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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作案，畏罪潜逃 15 年

年前 ， 因为一次团伙盗窃 ， 魏青 （ 化
名 ） 分得 1 万 5 千元的赃款后 ， 畏罪潜逃 ，15
年间 ， 魏青一直过得浑浑噩噩 ， 打黑工 ， 弄断
了右手手掌 ； 回家待着 ， 又怕被警方发现 ； 漂
泊到北京 ，只能靠捡废品勉强维持生计......
让魏青没想到的是 ，15 年后 ， 在北京郊
区的街头 ，他碰到了一位昏倒在路边的老兵 ，
内心深处善良的底色慢慢显现 ， 在将对方送
去医院 ，垫付医药费后 ，两个人展开了一场场
交心谈话 ， 最终 ， 魏青救了老兵一命 ， 而老兵
则救了魏青的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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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 月的一个夜晚，53 岁的于安利从
北京市区来到几十公里外的房山区看望战友
父母，当天吃完晚饭后，他便独自一人离开，
准备乘坐公交回家，没想到，路上却突发了意
外。
刚从战友父母家出来，于安利突然感到
一阵头晕，随着难受的程度加剧，他慢慢地蹲
在了地上，很快，便失去意识，瘫倒在非机动
车道上。想到这里地处偏远，灯光又非常昏
暗，于安利在昏迷之前，脑子里还闪过了一个
念头——
—千万不要被三轮车碾过……
不知昏迷了多久，于安利朦胧中依稀记
得，好像有一个人路过他身边，轻轻地拍了拍
他，
然后离开，
没多久这人又折返回来，
将他从
地上扶起，
这时，
于安利才渐渐恢复了神智。
“我醒来以后就特难受，
看到是一个年轻
的小伙子（救的我），
我就让他帮忙打 120。”
于安利回忆道，这个小伙子拨通 120 的
电话后，对方问他们在哪里，小伙子和于安利
都不知道也说不清，无奈之下，小伙子又叫了
一辆出租车，陪同于安利来到距离最近的房
山良乡医院。
直到小伙子把于安利搀扶至急诊室，于
安利的头脑才清醒了一些，向医生说明了自
己的情况。
“我大脑在部队受过伤，
所以经常头晕眼
花，
后来诊断是得了脑血栓，脑梗。”
于安利说，
他在 1990 年执行任务的时候
受了伤，随即烙下病根，而他也因此获得了首
都卫士的称号，确诊脑梗后，他只能每天吃
药，
偶尔会头晕、
呕吐。
挂完号、拍好 CT，于安利也联系上了儿
子，等他来接自己回家。这时，于安利才得空
好好打量一番救了自己一命的小伙子。
“小伙子很年轻，但是右手好像受过伤，
残疾了。”于安利说，
他在聊天中得知小伙名
叫魏青（化名），挂号费、
CT 费都是魏青垫付
的，于是他让魏青留了一个电话，想着别耽误
他休息，
日后再好好感谢对方，
没聊太久，
于安
利便让魏青早些回去，
他自己留下来等儿子。
回到家后，于安利把情况和爱人、儿子说
了一遍，他说他发现魏青浑身衣服破破烂烂，
口音又是外地的，于安利和爱人一商量，决定
用信封装上 6000 块钱，
然后让儿子买了几套
新衣服，打算一起给魏青送过去，为了感谢对
方救了自己。

第二天，于安利联系到了魏青，他们相约
在良乡医院附近碰头，一见面，于安利就把钱
和衣服递给对方，并诚挚地表示感谢，谁知魏
青却连连拒绝。
僵持不下之际，于安利说，那就请魏青吃
顿饭、
喝点酒，
这一次魏青才没有拒绝。
“我平时不抽烟，也不喝酒，但是那天就
是为了感谢他，
一起喝点。”
于安利说，他们俩来到了一家小餐馆，点
了 4 个小菜，要了 2 瓶啤酒，然后聊起了魏青
受伤的右手。
于安利看到，魏青的右手近乎失去了三
分之二，只剩 2 根已经变形的手指，问起魏青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魏青有些搪塞地说道，是
他以前在厂房上班，不小心被机床绞断的，其
他的不愿多说。
酒过三巡，于安利再次对魏青表示感谢，
他说如果没有魏青，自己很可能会被路过的
车辆压到，
甚至可能因此丢掉性命。

逃犯救了老兵一命
老兵给他指了一条生路

魏青

谁知听到这里，魏青却突然流下了眼泪。
“他叫我叔，他说，叔，要不是碰到你，我
都没路走了，可能都上吊了。”于安利一听，顿
时觉得不大对劲，于是追问魏青，为什么会有
这个想法，魏青喝了一杯酒，向于安利倾吐出
一段掩藏了十多年的往事……
原来，在 2006 年 12 月，魏青在上海市青
浦区打工，当时他们几个年轻人不懂事，相约
一起去偷东西，几个人在一个厂房里偷走了
价值 70 余万元的材料，
然后变卖分赃。
魏青分到 1 万 5 千元后，由于担心害怕，
离开了上海，到了苏州的一家工厂打工，老板
问他要身份证，他就说弄丢了，正在托家里人
补办，实际上，魏青根本不敢拿出自己的身份
证，
害怕犯下的罪行公之于众。
过了一段时间，工厂老板也没有追究，便
让魏青一直干了下去。
时间来到 2013 年，
一天魏青的一名同事
找到他，想让魏青帮忙维修一台机器，魏青欣
然答应，不料正在维修的时候，电路突然短
路，导致机器启动，将魏青的右手碾碎了一部
分，
当时魏青一度昏迷了好几天。
“他（魏青）又没身份证，所以不敢去找
工厂要补偿，最后工厂还是给了他十多万，让
他离开了。”
于安利回忆到，魏青说他离开苏州后，回
了一趟山东老家，由于害怕被抓，于是又辗转
又来到了北京。
魏青来到北京后，每天过着捡废品的日
子，生活过得非常拮据。当年犯事以后，老婆
和自己离了婚，孩子跟着爷爷奶奶、哥哥嫂子
生活，最近魏青又得知父母都病了，哥哥嫂子
也因为自己的孩子在闹矛盾，顿时觉得心灰
意冷，
有了轻生的念头。
直到那天晚上在马路上浑浑噩噩地瞎转
悠，遇上了于安利，内心深处善良的底色才显
露出来，
救了于安利一命。
听完魏青的坎坷人生故事后，于安利决
定做点什么。

饭桌上，于安利也曾问过魏青，为什么不

老兵于安利

去投案自首？
魏青则说到，他听捡废品的朋友说，畏罪
潜逃十多年，被抓到监狱以后，很可能会被直
接“打死”，没有什么法律常识的魏青听到这
番话，感到非常害怕，这些年一直过得胆战心
惊，
始终没有前去自首。
“我以前看电视剧，里面说罪犯听到警笛
声都非常害怕，我还觉得夸张了，但是魏青和
我说，这些都是真的，每次听到、看到警车经
过，都以为是来抓自己的，心跳就会骤然加
速，
害怕得不行，很长一段时间都缓不过来。
”
于安利说，当天吃完饭后，就魏青分开
了，
准备回家问问爱人、儿子的想法。
由于于安利的儿子在法院工作，到家后，
于安利拉着儿子一交流，得知魏青唯一的出
路就是投案自首，于安利这才决定，好好劝劝
魏青，
让他主动投案。
当天，于安利又给魏青打去电话，把儿子
根自己说的话又复述一遍，但是魏青也很担
心，他怕自己投案后会从重处罚，而于安利又
耐心地给魏青讲述着利弊，如今魏青才三十
多岁，年纪轻轻的，能逃到什么时候？这样的
日子还想过多久？只有去投案自首，才不会一
直活在痛苦、害怕和无助之中。
经过数个电话、几十分钟的沟通，魏青同
意了去自首，而于安利也向魏青保证，他会一
直陪着魏青，不会让他一个人去投案。
之后，
远在北京的于安利向上海市公安局
青浦分局的局长写了一封信，
信里讲述了魏青
的情况，
希望魏青自首后能够得到宽大处理。
很快，青浦分局的民警便联系上了于安
利，他们表示对于魏青的情况，他们会妥善处
置，
并询问是否需要他们去北京将魏青接回。
“我说不用，我要亲自把他送过去，让他
心里踏实一些。”于安利说，
他和魏青说的很
清楚，是在魏青同意自首了以后，他才帮这个
忙，否则别人救了自己，自己却反手把人家送
去了警局，总觉得良心不安。
好在魏青终究同意了前去自首。

9 月 17 日早上 9 点，于安利驾车到良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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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魏青，准备从北京开车去上海，送魏青去
自首。
一路上，魏青和于安利聊了很多，魏青说
这些年来，自己根本不敢回家，也没有见过几
次儿子，如今儿子都上中学了，但是很不听
话，让自己的父母受了委屈，哥哥嫂子也管不
住他，遇见于安利的那个晚上，魏青都有拿根
绳子上吊自杀的冲动。
“我说我感谢他救我一命，他说他也感谢
我，
给他指了一条活下去的路。”
于安利说，一路上非常顺利，他能感觉
到，
魏青的心结解开了不少。
第二天中午，两人来到了上海市青浦分
局，一同前来的，还有魏青的父亲，老人一把
年纪，身体又不好，看见于安利的时候，扑通
一声就跪了下来，对于安利开导、救助自己的
儿子表示感谢。
“他（魏青父亲）见到儿子也激动得不
行，好多年没见过了。”于安利和青浦分局的
同志说，他把魏青送过来，就是希望公安能够
宽大处理，而他也算了却了一桩心事，没多
久，
于安利和民警便完成了交接工作。
于安利说，经过这件事，他认为他对得起
自己的良心，别人救了自己，他也没有愧对人
家，送魏青去自首，他觉得是在做一件好事，
是在挽救一个人，不能因为不懂法律，就一直
浑浑噩噩地过下去。
“我觉得他（魏青）内心是个善良的小
孩，心底不坏。”
于安利说，魏青告诉他，平时在北京捡
废品、卸货，挣了一点钱魏青都要托老乡捎
给父母，自己平时连一根火腿肠都不舍得
买，在他们捡废品的那帮人里，老人容易被
年轻人欺负，而魏青会经常帮助、照顾那些
老人。
如今，于安利不知道魏青要坐多久的牢，
也不知道他出狱后会不会来见自己，但是魏
青告诉于安利，现在他至少有了一个盼头，盼
望出狱后能够去看看儿子，孝敬父母，重新做
人，
不再轻言轻生。
“我就是还个人情，不亏良心。”回到家
后，于安利对爱人、儿子这样说道，而这，也是
他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