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前    言言  

大学生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他们的健康成

长一直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然而，近几年来大学

生的违法犯罪现象日益突出，而且有明显上升趋势。加

强对大学生违法犯罪的预防，促进他们健康成长，是我

国进行普法教育的目的所在，目前针对大学生的违法犯

罪行为日益猖獗，严重侵害了大学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本期法制宣传教育手册搜集并整理了近年来在全国有较

大影响的 20 起典型案例，以唤醒大学生的法制意识、保

护意识、维权意识，树立法治理念，使青年学生成为学

法、知法、守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普法领导小组办公室 

电话：33152037 

地址：崇文南楼 12 层 1209 室 



 

                         目目    录录  

案例 1：大学生遭遇电信诈骗案 ..................................1 

案例 2：大学生遭遇网络诈骗案 ..................................2 

案例 3：河南除夕失联女大学生遇害案........................5 

案例 4：兰州某高校大学生杀人案...............................6 

案例 5：复旦大学医学院学生投毒案 ...........................7 

案例 6：西安音乐学院大学生药家鑫杀人案.................9 

案例 7：榆林学院女大学生刘某商场偷衣案...............11 

案例 8：成都某高校大学生周某盗窃案......................12 

案例 9：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付成励因感情纠纷砍死 

本校教师案..................................................14 

案例 10：海南师范大学学生陈某制造的“艳照门” 

案 ..............................................................15 

案例 11：西安某高校大学生侵入地震局网站发布虚 

假地震信息案.............................................16 



 

案例 12：南京某大学学生梁某实施的传销案.............18 

案例 13：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女大学生张超杀死 

情人并碎尸案.............................................20 

案例 14：银川大学女大学生王新蕾、彭珊珊运毒案..22 

案例 15：高校法律专业女大学生涉嫌绑架勒索案 .....23 

案例 16：北京外国语大学女大学生罗卡娜杀人案 .....24 

案例 17：云南大学马加爵杀人案 ..............................26 

案例 18：北大方正软件技术学院学生陈立宏入室抢 

劫杀人案 ....................................................28 

案例 19：浙江大学学生周一超刺杀公务员案.............29 

案例 20：中国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博士生黄小 

庭制毒案 ....................................................31 

 

 



 ·1· 

案例 1： 

大学生遭遇电信诈骗案 

2016 年 8 月 19 日，山东省临沂市高考录取新生徐玉

玉被不法分子冒充教育、财政部门工作人员诈骗 9900 元。

案发后，公安机关查明了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情况和信息

泄露源头。经查，犯罪嫌疑人杜某利用技术手段攻击了

“山东省 2016 高考网上报名信息系统”并在网站植入木

马病毒，获取了网站后台登录权限，盗取了包括徐玉玉

在内的大量考生报名信息。7 月初，犯罪嫌疑人陈某在江

西省九江市租住房屋设立诈骗窝点，通过 QQ 搜索“高

考数据群”“学生资料数据”等聊天群，在群内发布个人

信息购买需求后，从杜某手中以每条 0.5 元的价格购买了

1800 条今年高中毕业学生资料。同时，陈某雇佣郑某、

黄某等人冒充教育局、财政局工作人员拨打电话，以发

放助学金名义对高考录取学生实施诈骗。8 月 19 日 16

时许，该团伙诈骗徐玉玉 9900 元，在徐玉玉向嫌疑人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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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人身份证开设的银行卡账户汇款 6 分钟后，陈某即

操控在福建泉州的犯罪嫌疑人郑某某组织熊某、陈某某

等人在泉州市一银行 ATM 机上取走赃款。此外，犯罪嫌

疑人彭某通过网络多次向陈某犯罪团伙售卖非实名手机

卡，供犯罪团伙作案使用。目前，以上 8 名犯罪嫌疑人

均已被抓获。 

公安干警告诫大学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要从人

防、物防、技防、心防着手。面对诈骗信息，要做到不

相信，不点击，不链接，及时报警。面对陌生人来电提

及汇款的，决不轻信。若是熟人通过 QQ、短信等方式要

求汇款或充值账号时，一定要及时电话联系本人进行确

认。一旦发现异常，马上报案。” 

 

案例 2： 

大学生遭遇网络诈骗案 

宁波一高校一名在读研究生孙某，2016 年 4 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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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佳缘网站上结识了一名女孩，其 QQ 头像图片是一

名漂亮的年轻女子。这个网名为“我妈的女儿最美”的

女孩先表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名叫“刘雯”，“大学

毕业，在美容店上班，兼职开着一家网店”，“在慈溪上

班”。通过一段时间的网上聊天，孙同学对这个“知书达

理、独立自强”的女孩充满了好感，两人聊天的频率也

越来越高。 

然而，在聊天过程中，女孩总是有意无意地提到自

己打理网店的事情，并提醒孙同学：“两个人有共同的兴

趣爱好是很要紧的，最起码我带你一起做，你也多了一

份收入，对你有好处的！”孙同学本来有点无所谓，但在

女孩的温柔攻势下表示可以学。女孩给他发了一个电子

类的合同，说是把 1880 元的费用交了就把合同发过来。

见他有些心动，女孩又趁热打铁给他推荐了一名“公司

技术人员”，这个技术人员在 QQ 上给孙同学讲解了开网

店的具体流程，还简单地教了一些基本的运营流程。因

为钱不是特别多，加上自己对此确实不太熟悉，孙同学

就没多想。4 月 24 日中午，为了给这个陌生但充满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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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孩留下一个好印象，孙同学汇出了 1880 元的管理费。

等到下午忙完学业，孙同学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他看了

女孩的 QQ 空间，发现给她点赞的都是男的，而且这些

好友所在的城市都不规律，哪里都有，不像一个正常的

社交对象。他通过电话找到了之前教他运营的技术人员

沟通，没想到被直接挂断了。再到 QQ 上去跟女孩谈，

也被拉黑了。孙同学一下子懵了，随即就意识到自己上

当受骗了，赶紧去当地派出所报案。 

最终，江北警方通过对这起案件的侦办，揪出了一

个网络诈骗团伙，抓获团伙嫌疑人 93 名，涉案资金高达

600 余万元。 

对此，警方也提醒广大市民特别是在象牙塔的大学

生们，孙同学的损失虽然不算大，但他的案例值得每一

个人引以为鉴：面对网上各种陌生人，一定要有戒备的

心理。不管对方以何种名义跟您套近乎，一旦提及钱，

千万多个心眼。如果不敢确定，多问问身边的人，也可

以拨打 110 向警方咨询，避免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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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河南除夕失联女大学生遇害案 

河南登封 23 岁女大学生景亚平于除夕当天去初中

好姐妹家中玩。于 2016 年 2 月 7 日下午 5 点左右，家

住登封大冶镇塔湾 5 组的景亚平从桐木村朋友家里出

来，准备回家，谁知一直未归。随后，景亚平姐姐见天

黑时妹妹依然没见回来，家人打电话又无法接通。随后

报警。 

2 月 11 日上午，经过登封市公安局连续四天全力侦

查，登封市大冶镇女孩景亚平失联一案告破，确认景亚

平已经遇害，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董某某，董某某对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董某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

件正在进一步审理。 

警方提醒，大学生外出一定要结伴而行，且不去人

烟稀少的地方，注意保护好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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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 

兰州某高校大学生杀人案 

2014 年 9 月 26 日晚 6 时许，在兰州西固区 22 街区

附近发生了一起刑事案件：兰州某高校大三学生朱某当

街持刀行凶，致使兰州某学院一男一女 2 名学生当场死

亡，一名学生受伤，随后朱某自杀身亡。 

案件发生后，经警方查证，一年前，朱某与尚是中

学生的王蕾（化名）在网上认识，随后交往，王蕾又于

今年 4 月通过 QQ 群认识了兰州某学院学生王强（化名），

并开始交往。8 月，王蕾向朱某提出分手，引起朱某不满，

9 月 13 日，王蕾作为大一新生到兰州某学院报到。案发

当日晚 6 时许，朱某将王蕾和王强从校园约出，王强便

找了两位同学陪同。见面后，朱某要求与王蕾恢复关系，

被王蕾拒绝。朱某随后持刀刺死了王蕾和王强，另一名

劝阻的学生受伤。目前，西固刑警大队正在对事件具体

原因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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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提醒，大学生交友要谨慎，不要轻信谎言，一

定要了解事实真相，在遇到不法侵害时，及时报警。 

 

案例 5： 

复旦大学医学院学生投毒案 

林森浩因日常琐事对被害人黄洋不满，决意采用投

放毒物的方式加害黄洋。2013 年 3 月 31 日下午，林森浩

以取物为借口，从他人处借得钥匙后，进入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 11 号楼 204 影像医学实验室，取出其于 2011

年参与医学动物实验后存放于此处的、内装有剩余剧毒

化学品二甲基亚硝胺原液的试剂瓶和注射器，并装入一

个黄色医疗废弃物袋中带离该室。当日 17 时 50 分许，

林森浩携带上述物品回到 421 室，趁无人之机，将试剂

瓶和注射器内的二甲基亚硝胺原液投入该室饮水机内，

后将试剂瓶等物装入黄色医疗废弃物袋，丢弃于宿舍楼

外的垃圾桶内。４月１日 9 时许，黄洋在 421 室从该饮



 ·8·

水机接水饮用后，出现呕吐等症状，即于当日中午到中

山医院就诊。4 月 2 日下午，黄洋再次到中山医院就诊，

经检验发现肝功能受损，遂留院观察。４月３日下午，

黄洋病情趋重，转至该院重症监护室救治。林森浩在此

后直至 4 月 11 日，包括在接受公安人员调查询问时，始

终未说出实情。4 月 12 日零时许，公安机关确定林森浩

有作案嫌疑并对其传唤后，林森浩才如实供述了其向 421

室饮水机投放二甲基亚硝胺的事实。4 月 16 日，黄洋经

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黄洋系因二甲基亚硝胺中

毒致急性肝坏死引起急性肝功能衰竭，继发多器官功能

衰竭死亡。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林森浩明知二甲基亚硝

胺系剧毒化学品且有严重危害性，而向饮水机内投放大

剂量的二甲基亚硝胺原液，致被害人接水饮用后中毒。

在被害人入院特别是转入重症监护室救治期间，林森浩

仍刻意隐瞒真相，编造谎言，杀人故意明显，且实施了

以投放毒物为手段的杀人行为，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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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林森浩仅因日常琐事对被害人不满，即利用自己所

掌握的医学知识，蓄意采取隐蔽的手法，向饮水机内投

放剧毒化学品，杀死无辜被害人，犯罪情节特别恶劣，

属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林森浩归案后始终如实

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但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

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最

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以

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林森浩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的刑事裁定。 

 

案例 6： 

西安音乐学院大学生药家鑫杀人案 

2010 年 10 月 20 日 23 时许，陕西音乐学院大三学

生药家鑫驾驶陕 A419NO 红色雪佛兰小轿车从西安外国

语学院长安校区返回西安市区，当行驶至西北大学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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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西围墙外时，撞上前方同方向骑电动车的张妙，药

家鑫下车查看，发现张妙倒地呻吟，因怕张妙看到其车

牌号，以后找麻烦，便产生杀人灭口恶念，遂从随身背

包中取出一把尖刀，上前对倒地的张妙连捅数刀，致张

妙当场死忙。杀人后，被告人药家鑫驾车逃离现场，当

车行至翰林路郭南村口时再次将两行人撞伤，后交警大

队郭杜中队长将肇事车辆暂扣待处理。同月 23 日，药

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经法医鉴定：死

者张妙系胸部锐器刺创致主动脉，上腔静脉破裂大出血

而死亡。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

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药家鑫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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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人药家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思宇、

王辉、张平选、刘小欠经济损失丧葬费一万五千一百四

十六元五角、被抚养人王思宇生活费三万零三百五十二

元，共计人民币四万五千四百九十八元五角（含已支付

的一万五千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2011 年 6 月 7 日，经最高院核准，西安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药家鑫执行了死刑。 

 

案例 7： 

榆林学院女大学生刘某商场偷衣案 

2009 年 12 月 25 日，榆林学院艺术系舞蹈专业大三

女学生刘某在榆林市一大型商场内试衣服时，趁服务员

不注意，拿着衣服就走。服务员发现后报警。榆林市公

安局榆阳分局新明楼派出所民警调查确认，该案为榆林

学院艺术系舞蹈专业大三学生刘某所为。后刘被检察机

关依法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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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从 2009 年 10

月至 12 月中旬，刘某多次在榆阳区城内各大商场内，以

试穿高档衣服、试用高档女式皮包为幌子，秘密窃取衣

物等，共计作案 44 次，盗窃了价值 32756 元的各类女式

高档品牌服装 78 件、女式手提包 5 个、保温水杯 4 个。

榆林市榆阳区法院认为刘某涉案金额较大，以盗窃罪判

处她有期徒刑三年。 

 

案例 8： 

成都某高校大学生周某盗窃案 

2009 年，川内某高校的大学生周某趁学生宿舍无人

之际，取出同宿舍人的信用卡，并且用这张窃得的信用

卡在学校的 ATM 自动取款机上取款 1800 元左右。随后，

丢失信用卡的同学发现钱被取走，便向当地公安机关报

案。接到报案的双流县航空港派出所立即介入侦查，通

过对 ATM 机附近的监控录像的调取、查看，以及对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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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讯问，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了周某的身上。 

周某在公安机关办案人员进行讯问的时候并不配

合，态度强硬，一口咬定不是自己。最终，办案人员调

出监控录像，在铁证面前，周某终于承认了盗窃的事实。 

据悉，周某从小就是个非常听话的孩子，学习成绩

非常好，在那个少数民族的寨子里，他一直都是所有人

的骄傲。高考过后，周某离当年清华大学的录取分数线

仅仅相差 7 分。由于家里条件艰苦，父亲常年在外地用

苦力赚钱，母亲体弱，奶奶多病，还有年幼的弟妹要抚

养和接受教育，复读无法实现。周某最终选择了这所川

内著名的高校，成为了这所学校的一名普通学生。 

然而，从那个小小的村寨来到成都这个灯红酒绿的

大都市，这个年轻人迷茫了，他在这个城市里找不到自

己的位置，找不到家的感觉。这里没有熟悉的母亲的呼

唤，没有家中低矮的吊脚楼，没有同寨的伙伴的欢声笑

语，有的是遍地的高楼大厦，满街的汽车。他还没有清

楚，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是要靠自己的奋斗才能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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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终于，周某按捺不住内心的悸动，将他的手伸向了

同学的钱包……当然，周某将面对的是法律的制裁。 

 

案例 9：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付成励因感情纠纷 

砍死本校教师案 

2008 年 10 月 28 日，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

学院 05 级国际政治专业学生付成励，因女友与其分手而

迁怒于该校教授程春明，28 日 18 时 40 分左右，中国政

法大学昌平校区端升楼 201 教室内，将正准备上课的程

春明教授砍成重伤，随后掏出手机报警。43 岁的法学教

授程春明经抢救无效死亡。 

2009 年 10 月，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付成励弑师案在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 23 岁的付成励死刑，缓期两

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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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法院鉴于付成励具备法律规定的自首情节，

且付成励的既往表现良好，对付成励判处死刑，但不立

即执行。 

 

案例 10： 

海南师范大学学生陈某制造的 

“艳照门”案 

2008 年 6 月 12 日上午 8 时左右，海南师范大学大一

男生陈某独自在宿舍时，看到对面女生宿舍有人在洗漱，

便用数码相机拍了几张，发现照片很清晰。后来，陈某

多次偷拍对面多个女生宿舍女生。为防止被偷拍女生发

现，在偷拍时都用其他物品遮挡相机。截至 6 月 23 日，

共拍了 400 多张照片。6 月 23 日下午，陈某到网吧把相

机里的照片转存到 U 盘上，并在校园网上注册了名为“头

拍”的用户上传照片。6 月 24 日上午，他在校园网上注

册了一个名为“吴遮蔽”的用户，传了当天上午偷拍到



 ·16·

的 13 张照片。据了解，6 月 24 日海南某网站头条发布了

相关消息，很快所谓的“海南师范大学艳照门”事件成

为全国各大网站和网上论坛的热点，境外的多家网站、

甚至美国的一家报纸也刊登了相关信息和评论。7 月 1

日上午 11 时左右，办案民警在网吧将其控制。 

陈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 42 条第六款“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

的规定，因此，龙昆南派出所依据此规定对其作出行政

拘留 10 天的处罚。 

 

案例 11： 

西安某高校大学生侵入地震局网站发布 

虚假地震信息案 

2008 年 5 月 29 日 20 时 30 分，多数群众在陕西省地

震局网站上看到“今天晚上 23 点 30 分陕西等地会有强

烈地震发生”的惊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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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出自权威的地震局官方网站，这条信息立即引

起恐慌躁动，短短 10 分钟内的点击量就达到 771 人次，

上百名群众纷纷拨打地震局电话询问，信息所传递的内

容迅速在社会上扩散，不少市民纷纷采取防震避震措施，

甚至出现一时慌乱。 

20 分钟后，陕西省地震局发现这是一出恶作剧，当

即通过多种信息发布渠道紧急辟谣，但这条信息所造成

的恶劣影响却一时难以消除。 

经查本次案件是由陕西高校计算机专业大四学生贾

志攀是所为。5 月 29 日晚，习惯网游的贾志攀在宿舍里

打开电脑，利用所掌握的计算机知识通过个人电脑控制

了学院网络中心一台服务器，并对陕西省地震局网站展

开疯狂的攻击，随着一层又一层的网络逻辑信息屏障被

剥离，陕西省地震局网站后台的账户密码被依次破解，

当陕西省地震局网站版主信息发布平台出现在贾志攀面

前时，他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成功了！”这时，

电脑页面左下角的数字时针恰巧指向 20 点 30 分，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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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略微控制了一下兴奋的情绪，稍稍想了想，便进入网

站汶川大地震应急栏目，输入了自己编造的虚假信息：

“今天晚上 23 点 30 分陕西等地会有强烈地震发生！”几

乎就在这个虚假信息公布的同时，他就在网上看到有人

点击，仅仅 10 分钟，该信息的点击量就达到 771 人次。

一阵疯狂过后，贾志攀似乎意识到恐惧，他用颤抖的手

又迅速将这条信息删除。  

6 月 4 日，贾志攀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由于案

件敏感重大，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活动，指导警方收

集犯罪证据。 

 

案例 12： 

南京某大学学生梁某实施的传销案 

2008 年 2 月，南京警方接到举报，称南京多所高校

学生涉嫌参与非法传销活动。警方调查发现，2006 年至

2008 年，台湾人王某与南京某高校学生梁某成立商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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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和“大学生创业联合会”。 

传销头目梁某案发前是南京某大学金属材料系三年

级学生，本已获得本硕连读的机会，但其先后伙同王某，

以发展下线收取“入门费”为由，从中获利。这位昔日

的河北某市高考理科状元，面对学校领导的劝说，甚至

用退学来表示自己“专注于事业的决心”。 

这个非法组织的传销手法有 3 种：一是称为学生提

供实践平台，采取学生拉拢学生的手法发展下线，向每

人收取 150 元至 1000 元不等的“入门费”；二是让学生

购买公司优惠卡取得参加公司活动和销售产品的资格；

三是以招募商品和项目合作者为名，收取“权利金”。调

查发现，这个公司共收取“入门费”51 万余元。 

据了解，该公司设立了顾问、总经理、财务经理等

多个职位，从大学生中物色了十多个能力出众的骨干担

任要职。王某、梁某等还利用学校寒、暑假，聚集在校

大学生集中进行所谓的创业培训，实施精神控制。2008

年 12 月，梁某被判有期徒刑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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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的南京市经侦支队民警介绍：“这起案件涉及大

学生范围之广、人数之多近年来罕见。大学生表现出来

的盲目冲动和无知令人震惊，一些学生直到被解救时尚

不知道从事的是传销活动。” 

 

案例 13：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女大学生张超 

杀死情人并碎尸案 

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21 岁女大学生的张超在丽江一

家夜总会打工时，认识了同样在此打工的谢宏，两人相

恋并在校外租房同居。当年，云南丽江公路管理总段路

桥施工队项目经理、39 岁的工程师木鸿章认识了化名为

“杨乐”的张超。之后，木鸿章经常邀张超见面、吃饭、

会友，还先后送给张超价值两万余元的钱物。谢宏从张

超口中得知木鸿章的情况后，萌生了抢劫恶念。2007 年

12 月上旬，谢宏、张超及谢宏的好友陈光吕三人经过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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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准备作案工具后，12 月 19 日中午，张超频繁邀木鸿

章相会。当晚，木鸿章如约前来。刚走进张超的房间，

就被躲在门后的谢宏用刀逼住，陈光吕用绳子将木鸿章

的手脚捆住，并将其手机关闭，从木鸿章身上搜出两千

余元钱及银行卡等物。经谢宏持刀逼问，木鸿章说出了

银行卡密码及卡内金额后，由谢宏看守，张超、陈光吕

到事先踩好点的柜员机上蒙面取出银行当日最高取款限

额两万元回到出租房。拿到钱后，三人竟残忍地将木鸿

章勒死，并将尸体肢解成二百六十余份，由谢宏驾车共

同将尸块抛入玉龙新县城护城河内。之后，他们再次从

柜员机上提取两万元钱，三人分赃潜逃。 

2008 年 6 月 19 日，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

一审判决，谢宏、张超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陈光吕犯抢劫罪，

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谢宏、张超、陈光吕均提出

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后，公开开庭进行了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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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

罪及法律适用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三名被

告人实施的犯罪手段特别凶残，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影

响极其恶劣，应依法严惩”，作出上述终审裁定。 

 

案例 14： 

银川大学女大学生王新蕾、彭珊珊 

运毒案 

2007 年 9 月 6 日，宜宾市禁毒支队二大队在由云南

进入四川的要道宜宾县普安检查站进行检查。一辆从昆

明开往南充的班车被拦下：“例行检查。”乘客们纷纷下

车，王新蕾、彭珊珊两名女子神色慌张，引起了警察的

注意。警方从她们穿着的宽松迷彩裤里查获绑在腿上的

白色砖块物品。经初步检查，两名女子携带的是高纯度

海洛因，总重量高达 2600 多克！ 

法院以运输毒品罪判处两人各 10 年有期徒刑。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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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贩卖、运输 200 克以上海洛因，在量刑时

即可够得上死刑。 

 

案例 15： 

高校法律专业女大学生涉嫌 

绑架勒索案 

李梅是广东省某高校法律专业的在读学生，结识了

有妇之夫赵山河后，发展成为男女朋友关系。2007 年 5

月 30 日，赵山河提议绑架 11 岁男孩杰杰，以勒索杰杰

家人的钱财，李梅答应了他。第二天晚上 7 时许，赵山

河驾驶面包车以带杰杰外出玩耍为由，将杰杰骗上面包

车后带往新丰县。6 月 1 日中午 12 时许，李梅到新丰县

丰城镇一旅店与赵山河会合。当天下午，两人将杰杰转

移到从化市街口一旅店关押。期间，赵山河多次打电话

及发信息给杰杰父母，威胁见钱放人，勒索赎金 3 万元。

6 月 3 日中午 1 时，李梅在从化市街口一银行的柜员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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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了杰杰家人汇入的赎金 5000 元后，杰杰被释放。 

据李梅供述，她知道这种行为是绑架，但因男朋友

说他急需用钱，为了帮助他，便参与了绑架，并且主动

提出由她提取赎金。为防止被柜员机摄像头录像，李梅

还想出了办法，故意撑伞遮掩。李梅犯罪时年仅 20 岁，

就读于重点高校却因一念之差误入歧途。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以

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

财产；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

并处没收财产。 

 

案例 16： 

北京外国语大学女大学生罗卡娜 

杀人案 

2004 年 7 月 9 日早上 6 时许，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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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南平房 13 号院内，罗卡娜因琐事与该校成教学院 28

岁的女学员李春霞发生争执，持刀猛刺李的胸、颈、肩、

背及上肢等部位十余刀刀，致李春霞因被刺破心、肺致

急性失血性休克，在送往 304 医院途中失血过多不治而

亡。初步检查死者伤口时发现有 18 处刀口，其中胸部、

腋窝、右手虎口有比较重的刀伤，最长的达 7 厘米，最

短的 1 厘米。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

伤害罪判处被告人罗卡娜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春霞的父母丧葬费、死

亡赔偿金、交通费等经济损失共计 29 万余元。北京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罗卡娜因琐事故意非法伤害

他人身体，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犯

罪手段凶残，性质极为恶劣，情节、后果特别严重，

依法必须严惩。因罗卡娜的犯罪行为使附带民事诉讼

原告人李春霞的父母遭受经济损失，罗卡娜依法应予

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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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7： 

云南大学马加爵杀人案 

2004 年 2 月 23 日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接报后，在云

南大学学生公寓一宿舍柜子内发现 4 具被钝器击打致死

的男性尸体。2 月 25 日云南省公安厅发出 A 级通缉令，

悬赏 15 万元人民币捉拿云南大学凶杀案犯罪嫌疑人马加

爵。4 受害学生均为马加爵同学。2 月 26 日广西自治区

公安厅发出通缉令，并悬赏 5 万元捉拿马加爵。3 月 1

日公安部发布 A 级通缉令，通缉在逃杀人犯罪嫌疑人马

加爵。公安机关悬赏 20 万元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通

缉。3 月 15 日晚 7 时 30 分左右马加爵在海南省三亚市河

西区落网，当地公安部门对其进行审讯。 

2004 年 6 月 17 上午 9 时，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

核准了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马加爵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宣判结束，马加爵

即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4 月 22 日，昆明中院公开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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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马加爵涉嫌故意杀人、附带民事诉讼一案，并于 4 月

24 日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马加爵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令马加爵赔偿附带民

事诉讼原告人李文杨、唐先和人民币两万元，赔偿附带

民事诉讼原告人邵渭清、黄燮梅人民币两万元，赔偿附

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绍权、马存英人民币两万元。宣判

后，在法定期限内，马加爵没有提出上诉，昆明中院即

依法报送云南省高级法院核准对马加爵的死刑判决。 

云南省高级法院经复核认为，马加爵无视国家法律，

因不能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因琐事与同学积怨，即产生

报复杀人的恶念，并经周密策划和准备，先后将 4 名同

学残忍杀害，主观上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客

观上实施了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

罪。在整个犯罪过程中，马加爵杀人犯意坚决，作案手

段残忍；杀人后藏匿被害人尸体并畏罪潜逃，犯罪行为

社会危害极大，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应依法

严惩。马加爵的辩护人关于马加爵认罪态度好，有悔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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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的辩护意见虽然符合事实，但马加爵罪行极其严重，

对其不予从轻处罚。 

 

案例 18： 

北大方正软件技术学院学生陈立宏入室 

抢劫杀人案 

2003 年 9 月陈立宏进入北大方正软件技术学院学

习。在校期间，父母每学期给他六七千元钱，然而贪玩

的他不但把钱都花光了，而且还先后向一台球厅老板借

了近 5000 元。还不上钱，陈立宏便起意抢劫。2004 年 6

月 5 日 10 时许，他准备去北京市朝阳区一小区 10 号楼

同学家里时，发现该小区 9 号楼 14 层一户人家房门开着。

这户人家的武女士下楼倒完垃圾回屋后仍未关房门，陈

立宏便决定抢劫武女士家。当日 13 时许，陈立宏闯入武

女士家中，采用扼勒颈部、持刀威胁等手段对武女士实

施抢劫。抢劫过程中，陈立宏为制服武女士反抗，持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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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武颈部致武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后陈立宏劫取武

女士一张内存 10 元的银行借记卡及身份证等物品。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陈立宏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暴力手段劫取公民财物，其行为侵

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所有权，已构成抢劫罪，且

系入户抢劫，并在抢劫过程中致人死亡，犯罪性质恶劣，

犯罪情节、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应予惩处。据此，判处

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案例 19： 

浙江大学学生周一超刺杀公务员案 

周一超是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农学系 2003

年应届毕业生。2003 年 1 月 23 日，周一超报名参加嘉兴

市秀洲区政府招收 9 名乡镇公务员的考试，并在顺利通

过笔试（排名第三）、面试（排名第五）后，于 4 月 1 日

参加了体检。4 月 3 日，周一超因没有收到体检合格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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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遂对录用工作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并迁怒于负责招

录工作的经办人干根华，起意进行报复。当天下午 1 时

许，周一超到超市买了一把水果刀，藏于黑色公文包内，

于下午 3 时许，来到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政府五楼干根华

的办公室，得知自己是因“小三阳”而体检不合格后，

周即到厕所内将公文包中的水果刀拿出，持刀返回干根

华办公室，趁干不备，从背后猛刺干右侧颈部。干根华

起身用椅子抵抗，并在搏斗中退出办公室。周一超又朝

办公室内的张文伟胸、颈等处猛刺数刀，致其倒地并继

续加害张文伟。干根华在听到张文伟的呼叫声后，再次

返回办公室，用椅子砸向周一超。在搏斗中，干根华倒

地，周一超又用刀刺干根华的腹、背等部位。之后，干

根华跑出办公室，周一超随即追出，看见走廊上闻声赶

来的工作人员，周一超先将刀架于颈部欲自杀，后将刀

丢弃，任由保安将其移交给随即赶到的公安人员。事发

后，张文伟、干根华立即被送往嘉兴市中医医院抢救。

张文伟被送到医院时已死亡，干根华经抢救后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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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周一

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判令赔偿被害人死亡补

偿费、医药费等损失合计 68000 余元。 

 

案例 20： 

中国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博士生 

黄小庭制毒案 

犯案博士黄小庭是湖南茶陵县人，现年 27 岁。17

岁时，他考上湖南某大学，21 岁考取中国科学院上海有

机化学研究所研究生，26 岁获博士学位，并被选送到美

国攻读博士后。经查，2001 年 10 月，被告人王敬祝把林

绍清(另案处理)提供的游离碱结构式及 2000 元现金转交

给黄小庭，要他提供生产氯氨酮的资料。不久，黄小庭

提供了有关资料。据此，王敬祝在台州市一工厂生产出

99 公斤游离碱，分 4 次贩卖给林绍清，获非法所得 72

万元。2002 年 5 月，王敬祝要黄小庭帮助研发并提供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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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胺和可卡因合成线路资料，并给了他 4 万元酬劳。黄

小庭试验成功，并多次指导王敬祝研发可卡因。 

浙江台州市椒江区法院日前对这起制造、贩卖、运

输毒品案作出判决，被告黄小庭被判处有期徒刑 8 年，

并处罚金 2 万元，追缴违法所得 4.2 万元。根据国家有关

规定，凡非法贩卖、运输、制造、提供及走私氯氨酮等，

均属违法犯罪行为，应予以严厉打击。法院遂作出上述

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