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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美容技师仅受训五天就上岗了
一针假玻尿酸让顾客脸肿成球
来自药城派出所赵玮、高新区法院吴宝春的报道
安徽女子小汪为了永葆青春，打了一针玻尿酸瘦
脸，结果不但没有变漂亮反而“毁容”了。1 月 9 日，医
药高新区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朋友圈里认识一位美容师
90 后小汪是安徽人，现在常州一家 KTV 工作，她
想让自己的形象更美一些，就选择了微整形。她通过
微信朋友圈和朋友的间接介绍认识了这个微信名叫
“秋蝶”
的美容师。
“这个美容师自称是有证的，我以为挺安全的。
”小
汪告诉民警，从 2016 年 7 月份开始，她经常在这个微
信名叫“秋蝶”的女子常州、泰州的家中注射过多次玻
尿酸、肉毒素和溶解酶等美容药物。
最后一针在 2017 年 7 月，小汪打完这一针以后就
出现面部疼痛的症状，脸肿成球。
“打针后脸就肿了，
说
话、
吃饭都会受影响，
睡觉睡不着。头比较疼，
整个面部
的神经一直在疼。
”
经医生诊断，
小汪的面部神经受损。
2017 年 10 月 21 日上午，小汪来到医药高新区医
药城派出所报警求助：她因为药物注射整形整出了问
题，
她怀疑自己被贺某注射了假药。

曾因贩假药被判缓刑一年
根据小汪提供的信息，
民警很快找到了
“秋蝶”
的住
处。
“秋蝶”
姓贺，
28岁，
黑龙江人，
现在泰州买房定居。
经对贺某现场调查，
民警发现，
贺某因犯销售假药罪，
于2017年8月2日，
已经被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六个月，
缓刑一年，
目前，
贺某正在社区进行矫正。
随后，
民警将贺某带到了医药城派出所展开进一步调查。
嫌疑人贺某为自己辩解说，
“我自己也在用，小汪
来找我打玻尿酸，
我家里就剩一支，
我就给她打了。
”
贺某称，她是应小汪的请求为她打的美容针，
出现
这么严重的后果,她也没想到。
那么，贺某为他人注射的美容药物，到底来自哪
里？这些药物有没有合法的批文和进货手续呢？

培训了五天就搞起美容行当
医药城派出所民警吴顺亮说，
“据嫌疑人供述，这
些药品都是她通过韩国的一个买家在网上买的，这些
药品在我们国家没有批文批号，经过相关部门的鉴定，
它是一种假药，
是没有安全保障的。
”
民警调查发现，
不仅药品存在问题，贺某自身也不
具备美容整形资质。
医药城派出所民警张小军说，
“犯罪嫌疑人贺某本来
没有工作的，
据她讲一开始是在东北老家搞舞台表演的，
就是农村那种流动的舞台表演，
但是发现容貌的问题对
她影响比较大，
她就去上海某医疗机构做了一个玻尿酸肉
毒素的植入，
通过这个事情她发现这一行利润巨大。
”
一次美容经历让贺某脑洞大开，
她认为自己赚大钱
的机会来了。为尽快学会美容的相关技术，
贺某随后来
到了上海。
据贺某交代，
经过地下培训班五天的培训，贺某拿
到一张美容技师的证书，就开张营业了。

搜缴的注射液均是假药
检察机关指控贺某，在常州租住地和泰州家中为
小汪注射无药品进口批号的玻尿酸、肉毒素等注射
液。经认定，这些注射液均属于假药。
贺某供述，一般这些美容针剂拿价七百到七百五
十块钱，
然后能卖到一千块钱。由于没有任何资质，
加
之整形美容的药品来路不明，
为不引起外人怀疑，贺某
都是通过微信收款的方式私下预约客户。
贺某缓刑期间不思悔改，在没有任何资质以及药
品来源不明的情况下，
继续擅自给他人实施注射整形，
贺某的再次落网，
也将自己送进了高墙。
办案法官提醒各位爱美的女士，美容整形，虽然能
产生再造之美，但也与风险共存。美容整形一定要选
择那些有资质的正规医疗机构，否则，
廉价美容一旦出
现问题，
维权也将面临很大困难。
法院将择日宣判。

一张残缺火车票破了情杀案

海陵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郭亚有双
“火眼金睛”

风 采

郭亚，36 岁，海陵刑
警大队副大队长，物证鉴
定工程师。2007 年 7 月，大学毕业，来到公安海
陵分局刑警大队从事技术勘验工作。10 年来，
他屡屡破获重大刑事案件，有些甚至是轰动全
国的大案。

郭亚（后）在工作中。
提到
“尸臭、蛆虫”
这些字眼，
相信很多人会感到恶
心，
但对于郭亚来说，似乎早已经司空见惯。
“没有人是天生就勇者无惧，
只是因为所从事的工
作，
我和我的同事经历了很多个人生
‘第一次’，克服各
种案发现场所带来的恐惧与恶臭，在各种可怕、血腥的
环境中经历成长。”
郭亚说。

2014 年 6 月 12 日上午，海陵区苏陈镇院庄村一树
林内发现一具男尸，尸体已经腐败，
生蛆。由于现场曾
被焚烧过，死者面部不清，也没有随身物品，身份很难
确认，给破案增加了难度。
郭亚和同事董宇在对沾满蛆虫的被害人衣服进行
洗刷、清理时，
没放过任何细节，最终，在受害人的裤子
暗袋内发现一张残缺的被焚烧后的火车票。
这张火车票被烧得只剩下左上角，通过对火车票
上的信息进行研判，迅速明确了尸源，进而明确了犯罪
嫌疑人白某，破获了白鹏故意杀人案件。
原来，白鹏的妻子一次偶然的机会与受害人黄某
邂逅，发生过两性关系。白鹏花费月余时间利用妻子
原来的微信，钓出
“强奸犯”黄某，
并将其杀害。
从警以来，
他参与侦查过2300多起案件，
勘察过数千
次现场，
经他手破获的案件、
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不计其数。
郭亚用他独有的眼光，娴熟的业务技能,为案件的
侦破理清思路，
收集固定证据，破获了一个个扑朔迷离
的刑事案件。他逐渐由一名普通的技术员成长为海陵
刑事技术队伍的领头人。
生活中，郭亚与同事之间幽默风趣，经常开开玩
笑。工作中，他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有工作大
家一起上。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无论是白天还
是夜晚，无论是在吃饭或者睡觉，无论是周末还是节
日，
警情就是命令，
只有一个回答：好的！马上到。
在日常繁重工作中，
郭亚始终坚持破案总结分析，
结合刑事技术的传统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他先
后在全国及部级期刊上撰写并发表 4 篇专业论文。他
先后被市局、分局嘉奖 5 次，荣立三等功 1 次，2016 年
度全市十佳技术员，入选第八批全国公安刑事科学技
术青年人才库。
通讯员 吕伟

片儿警

1 月 10 日下午，泰州市公安局海陵分局开展通
信网络诈骗防范宣传进高校活动。活动过程中，针
对去年高校发案的特点，海陵分局民警结合常见通
信网络诈骗案例就如何做好防范与高校学生们进行
了沟通交流并现场发放宣传单 1000 余份。

得知自己被通缉
大妈要汇款证清白
海陵巡特警大队孙辰瑜、
泰州 110 曹丽萍报道
1 月 3 日 11 时许，市民曹某报警称，他老伴接到
一个自称公安机关的电话，说她被通缉了。现在，老
伴拿上手机、银行卡、现金去银行汇款“自证清白”，
他怀疑是诈骗电话。
海陵巡特警大队城南中队民警单金荣立即赶到
莲花六区农贸市场门口，找到了仍在争吵的报警人
老两口。
曹某告诉民警，他住莲花六区，刚刚发现老伴神
神秘秘地在家里找钱，
反复追问下才知道她接到个电
话，
称她的身份证被人冒用在武汉办理了一个手机号
码，该号码涉嫌发布非法信息和淫秽色情信息，可能
被停机并被武汉公安局调查，让她换手机与对方联
系，
并让她带身份证、
现金、
银行卡去银行办理手续。
曹某一听感觉这像是诈骗，无奈老伴沈某深信
不疑，执意要去银行。曹某只得一路尾随，并拨通了
110 报警。
单金荣了解了沈某接到电话的全过程，确定为
诈骗电话后，向她深入讲解了公安机关相关办案流
程及近期类似被骗案例。
单金荣说，
此类骗局已经发生过多次，市民接到
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的电话，
无论是涉嫌贩毒，还是
洗黑钱、诈骗，请不要过于紧张，先问清楚对方属于
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再向当地公安机关或辖区民警
核实。

电动车骑行中自燃
民警到场及时扑救
海陵巡特警孙辰瑜报道
1 月 10 日晚 9 时许，市民顾女士骑着电动车快
速行驶在东风南路与梅兰路交叉路段附近时，突然
电动车车架下冒出白烟，
为不影响交通，顾女士鼓起
勇气把车子推向路边，
没想到烟雾越来越大，还冒出
了火苗，
她赶忙拨打了 110 报警。
海陵巡特警大队民警陈玮接到了该起警情，驾
驶警车火速赶往现场。此时车上的火苗已蹿起近一
米高，火舌吞噬了整个车身，电动车基本上已被烧成
了空架，
陈玮拿起随车的灭火设备，对着着火的电动
车喷射，
数十秒后，火被扑灭。
据了解，顾女士的这辆车已有很多个年头，她平
时骑得不多，而每次骑里程也都不长，距离上次换电
池已有两年多了，初步分析应系线路短路引起的起
火。
民警提示：
电动车时间长了线路容易老化，即使
使用次数不多，
也应定期到正规维修点检查保养，及
时更换电池，以免发生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