长期处于劣Ⅴ类，而今，
经过整治的陈家沟，水质已好
转至Ⅲ类水质到Ⅳ类水质之
间。

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江是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
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
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
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长
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
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当前和今
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
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
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涪陵区陈家沟流域污染整
治，只是该区深入学习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上述重要讲话
精神的一个缩影。涪陵区通过
全面推行河长制、全面实施次
级河流综合整治、加强工业污
染防治和加强城镇污水垃圾处
理等措施，已实现长江清溪场
水质优于Ⅲ类水质标准，乌江
麻柳嘴水质达到Ⅲ类水域水质
标准，全区境内主要次级河流
渠溪河、清溪河、梨香溪、麻溪
河等均满足或优于Ⅲ类水域水
质。全区再无劣Ⅴ类水体和黑
臭水体。

众所周知，涪陵是全国闻名的榨菜之乡，但在产业
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榨菜加工环节中废水排放等
环保问题。9月 6日，记者在涪陵区百胜镇采访时看
到，该镇为了力保紫竹溪流域生态环境，在防治榨菜
废水排放中，既穿“保护衣”，又念“紧箍咒”。

“全镇榨菜加工量占全区20%左右，不解决好加
工废水排放，将后患无穷。”涪陵区百胜镇有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2016年，涪陵全区榨菜加工生产总量约70
万吨，其中，百胜镇就占15万吨左右，全镇14户榨菜
加工规模以上企业年产值就高达32亿元左右。这意
味着，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相当突出。

这名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从源头上把榨菜加工
废水管控起来，近来，该镇正在实施紫竹溪流域榨菜
废水收集管网项目。即针对紫竹、新河等4个村零星
榨菜加工散户360户，投入600余万元，分别铺设口径
为250mm和160mm的二级管网，让榨菜加工废水穿
上“防护衣”，直排至该镇为处理榨菜废加工水修建的

污水处理厂。
“作为企业来讲，农户供

应初加工的榨菜原料，还得
同时提供加工废水。”涪陵紫
竹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梁永
龙告诉记者，为防止农户私
自排放榨菜加工废水，按照
相关规定，加工企业在收购
榨菜原料时，要同时收集废
水，然后进行统一集中处理，
否则，将遭罚款，这对企业而
言，无异于念上一道“紧箍
咒”。由于是交由政府统一
集中处理，这种做法既保护
了河流环境，也并不增加企
业负担。治污样本 污水沟变清溪流 又见鱼虾

防治榨菜废水
既穿“防护衣”又念“紧箍咒”

■记者手记

眼光放长远
生态效益就能换来经济效益

叶泸键 九龙坡警方供图

整治后的水域状况 涪陵区委宣传部供图

榨菜废水经处理后变清水
记者 刘翰书 摄

整治前的水域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