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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从天降
10 月 16 日夜晚，在平顶山叶县昆

阳办事处某居民小区院内，21岁的女孩
杨某目光呆滞的坐在屋内，十多天来她
一直这样坐着，在徒有四壁的屋内，她
纤细的身躯越发的显得瘦小。母亲被
杀身亡的致命打击已使她陷入了冰冷
的黑暗中，以后去哪里见母亲？这个家
以前的快乐去哪里找寻？她一遍遍叩
问着这些问题。每当目光滑过墙壁上
母亲的点点血迹，她就顿时没有了记
忆，没有了心跳，没有了语言，唯一能表
明她还活着的只是机械的流泪、摇头，
摇的让人心碎……

9 月 28 日下午，农历中秋节的第二
天。叶县昆阳办事处某居民小区李某
的家中发生了一起恶性抢劫杀人案。
案发现场惨不忍睹，死者李某侧躺在
地，双手双脚被捆，头部有多处钝器伤，
颈部被锐器切割。屋内有明显被翻动
的痕迹，东西散乱。光天化日之下，嫌
疑人作案手段如此凶残，震惊全县。

●扑朔迷离
平顶山市、叶县公安机关领导高度

重视，平顶山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赵根
元立即调集骨干力量，成立以叶县公安
局局长李根太为组长的“9·28”专案
组。全体参战民警凝神聚力，开动智
慧，围绕案件侦破的一系列相关工作迅
速展开。

根据现场勘查，民警初步分析，李
某家中一片混乱，但是其家中的房门完
好，案发时间是在白天，应该为熟人作
案，作案目标明确；但手段凶残，刀刀致
命，且犯罪嫌疑人具有超强的反侦查能
力，现场没有留下明显证据。难道是惯
犯？是仇杀？情杀？还是劫财害命？
案情的扑朔迷离、错综复杂令每一位在
场的侦查人员感到迷雾重重。

民警决定一面从死者的社会关系、
社交圈入手展开调查，同时重点对昆阳
镇“两牢”释放人员进行摸底排查，寻找
有价值的线索。另一面以叶县昆阳办
事处为中心，调取现场、周边监控视频，
对各个卡口的监控、行人、车辆、电动车
进行一一排查。经过走访调查，民警了
解到，李某，女，53岁，叶县昆阳办事人，
无业，其丈夫多年前去世。经过夜以继
日的工作，民警排查、梳理了李某的社
会关系 600 余人，对案发时段的 300 多
辆小轿车、600多个行人进行分析，均没
有发现可疑线索。案件侦破顿时陷入

了僵局，专案民警顿时陷入了沉思，嫌
疑人没有杀人动机为何如此凶残？嫌
疑人如此丧心病狂，疯狂作案，挑战着
每个参战民警的斗志。

连续数天叶县境内的大量排查走
访无果后，专案组决定扩大排查范围，
将摸排触角向周边南阳、漯河、许昌等
市辐射，专案民警立即兵分三组奔赴南
阳、漯河、许昌等地重点对叶县籍的“两
牢”释放人员展开摸底排查。10 月 9 日
至 20 日，派往漯河市舞阳县、南阳市方
城县、社旗县的专案民警在当地公安部
门的配合下，对 1996 年至 1998 年之间
叶县籍抢劫判刑人员逐一排查，对 2006
年至 2015 年刑满释放的叶县籍人员逐
一核查。

半个月过去了，艰难的大量排查工
作，并没有给案件带来丝毫的转机。但
全体专案组民警没有气馁，放弃节假日
休息的专案组民警每天的排查走访工
作仍然有序进行着。从 9 月 28 日案发，
天天如此，从未间断。叶县“9·28”抢劫
杀人案专案组的会议室内，常常是白天
烟雾缭绕，夜晚灯火通明，一条又一条
重要线索汇集到专案指挥部，经甄别又
被相继否定；一个又一个可疑的人员纳
入公安民警的视线，经调查被先后排
除。民警熬红了眼睛，说哑了嗓子，但
大家义无反顾，士气不减。

●剥茧抽丝
为了进一步加大侦查力度，缩小侦

查范围，方便对搜集的线索进行全面梳
理研判。10 月 22 日下午，专案组决定
将大部分警力派驻南阳开展工作，指挥
部也前移南阳市社旗县公安局。

专案组按照统一部署在社旗县展
开了对重点人员、人口密集区、大小旅
店的排查，并对当地两劳释放人员进
行排查，但一个星期的排查没有任何
结果。就在案件一筹莫展之时，南阳
市方城县摸排线索的专案组民警了解
到一条重要线索，29 月 16 日凌晨 3 时
许方城县交通街某旅社曾发生一起持
刀抢劫案，嫌疑人将该旅店的女老板
李某手脚捆绑，用胶带缠嘴，抢走现金
5800 元、金项链一条及姓名为郭某某
的身份证一张后逃窜。南阳方城县的
抢劫案件与叶县“9·28”抢劫杀人案的
作案手段如此相似，立即引起了民警
的注意。通过串并案比对侦查，民警
确定这两起案件为同一人作案，民警
迅速对南阳方城县“9·16”抢劫案的视
频监控分析，一个头戴鸭舌帽的男子出
现在民警的视线里。至此，案件的侦破

出现了一线曙光。
清晨的第一抹曙光穿透云层，直射

“9·28”专案指挥部。10 月 24 日上午，
省公安厅领导刘凤山、市公安局副局长
毛卫东专门来到南阳社旗县，召开南
阳、漯河、许昌、平顶山四地市的市、县
两级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协调会。“9·28”
专案组对案情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讨
论，讨论的焦点，就是那个突然出现的
戴鸭舌帽的男子。

“根据已掌握的情况综合分析，南
阳方城县‘9·16’抢劫案与叶县‘9·28’
抢劫杀人案应为同一人作案。犯罪嫌
疑人为什么在南阳没有杀人，而在叶县
却杀人了？既然是侵财，犯罪嫌疑人得
手后，为何还要杀死李某？难道李某认
识嫌疑人？”

“我们去漯河市舞阳县排查了解
到，10 月 8 日，舞阳县舞泉镇东大街发
生一起抢劫案。嫌疑人持斧头将受害
人王某某头脸砍伤，并捆绑手脚、用毛
巾塞嘴，抢走价值 1 万多元的金手镯一
只。这个案件与‘9·28’命案的作案手
段也非常相似。”

“我们在南阳方城县了解到，10 月
11日，南阳方城县凤瑞路某旅社发生一
起抢劫案，嫌疑人持斧头击打该旅社女
老板王某某的头部，抢走手镯一只，耳
环一对。”

“在南阳市社旗县刚得到一重要线
索，我们在对 1996年以来南阳市社旗县
涉案人员的叶县籍人员的摸排时，发现
叶县任店镇的村民王刚 2007 年曾因抢
劫被社旗警方抓获，并被社旗人民法院
判刑 9 年，刑满释放不久。我们需要对
此人进一步调查。”

根据讨论的种种疑点和线索，专案
组综合以上几起案件的现场勘查和视
频录像进行了理性的分析：以上案件为
同一人作案，推断鸭舌帽男子很有可能
与李某认识，极有可能是叶县人。

当日下午，专案组对前期侦查工作
进行了全面梳理研判，决定从掌握的信
息入手，加大侦查力度。一面对南阳市
方城县、社旗县，漯河市舞阳县和叶县
的有关视频信息反复分析，同时对搜索
到的现场遗留物的进行仔细勘验。另
一面对王刚进行调查，得知王刚，男，46
岁，叶县任店镇人，有一个 16 岁的儿
子，现在和其姐姐一起生活。王刚曾在
叶县、南阳、许昌等地多次因涉嫌抢劫
罪受到刑事处罚，王刚作案嫌疑不断上
升。参战民警脸上终于露出难得的笑
容，几十天的疲劳顷刻间烟消云散。

嫌疑人确定后，专案组立即调整侦
查部署，将叶县任店镇的王刚纳入重点

排查范围。由于王刚曾多次作案，狡猾
的王刚若感到情况不对，便会望风而
逃。为了不打草惊蛇，专案组要求排查
民警对王刚展开秘密侦查，逐村、逐户
走访调查。10 月 24 日中午，叶县公安
局副局长赵英杰带领民警前往任店镇
王刚家对其实施秘密侦查时，得知其一
直不常在家，前段时间在平顶山市区租
住，具体住址不清。

●束手就擒
短暂的案情碰头会之后，连续工

作 26 天的专案组民警来不及歇息，10
月 24 日晚，专案组连夜驱车赶往平顶
山市顺线追踪王刚的下落，在平顶山
市公安局的指挥下，以平顶山市东环
城路为中心、对该区域的几十家家庭
小旅社、澡堂进行逐一细致清查。夜
雨潇潇，秋风凉飕飕的，专案民警裹
紧 衣 服 ，穿 梭 在 平 顶 山 市 的 大 街 小
巷。直到 25 日凌晨，民警清查到平顶
山市光明路一澡堂时，侦查员终于发
现一男子的基本特征与专案组苦苦
寻找的嫌疑人王刚特征基本相符，经
过进一步确定该男子正是专案组日
夜寻找的王刚，目前正藏身于一家澡
堂 4 楼一房间内。

夜深了，四周静静的，除了淅淅沥沥
的雨声，一切都是那么安静。专案民警
考虑到该王刚反侦查能力强、且带可能
有凶器，为了不打草惊蛇，一举抓获王
刚，抓捕组制定了严密细致的抓捕方
案。民警尽量放轻脚步，不动声响地接
近王刚的房间。全副武装的特警手持冲
锋枪严阵以待。当日凌晨 4 时许，在专
案指挥人员的示意下，携带破拆装备的
民警一起发力，将房门撞开。多名民警
不等睡梦中的王刚反应，一同涌上前去，
将其控制并抓获。

●揭开谜团
经突审，犯罪嫌疑人王刚供述 2015

年 8 月初刑满释放后，因嫌种地太累、
没有经济来源，就找到受害人李某，让
其为自己找工作，后因受害人李某一直
没有为王刚找到合适的工作，王刚便心
生怨恨，在心中预谋抢劫李某。9 月 28
日，便携带斧头来到李某家，趁李某不
备之机对其实施抢劫钱财、并杀人灭口
的犯罪事实。

至此，历时 27天的叶县“9·28”抢劫
杀人案成功告破。2015 年 12 月 1 日，王
刚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文中涉案人物均为化名）

——叶县警方“9·28”命案侦破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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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鸭舌帽”

金 秋 九 月 ，突 发 命
案，面对扑朔迷离、错综
复杂的案情，叶县警方不
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
连续在南阳、漯河、许昌
等周边地市苦苦摸排 20
余天，终于从大量的线索
中剥茧抽丝锁定犯罪嫌
疑人，一举破获此案。

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