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

●献县一名 6岁男孩，随母亲史某出门后被害。史某不知去向；
●警方全力追凶，凭着一张意外发现的彩色照片，将隐匿山东 15年
并隐姓埋名的史某抓获——

狠毒母亲，
亲手掐死了 6岁的儿子……
本报通讯员

“我们是派出所的，有点事儿
要带你回去问一下。”面前的“扶
贫办”工作人员话锋一转，突然亮
明警察身份。这让“毕清华”当时
一愣。就是这一愣的工夫，她已经
被民警控制住了。
“毕清华”使劲挣扎着，试图
挣脱民警的束缚，最终还是被民
警直接押进了车里。
“你叫什么？”车刚一启动，献
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乐
寿刑警队队长刘国华劈头问道。
“毕清华。”妇女还在不甘地
挣扎着。
“娘家在哪里？”
“河北沧州。
”
“沧州哪里？”
“沧县。
”
“沧县哪个村的？”
问到这儿，
妇女说不上来了。
“我们是献县公安局的，你听
不出来口音吗？你不叫毕清华，你
姓史。你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这
么多年了，不后悔吗？不内疚吗？
良心上过得去吗？”没等她再多
说，
刘国华当即亮出了底牌。
这几句话好像对妇女触动很
大。本来还在闹着，她突然没了声
儿，
只留下一路沉默。
当晚，刘国华带领民警对这
名自称“毕清华”的妇女展开就地
突审。
“我不叫毕清华，
我叫……”

6岁男孩遇害
被埋在村外河道里
2002年 1月 16日，献县公安
局刑警大队乐寿刑警队接到辖区
村民周某报警。周某称其 6岁的
儿子被埋到地里，发现时已经死
亡。案情重大，献县警方迅速成立
专案组，
对此案展开调查。
报案人周某告诉专案组民
警，当天早上吃完早饭，他的妻子
史某拿着一把铁锨带着儿子离开
家。
过了一阵子，他在村里见到
岳父，岳父告诉他，刚刚见到了他
的妻子，
听说孩子自己先回家了。
孩子明明没回来呀！周某感
觉不对，就向岳父问清楚见到妻
子的地方，一路找了过去。在村外
的河道里的一处墓地附近，他找
到了家里的铁锨，但没见到妻子
和儿子。
见旁边有一片新土，他感觉
不对，拿起铁锨挖了起来。让他没
想到的是，他竟在下面挖出了儿
子的尸体。
儿子死了，妻子不见了，伤心
之余，
他向献县警方报了案。
2002年，刘国华作为乐寿刑
警队的一名普通民警，亲身经历
了当年调查此案的全过程。
“案件发生后，周某的妻子史
某作为此案的重点嫌疑人却失踪

高良栋

本报记者

张楠

音。
献 县 口 音 ，沧 州 人 ，相 貌 吻
合，
“ 毕清华”应该就是史某。于
是，民警当即亮明真实身份，这才
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为何对亲生儿子下毒手
她竟称是不想让孩子
“受苦”

了，男孩到底为何被害成了困扰
民警的谜团。民警顺着史某离开
的方向追过去，一直追出献县界，
也没发现史某的踪迹。民警调查
了史某所有的社会关系，与史某
的亲戚、朋友逐一见面、调查，还
是没什么线索。”刘国华告诉记
者，史某去向不明，没和任何人联
系，
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孩子母亲不知去向
警方多年未放弃调查
“史某离家时身上没带多少
钱，她到底藏到哪去了呢？”2002
年的时候，手机还属于奢侈品，村
里人几乎都没有手机，路上也没
有监控，侦破手段不像现在那么
先进，人一旦离开根本就联系不
上。为了找到史某，专案组民警煞
费苦心。
一个月过去了，专案组民警
能用的方法都用尽了，依旧没有
找到与史某有关的一丝消息。在
将史某上网追逃的同时，考虑到
史某一旦找到落脚点，极可能会
和家里人联系，专案组民警还多
次到史某的娘家，给她的父母做
工作。然而，史某一直杳无音讯，
案件陷入僵局。
在接下来的 10多年中，献县
警 方一 直 没 有放 弃 对史 某 的 追
查，每年都会围绕史某的父母亲
朋做工作，并在全国范围内对史
某的信息进行筛查，试图发现有
关史某的一些线索。
让人想不到的是，史某离家

以后根本没往回打过一个电话，
也 没通 过 其 他方 式 和家 人 联 系
过。

一张彩色照片
警方比对，
找到嫌疑人
“案件发生以后，史某的丈夫
周某以及娘家人提供的史某的所
有照片都是黑白的，以当时落后
的技术扫描照片成像后，图像非
常模糊，根本不具备比对的条件，
所以多年筛查始终没有结果。”刘
国华告诉记者。
转机出现在 2015年。当时乐
寿刑警队民警再次到史某的父母
家中做工作时，意外地发现了一
张史某在案发前拍摄的较为清晰
的彩色照片。就是这张照片，成了
此案侦破的突破口。
办案民警很快将史某的彩色
照片发往山东、河南等周边省市，
请求当地公安机关协查。
2017年 9月 28日一大早，办
案民警突然接到山东巨野警方传
来消息：当地一名叫毕清华的女
子，
面部特征与史某极为一致。
听到这个消息，办案民警全
都兴奋起来。当天中午，刘国华带
领民警驱车赶往巨野。
通过当地警方介绍，献县民
警了解到，2002年，毕清华与当地
某村村民黄某结婚，先后育有一
子一女，2010年以后在当地落的
户口。毕清华说话时带一些外地
口音，但没人知道她的出生地在
哪里。她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她

独自在家照顾两个孩子，生活上
比较困难。
民警告诉记者，毕清华出生
地不明，在巨野与黄某结婚的时
间也是在案发以后，这些情况和
史某的情况非常一致，应该不是
巧合。
“就是她，应该没错了……”
刘国华拿着史某案发前的照片与
毕清华的户籍照片进行比对，发
现两人面部特征非常相似，只是
毕清华的户籍照片显得更成熟一
些。

山东抓捕
狠毒母亲落网
为了不打草惊蛇抓捕史某，
刘国华与当地派出所民警商定了
抓捕方案。当晚，派出所民警带着
刘国华等人赶往“毕清华”家，准
备进一步确认后对其实施抓捕。
“我们是扶贫办的，来看看你
们家的生活情况……”当晚，刘国
华一行在当地派出所民警的配合
下，穿便衣，提着牛奶、饼干等“慰
问品”
来到
“毕清华”
家。
“快进屋吧。”一名 40多岁的
农村妇女非常热情地把他们让进
屋，
和他们唠起了家常。
“你娘家是哪儿的？”民警试
探地问。
“河北沧州的。”那妇女不假
思索地回答着。
……
刘国华告诉记者，当时“毕清
华”一说话，就带出了一些献县口

受审时，犯罪嫌疑人史某回
忆起 15年前亲手杀死 6岁儿子的
过程，
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原来，史某与丈夫周某婚后
生活不算美满，日子过得也不太
好，夫妻二人总是吵架，矛盾越积
越深。有一天，史某终于再也遏制
不住想要离婚的念头了。
在当时的农村，夫妻双方离
婚，家里的孩子，特别是男孩，一
般都是跟着男方生活。史某知道
离婚后自己带不走儿子，又不想
儿子跟着丈夫周某受苦，她想来
想去，
竟动了杀死儿子的念头。
史某交代，案发当天早上，刚
吃过早饭，史某在家里拿了一把
铁锨，领着儿子就出了家门。娘俩
儿顺着村里通往北大堤的一条土
路走到河道里，在一处偏僻的墓
地北侧停了下来。就在这里，她用
双手掐住亲生儿子的脖子……
试了试感觉不到孩子的呼
吸，史某用铁锨在地上挖了一个
浅坑，将孩子埋了进去，又用土盖
好。坐在一边独自伤心了一会儿，
史 某没 顾 上 拿铁 锨 就 一 路 往 回
走。
在村外，史某的父亲迎面走
过来，问史某孩子去哪儿了。史某
当即谎称孩子自己先回家了。说
完，她便顺着村北的大堤一路向
西逃走了。
史某离开家时身上没带什么
钱，一路上只能靠乞讨活着。就这
样，她一路乞讨来到山东巨野，用
乞讨攒下的一点钱，住进了一家
小旅馆。
就在小旅馆住宿期间，史某
通过一名妇女介绍，认识了现任
丈夫黄某，并与他结了婚，日子就
这样稳定下来了。
后 来 ，史 某 想 办 法 以“ 毕 清
华”的名字在巨野上了户口，就此
漂白了身份。
从案发至史某被抓获已经过
去 15年了。15年间，史某没给家
人打过一个电话，仿佛彻底告别
了以前的生活。她本以为下半辈
子就这样过下去了，没想到还是
被献县警方抓获了。
目前，犯罪嫌疑人史某因涉
嫌故意杀人罪已被献县人民检察
院依法批准逮捕，案件仍在进一
步审理中。

静静
脉脉
曲曲
张张
脉脉
管管
炎炎
5元体验三次
一涂一抹
简单方便
静脉曲张大多发生
在腿内侧，在形成初期，
几乎没什么感觉，先是腿
部有酸胀感，晚上重，早
上轻，同时腿上的皮肤颜
色会暗，非常难看，夏天
都不敢穿短裤外出；患肢
常 感 酸 、沉 、胀 痛 、易 疲
劳，乏力等；现在好了，静
脉曲张、脉管炎部位可以
试试冷敷理疗的外用方
法，就是到迈净堂牌冷敷
器具对下肢静脉部位软
组织冷敷理疗，如静脉曲
张、脉管炎部位的冷敷理
疗，它费用低，无异味，简
单方便。
如果你还在为静脉曲
张、脉管炎烦恼，告诉你一
个好消息，就赶紧到迈净
堂来体验。现每天推出前
20名患者只需 5元，即可
体验三次，名额有限，预约
从速，5元体验活动靠的产
品的疗效，凭的是企业的
良 心 ， 电 话 ：
0317-5307861
，迈净堂请
您作证，产品好不好，试试
就知道。如果迈净堂冷敷
器具对您的静脉曲张、
脉管
炎有帮助，
请您告诉您身边
的朋友！如果对您的静脉
曲张、脉管炎没有帮助，请
你告诉身边所有人。

河北招商
招聘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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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沧州市新华区解
放路与清池大道交口
南行 80米路东（信誉
楼红绿灯南 80米）
公交线路：
306路、902路、29路
皖医械广审（文）第 2
0
1
7
1
1
0
0
9
6号

祥和之家老年公寓
★花园式公寓 ★环境优雅 ★人性化管理 ★家庭式的服务

是养老的理想之地。常年欢迎自理、
半自理、
不能自理老人入住。
电话：18733773981、13784749628地址：解放东路沧县烟草西侧（306、307县烟草下车即到）

这是一次普及癌症防治知识的盛会，更是一场关爱生命健康的公益行动

健康生活 远离癌症
主持人：
本报记者 祁晓娟

科学抗癌
关爱生命
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
河北省启动仪式在沧举行
本报讯 昨天，第 2
4
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
河北省启动仪式，在沧州
中西医结合医院举行。这
次活动由河北省抗癌协
会 主 办 ，沧 州 市 抗 癌 协
会、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承办。这是河北省抗癌协
会首次在沧州举办肿瘤
防治宣传周启动仪式。
4月 15日至 2
1日是
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今
年的主题为“科学抗癌，
关爱生命”。昨天的肿瘤
宣传周启动仪式后，由抗
癌明星和演员进行了精
彩 的 文 艺 演 出 。省 内 30
多名肿瘤专家组成义诊
宣传队，为肿瘤患者解疑
答惑，进行心理疏导，出
具诊疗方案，发放宣传资
料。另外，还举行了肿瘤
防治前沿学术讲座。
沧州中西医结合医
院作为河北省抗癌协会
副理事长单位、沧州市抗
癌协会理事长单位、天津
肿瘤医院沧州分院，积极
开展肿瘤防治工作，推动
抗癌科普宣传教育，提高
群众防癌抗癌意识，让人
们了解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的重要性，认识到
癌症可防可治，大力推进
我市癌症防控工作的开
展。
晓堂

启动仪式现场。
启动仪式现场。

专家现场义诊。
专家现场义诊。

科学认识癌症
树立正确理念

科学技术是医学
进步发展的动力

赵文华（中国抗癌协会办
公室主任）：今天，全国 38个城

许顺斗（河北省科学技术
协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由

市、5
6
0个医疗机构和学术团体同
时举行宣传周的启动仪式，
集中开
展丰富多彩的抗癌科普宣传活动。
河北省抗癌协会积极响应号
召，策划和组织肿瘤防治宣传的
各项活动，举行颇具规模的启动
仪式、大型义诊、肿瘤科普知识讲
座 ，和 医 患 面 对 面 ，并 通 过 电 视
台、电台、报纸等媒介帮助大家科
学认识癌症，树立正确的防癌抗
癌理念，大力推进了癌症防控工
作的开展。

中国抗癌协会发起的
“全国肿瘤防
治宣传周”活动，旨在普及科学防
癌理念，
引导公众远离不良生活习
惯，建立健康生活方式，实现对癌
症的有效防控。
今年的主题说明科
学抗癌是关爱生命的重要环节。
战
胜癌症的道路可能漫长，
但是我们
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联手、医务工
作者和患者携手，
就一定能够达到
一个预期的目标。
科学技术是医学进步发展的
动力。长期以来，河北省抗癌协会
的各位会员瞄准国内国际医学科
技第一线，不断实施科技创新，加
大科技奖励机制，
促进了医学科技
的进步，
始终站在肿瘤防治事业的
前沿，
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作出了
突出贡献。
特别是我省许多专家常
年坚持在基层进行科学普查，
传播
医学科普知识，
并运用先进成熟的
技术对我省癌症高发区的患者进
行有效筛查治疗防控，
取得了突出
成就，广泛推广早诊早治项目，把
癌症扼杀在初始阶段，
获得了国家
重大科技成果奖。

癌症早筛，
至关重要
徐春芳（河北省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恶性肿
瘤是影响居民健康的重要因素，
不
仅发病呈现出年轻化趋势，
无论是
在城市还是农村，
恶性肿瘤的死亡
率都位居最前列。多年来，党和政
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加强
肿瘤防治工作，
广泛开展流行病学
调查，深入组织病因学研究，建立
三级肿瘤防控网络，
在城市和农村
分别组织肿瘤筛查和早诊早治工
作。
河北省完成筛查人数居全国前
列。
癌症早筛至关重要，
养成健康
的生活方式更为重要。
开展肿瘤科
普宣传是做好肿瘤防控的前提和
基础，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全
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作为一项全国
范围的大型科普宣传和社会公益
活动，
通过凝聚传递防癌抗癌正能
量，对于普及癌症预防知识，引导
健康生活方式，
提升社会公众防癌
抗癌意识和水平都具有重要的意
义。

咨询电话：

5307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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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肿瘤，
保障健康
梁英华（沧州市人民政府
近年来，
沧州市委、
市政
副市长）：
府高度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积极融入京津冀区域医疗协同发
展，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我市公
共卫生和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尤其是肿瘤学科成果更为显著。
市
区三大公立医院均与京津知名医疗
机构开展了深度的合作，
形成了规
范、
完整、
多学科的肿瘤联合治疗体
系，
癌症预防治疗水平不断提高，
更
好地满足了肿瘤患者的就医需求。
第2
4届 全 国 肿 瘤 防 治 宣 传

周河北省启动仪式在沧州举办，
全省的专家学者在这里交流工作
心得，传授学术经验，这是对我市
肿瘤防控事业的肯定和支持，也
是对我们的鞭策和激励。我们将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大
肿瘤防控科普宣传力度，努力将
抗癌理念传播到千家万户，不断
提升公共防癌意识。卫生部门及
各大医疗机构要准确把握新形
势，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工
作要求，不断提升癌症治疗的能
力，推动我市肿瘤防控事业取得
新成效，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

共同努力，
防治肿瘤
单保恩（河北省抗癌协会
候任理事长、河北医科大学第
四医院院长）：癌症是严重威胁
人类重大健康的疾病，
目前我省肿
瘤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达到十万
分之二百四十六、十万分之一百六
十三，这在全国来说是比较高的。
其中肺癌、胃癌、食管癌、乳腺癌、
肝癌、结直肠癌、宫颈癌是我省常
见的恶性肿瘤，
癌症的发病低龄化
趋势日益显示。
肿瘤防治，
是一项长期复杂的
系统工程，
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的共
同努力。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发挥河
北省抗癌协会的平台优势，
进一步
加强对外交流合作，
广泛开展科普
宣教、义务咨询活动，为河北省肿
瘤防治事业的深入发展，
为实现减
缓癌症发病率、死亡率增长这一目
标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

合理饮食，
戒烟限酒
定期查体，
调整情绪
王士杰（河北省抗癌协会
理事长）：众所周知，受环境、不
良生活习惯、精神等因素影响，恶

申家鸡煲老店
地址：御宇国际城秀瑞苑北门
电话：5514153

抗癌防癌，
责无旁贷
王立新（河北省抗癌协会副理
事长，
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党委书
记、
院长）：
沧州市抗癌协会和沧州
中西医结合医院作为中国抗癌协
会的基层地方组织和大型公立医
疗机构，
抗癌防癌，
科普宣传，
责无
旁贷。
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将以全
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为契机，
加
强与政府部门、各兄弟学会、医疗
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合作，
在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举办形式多样的癌症
科普宣传活动，
努力将抗癌理念传
播到千家万户，
进一步推动癌症科
普宣传工作、提升公众的防癌意
识。
我们将聚焦国内外肿瘤学最新
前沿动态，大力发展肿瘤学科，加
强人员设备配置，
加强肿瘤疾病诊
治，
为推动癌症防控事业奉献一份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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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明星自述
幸运观众奖品提供

性肿瘤已经成为我国最主要的慢
性非传染性疾病之一。
最新统计显
示，我国目前每年新发癌症病例
3
8
0
.
4万，死亡 2
2
9
.
6万，平均每分
钟有 7人被确诊为癌症。而且从 4
0
岁开始，癌症发病率、死亡率均快
速升高。
面对严峻的防癌、抗癌形势，
中国抗癌协会倡导举办了全国肿
瘤防治宣传周。河北省抗癌协会
是我省肿瘤科技工作者和热心于
抗癌事业的各界人士结成的群众
性、公益性学术团体。每年的肿瘤
防治宣传周期间，都要在全省范
围内广泛开展各类科普宣教系列
活动，并从内容到形式上不断进
行新的探索。今年，我们将积极发
挥肿瘤专家和大众传媒的作用，
将合理搭配饮食、戒烟限酒、定期
查体、调整情绪、规范诊疗等科普
知识和健康理念传递给民众，把
好肿瘤防控第一关，推动癌症的
有效防治。

抗癌明星缴东利：

抗癌明星臧春敏：

抗癌明星闻玉欣：

我来自泊头市，今年 6
3岁，得
癌症 1
3年。我的抗癌心得就是在
精神上、气势上压倒它，挺起胸，
昂起头，
与癌症抗争。

我2
0
1
5年检查出来患甲状腺
癌，当时心情很压抑。从 2
0
1
7年认
识沧州市抗癌协会的人们后，心
情好多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要
乐观面对人生、与癌共舞，没有什
么可怕的。

我今年 6
6岁，得了乳腺癌 1
2
年了。在抗癌路上，家人、朋友、同
事是我坚强的后盾。沧州市抗癌
协会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有了伙
伴的鼓励、家人的支持，我们就有
了战胜疾病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