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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李珍

1989年，20岁的他遇到被害人后将
其强奸并杀害，在躲避警察追捕时跳上
了一辆开往陕西的列车。20年里，他改
了名字，学说陕西话，在西安郊区结了
婚，还有了两个女儿。2013年8月，他再
次涉嫌强奸作案后被抓获。进了看守所
的他操着陕西方言，坚守那个致命的秘
密，却因一次睡梦中的呓语被狱友听出
是青岛口音，从而挖出了20多年前的强
奸杀人悬案。
更令人吃惊和费解的还有这名自称

刘刚的城郊农民家中搜出的26个女包
和不同尺码的高跟鞋。案件移交到青岛
警方后，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将案件提交
最高检核准追诉，青岛中院一审作出判
处被告人刘遵松死刑的判决。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罪恶终有被发现和惩治的一
天。2018年7月，这名恶行累累的罪犯被
执行死刑。

外来的上门女婿

1989年底，在西安市未央区某蔬菜
水果批发市场上卖水果的严莉（化名）结
识了一名从外地来打工的小伙子，他在
市场上搬运水果，尽管这个年轻人沉默
寡言，但干活卖力，很快获得了她的好
感。两个年轻人一来二去就熟悉起来，渐
渐地产生了感情。从攀谈中严莉了解到，
这名20岁的年轻人名叫刘刚，老家河
南，父母早亡，老家也没什么人了，自己
独自一人在西安打工。严莉不顾家人对
刘刚身世的怀疑，毅然决定和他结婚，刘
刚成了严莉家的上门女婿。
这个外地来的上门女婿性格内向，

每天只知道低头干活，和村里人都没有
太多来往。由于“存在感”太低，谁都没有
对他有太多的关注，就连村支书都没有
怀疑过他的身份。

时光如水，刘刚守着一个天大的秘
密就这样相安无事地过了20多年。他和
妻子生了两个女儿，妻子在2012年左右
因病去世后，他独自操持家务，供孩子读
书，大女儿大学即将毕业还保送了研究
生。如果不是刘刚再次作案被发现，可能
他的所有罪恶就将被掩埋。
2013年8月17日，西安市公安局经

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的民警在其家中搜查
时，不停被翻出的证物令民警震惊。丝
袜、女士内衣、高跟鞋，26个款式不一的
女包……这些女士用品，均被刘刚的两
个女儿否认是自己的物品。刘刚的妻子

已经去世，他也没有再婚，除了属于两名
受害者的两个包之外，其他的都是哪里
来的呢？

夜行遇到“好心人”

这一次的搜查，还要从2009年发生
在西安市未央区的一起抢劫强奸案说
起。是年某日凌晨3时许，在西安未央区
一个酒吧做服务员的小芳（化名）下夜班
后走在回家的路上，白天穿着高跟鞋走
路比较多，脚趾被磨破了，行走困难。这
时候一个骑着红色农用三轮车的中年男
子经过，主动提出载小芳一段路，还称自
己是她的老乡。小芳看此人面相老实善
良，就放下警惕，坐上了车。
走出一段路后，两人还聊天，得知小

芳对自己目前的工作不满意，这名男子
表示愿意帮小芳找个工作。一直以为自
己遇到好人的小芳被拉到荒郊的果园
时，才发觉不对。她被这名中年男子实施
了强暴，她的价值2000元的戒指被抢
走。此人走后，小芳花了一个多小时挣脱
捆绑，跑到公路上求助并报警。
由于天色太晚，小芳没有看清嫌疑

人的真实面目，只说是一个中等身材40
多岁的中年男子，骑着一辆红色的没有
牌照的三轮车。由于案发地比较偏僻，又
没有摄像头，警方经过四处走访，都没有
找到嫌疑人。
警方分析认为，这名嫌疑人在附近

没有路灯的情况下，能准确地找到这个
果园里的看护棚，一定对周围的环境非
常熟悉，但由于没有更多有价值的线索，
案件的侦破陷入停滞。

多年前案件“重现”

2013年8月10日凌晨，在西安经济
技术开发区，女大学生琳琳（化名）和男
友在夜店玩到半夜，在回家路上二人发
生口角，琳琳愤然下了男友的车，男友驾
车扬长而去。
琳琳下车后发现路上空无一人，此

时一名骑红色农用三轮车的中年男子经
过，琳琳上前询问附近哪里可以打到车。
当男子表示可以载琳琳过去的时候，她
根本没想到这名看似憨厚的男子另有所
图。
琳琳和这名男子一路聊着天，根本

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逼近。等她发现不对
劲的时候，已经被带到了20公里外的一

个废弃工地，中年男子将其一把拽住，还
威胁称，乱喊就“弄死你”。中年男子对其
实施了强奸，作案后将其手提包和手机
拿走。
琳琳从案发地跑出来后报了警。西

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民警在分析了琳
琳的案件后，发现和4年前发生在未央
区的那起案件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从琳
琳身上提取的精斑残留与之前那起案件
进行比对的结果也证明属于同一个人。
在调取事发地探头后，警方发现，当

时这名嫌疑人拉着一车的家具之类的物
品，遇到了被害人。警方推测，嫌疑人能
够在短时间内找到这个废弃的工地并能
迅速离开，一定是对这里非常熟悉，很可

能就住在附近。经过调查取证，警方初步
判断嫌疑人的主要活动范围应该集中在
城北的农村。而这，恰好也和2009年强
奸案中得出的范围重合。
由于琳琳在和男子聊天时，看清了

他的长相，警方根据琳琳的讲述进行了
模拟画像，随后派出了大量民警在附近
村中摸排。最终在城北一带找到了经常
见到画像男子的修车行老板。修车行老
板告诉民警，这名男子应该是附近“中官
亭”村的。经过走访该村村民，警方确定，
此人就是本村村民刘刚。

26个女包震惊民警

刘刚当时40多岁，以卖水果为生，
妻子已经去世，家里还有2个正在读书
的女儿。民警到其家中调查时，刘刚因生
病躺在床上昏睡不醒，民警当即将刘刚
的家封锁，将其送到医院。刘刚的两个女
儿告诉民警，自己的父亲性格老实，不是
“坏人”，她们的母亲生前，夫妻二人经常
吵架，有时候还动手，但对她们两个女儿
一直很好。
嫌疑人抓到了，但随后的讯问和调

查却遇到了难题。民警在公安人口档案
中搜索不到刘刚的信息，和陕西省所有
叫刘刚的人一一比对，也没有一个符合。

在西安市未央区看守所的审讯中，刘刚
闭口不谈自己的身份。民警讯问他，知不
知道因为什么事情进来的？他只摇摇头
说，不记得了。
2013年8月17日，民警带着受害人

依法对刘刚的家进行搜查。从刘刚家中
各个角落，发现了26个不同款式的女
包，还有几双高跟鞋！
其中三个包，一个属于大学生琳琳，

还有两个包里有失主的身份信息。民警
很快找到了这两位受害者。两位受害者
均表示，她们都受到了刘刚的诓骗，被带
到偏僻处或者家里实施了强奸，面对民
警两位受害者均表示因受到了极大的伤
害，不愿意多谈。对于剩下的23个包原

来的主人，警方却毫无头绪。
当民警拿到证据再次提审刘刚时，

他才承认，自己犯下了2009年小芳，
2013年琳琳和另外两位有身份信息的
被害者这4起案件，其他的包、鞋等都是
一个收废品的人给他的。
警方通过媒体对剩余23个包进行

曝光，希望受害者能够站出来指认，但都
石沉大海。而警方对刘刚的关注却丝毫
没有放松，他们怀疑，刘刚身上还藏有更
深的罪恶。

不为人知的秘密

民警调查发现，刘刚没有身份证，村
主任只知道他是1989年入赘到刘妻家
的，没人知道他的底细。因为是上门女
婿，因此对其户口不在本地也没有怀疑。
刘刚被关押进看守所后，管教民警

发现他的言行举止很是反常。刚关押时，
刘刚整日精神恍惚、大喊大叫着要出去，
在确定民警掌握了他的抢劫强奸犯罪事
实后，就开始不怎么说话了。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刘刚的狱

友举报称，刘刚在和其他人交流的时候，
似乎对自己犯下的强奸、抢劫罪行十分
不屑一顾，很愿意跟别人说一些案件的
细节。这跟其他犯有同类罪行的嫌疑人

不同，一般情况下都会对自己所犯罪行
羞于启齿。根据这些反常的举动，民警判
断刘刚可能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
密。
当民警试图通过谈心的方式从刘刚

那里获得有用信息时，他却始终避重就
轻，对于自己的父母，也只说他们早就去
世了，对自己的真实身份更是讳莫如深。
不知道是不是警方的试探有了成效。在
和刘刚谈心后没多久，更有价值的线索
出现了。狱友又来汇报，说好像晚上听到
刘刚说梦话，说要找妈妈。听他梦话的口
音，像是山东青岛的。因为刚好这个狱友
曾经在青岛打过三四年工，能够辨认出
来。
警方于是提取了刘刚说梦话当天的

监控，并对音频进行了降噪处理。在进行
辨认后，确定他梦话的口音就是山东青
岛一带。后经查明，刘刚原名刘遵松，是
青岛即墨人，1989年曾经在青岛犯下一
起命案后在逃。西安警方马上联系了青
岛警方，2014年3月4日，青岛警方从西
安将刘遵松押解回青。
2014年6月14日，中央电视台《今

日说法》节目以《最黑暗的梦境》为题播
出了这一案件的侦破过程。

20年前案件能否追诉？

案件到了审查起诉阶段，接到案子
的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副处长吕
强感觉难度很大。
他了解到，刘遵松在青岛涉嫌故意

杀人的时间是1989年10月7日，在西
安已查明的再次犯罪时间是 2009年
11月17日，过去了20年零40天。《刑
法》规定法定最高刑为无期、死刑的，
哪怕是杀人，经过20年就不再追诉刑
事责任，刘遵松到再次犯罪正好经过
了20年。这样一个案子能不能追诉，怎
么追诉？
据吕强介绍，一开始研究的思路认

为，根据《刑法》规定，案件受理后逃避侦
查，或者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均不受追
诉时效限制。但他们又发现，这些都是
1997年《刑法》的规定，而本案应当适用
1979年《刑法》。而当时的规定是，只有
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
的，才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而在1989
年案发后，虽然立即确认了刘遵松是犯
罪嫌疑人，却因为案件没有破，也就没有
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可行的路只剩一条：如果二十年以

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
察院核准。吕强决定尝试着报请最高检
核准追诉。他的这一大胆想法，很快得到
了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和山东省人民检察
院的支持。案卷移送到青岛前，西安的检
察机关就已经对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
侦查过一次。到了吕强这里，时间变得非
常紧迫。
吕强一头牵挂着核实西安传来的刘

遵松涉嫌抢劫、强奸罪的证据材料，一头
想着如何翻开1989年的事实真相。案件
审查时，距离案发已经将近25个年头，
怎么样找到原始侦查的证据并形成证据
链条，成为报请核准追诉前的第一个难
题。

老法医提供关键证据

经过仔细核查，青岛市公安局的侦
查人员终于找到了原始材料，只可惜都
是不成卷的零散材料，只能一点点地重
新整理、补正。
难得的是，这里面居然有当年足足

十一页的手写法医检验札记。札记对尸
体检验情况进行了详细记载，留存了很
多珍贵的细节。比如，死者头部受伤昏迷
到死亡经历过一段时间；死者衣袋内的
物品凌乱并有被踩痕迹，多数像是随意
捡拾的；尸体上头发间有干草，推断杀人
现场在草垛或长草的地方……这些鲜活
的描述让吕强觉得案子好像就发生在眼
前。证据的稀缺，需要这样的原始资料上
升为证据，可是，这些珍贵的札记上没有
记录人的签名。要让当年的札记符合证
据要求，就要找到当年的经办人补正。
吕强根据当时一份手写的《法医鉴

定》草稿记载，推断出这些札记的记录人
应该就是青岛公安局的法医孙继庆同
志。由于孙继庆已经退休，吕强经过一番
周折终于见到了他。这名老法医在看了
已经发黄的札记后，很肯定地说这就是
他当年记载的，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他
对这个案件还是有很深的印象，随即对
这些札记出具了说明，使这些原始材料
具备了法律要求的形式要件。
1989年案发地点在棘洪滩村，斗转

星移间，这个村已经从原来的崂山县划
归了城阳区。经过联系，当年案发地的村
民一致反映案件当时严重影响当地治

安，希望有关部门依法处理。而被害人的
儿子更是控诉嫌疑人给自己的人生带来
巨大不幸，童年的阴霾始终笼罩着他，迫
切要求严惩凶手。
经过一番认真的准备，案件最终被层

报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引起了最高人民
检察院的高度重视，在提出一些证据方面
的补充要求后，核准案件进行追诉。

尘埃落定，罪犯伏法

原来，1989年10月7日17时许，被
告人刘遵松在山东省青岛市原崂山棘洪
滩村遇到途经此处的被害人，强行与被
害人发生性关系，并将其杀害。
刘遵松怕罪行败露，就骑着自行车

拖着装尸体的麻袋准备抛尸，到了第二
天凌晨2点时，刘遵松骑行到了胶州市
境内，巡逻的民警发现其形迹可疑正要
上前盘查，心生恐惧的刘遵松当即弃车
逃跑，并爬上了途经胶州的火车逃至陕
西省西安市，蛰伏20余年。20年后，刘遵
松又被发现了新的暴力犯罪证据，直到
2013年被西安警方抓获，才终止了他犯
罪的脚步。
青岛中院审理后一审判决被告人刘

遵松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犯强奸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该案的死刑判
决。2018年7月，刘遵松被执行死刑。

抢劫强奸犯被抓
梦话牵出20多年前命案
在青岛作案后逃到西安蛰伏20多年，再次作案终落网

时光如水，刘刚守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就这样
相安无事地过了20多年。他和妻子生了两个女
儿，妻子在2012年左右因病去世后，他独自操持
家务，供孩子读书，大女儿大学即将毕业还保送了
研究生。如果不是刘刚再次作案被发现，可能他的
所有罪恶就将被掩埋……

2009年，西安。对受害人小
芳的作案现场。

2013年，西安。对受害人琳琳的作案现场。
1989年，青岛。一句梦话揭开抢劫

强奸杀人案，字幕即为梦话内容。

家中搜出26个女包，23个来源尚不明。（均为央视截图）

犯罪嫌疑人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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