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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里市的下司古镇， 有一条叫

“清水江” 的长江支流，常年奔流不

息。 2017 年，当地村民惊异地发现，

清水江里突然没水了，岸边还出现了

许多陌生的面孔。

人们不知道，这竟与 19 年前的一

桩大案密切相关。

时间倒回到 1998 年 10 月 17 日

深夜，凯里市大十字派出所一名姓安

的副所长在回家途中，被人残忍杀害

在住所的楼梯转弯平台处，头部和身

体遭受重创。

忆起案发当天的情况，已经从警

30多年的靳明海，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那个地方有一个大会场，

安所长穿着警服平躺在楼道上，头被

打破，现场惨不忍睹。 ” 凯里市公安

局强制戒毒所副所长靳明海回忆。

凯里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

顾先文说，当时判断伤情应该是两种

凶器所致，一个是锤子，一个是刀伤。

眼见白天还有过交流的同事，突

然就倒在血泊中，这让办案民警们心

中有了不小的震动。

靳明海说，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复

杂的公共场所，警察被杀，在整个凯里

市都炒得沸沸扬扬，闹得人心不稳。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现场民警发

现，安所长的配枪，不见了!大家的第

一反应就是赶快找枪。首先看是不是

在房间里，结果没有找到。

警方推断，安所长的配枪极有可

能是被杀害他的人抢走了，而枪支流

到社会上去，特别是到了如此穷凶极

恶的人的手中，这对当地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于是，警方调派了大量警力对这

一案件进行侦破。

凯里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

顾先文回忆，当年为侦破这个案件，警

方从所长的社会关系和他的工作情况

各方面都进行了排查，均没有得到好

的线索。 而案发现场除了嫌疑人留下

的一些足迹外，也没有更多有价值的

线索。不过，很多专家从凶徒干净利落

作案的手段分析，凶手应该很专业。

同事遇害，配枪被抢，这对办案

民警来说，恐怕是想都没有想到过的

事。正当警方竭力寻找犯罪嫌疑人和

被抢走的枪支时，民警们心中最不想

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

当年 12 月 1 号，“418” 医院家

属楼的一家三口及隔壁邻居的一个

妇女被杀害。

案发现场在一座五层居民楼顶

楼的一户人家当中。 被害的 4 人，是

时任中国银行凯里分行行长乐某和

妻子房某、14 岁的女儿乐某以及他

们的一位邻居刘某。

“当时，中队一个刑警在门缝里

面发现了一个弹壳，这是六四式子弹

的弹壳，他就跟我说‘靳哥，这案件

大了’ 。 ” 顾先文回忆。

经过现场勘查， 警方发现，4 人

当中的 2 人是中枪身亡，另外 2 人的

致命伤是刀伤。

警方对案发现场提取的弹壳进

行了技术鉴定，枪支的来源印证了办

案人员此前不安的预料。

“通过对两枚弹壳鉴定，我们发

现这就是安副所长所持枪支发射出

来的子弹。 ” 顾先文说。

警方对“10.17” 案发现场留有

的血脚印与“12.1” 案留有的脚印以

及刀伤进行技术比对后发现，两起案

件现场提取到的足迹、被害人身上的

刀伤均十分吻合。

根据这些证据， 警方正式将两起

案件串并。 因案情重大，影响广泛，这

两起案件被警方称为凯里“两案” 。

44 天连发两起凶案， 贵州省几

级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抽调精兵强将

对案件进行重点突破。

在案发现场，警方发现，一个液

化气钢瓶的阀门处于打开状态，软管

被切断。显然是嫌疑人曾经试图制造

火灾以掩盖犯罪真相。

同时， 案发现场被大面积翻动。

警方怀疑，嫌疑人作案的过程中戴了

手套，作案后又对重点痕迹进行了清

理，现场遗留的痕迹物证非常有限。

经过现场勘查，刑事技术人员在

受害行长的卧室大衣柜边，发现一个

放衣帽的衣架，民警在上面发现了几

枚新鲜的指纹。专家将指纹与行长一

家三口以及遇害的隔壁邻居的指纹

作了比对后分析，这枚指纹极有可能

是嫌疑人留下的。

这几枚指纹随后被作为最重要

的线索， 成为警方最为重视的突破

口。 然而，20 年前，因计算机系统并

未普及，指纹的比对工作只能由技术

人员人工进行。全国联网的指纹库也

没有建立， 要想对比外地的指纹库，

只能出差到当地进行比对。

据悉，为了证明指纹，专案组几

乎跑遍了大江南北， 就差西藏没去

了，全国所有的城市、所有的劳改劳

教场所都去了。 由于案件重大，承担

这一工作的已经不仅仅是专案组成

员，所有的民警只要外出，基本上都

带着一个协查通报，比对指纹几乎成

了当地每一位民警的任务。

除了针对指纹的重点调查， 针对

“两案”其他线索的突破也从未停止。

案发之初， 警方就成立了专案

组， 先后选派 500 余名干警参与侦

破，调查相关人员 1 万余人，形成卷

宗 78卷。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起

案件的专案组一设就是 18 年。 当时

的案发现场也因此保留了 18年。

“这个‘两案’ 不破，对我们，对

凯里市公安的每一个民警，包括我们

黔东南州的每一位民警来说，都像一

块压在头上的巨石。 我们常说，你工

作干得再好，这个‘两案’ 破不了，人

民群众他是有看法的。 所以，这么多

年来我们都没放弃，这也是一个人民

警察的职责所在。 ”凯里市公安局局

长傅东说。

18 年间， 办案民警换了一茬又

一茬，每一任办案民警都没忘对该案

件的侦破，不放过每一条可能发现嫌

疑人的微小线索。该案件还曾经由公

安部督办，协助案件侦破，直到 2016

年，案件终于迎来了重大转机。

2016 年 3 月， 公安部在全国范

围内组织开展疑难命案积案攻坚行

动，凯里“两案” 被列为重点侦破的

九起案件之一。

就该案件，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

刘忠义说，这个案件影响大，性质恶

劣，杀警察抢枪，银行行长一家几口

被杀，各种猜测也纷纷而来，有的说

是个人原因， 这个警察如何如何了，

这个行长如何如何了，给被害人的家

属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经仔细研究，

我们感觉到这个案件跟这两个人没

什么关系，犯罪分子的目的就是先抢

枪，抢枪的目的就是要侵财。

“如果跟个人有矛盾，如果要杀

这个行长，在门口，在其他隐蔽地方，

犯罪分子很容易动手找到他，不用枪

就能杀了他，干什么非得进屋呢，冒这

么大风险，还大中午的。这都不合常理

的，这反映出的真实情况，犯罪嫌疑人

缺钱，急需要用钱。 ”刘忠义说。

2016 年 6 月 23 日，公安部派出

阵容强大的专家工作组， 将尘封了

18 年的命案现场再次打开， 对现场

重新组织勘查， 对证据重新进行梳

理，找到了一些痕迹和物证，但经过

一个多月的排查，又全否定了。 一切

又都回到原点。一如十几年来警方一

次次满怀希望有所突破，一次次希望

破灭，从头再来。

于是，警方再次将主要精力再次

放在指纹的调查比对上。经过大量工

作，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了专案

组成员耳中。

凯里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

顾先文说，2016 年 11 月 8 号， 台江

县公安局采集了一个押在看守所的

嫌疑人的指纹，经过录入后，贵阳市

公安局的一个技术人员初步比对，发

现有相似的情况。

由于案情重大，专案组对这个结

果也是慎之又慎，先期对指纹比中的

情况进行了细致核查，决定先把这个

人的外围情况摸清楚。

当时这个工作仍是秘密行动。重

案组的领导非常谨慎， 非常小心，只

安排极少数的侦查员知道这个情况。

经过近一个月的比对确认、多方排

查，警方认定，指纹的主人黄某，就是

18年前参与“两案”的犯罪嫌疑人！

警方调查发现，18 年前，“两

案” 案发时，黄某是在社会上做生意

的，那段时间亏了很多，在外面也欠

了很多钱。

在查实外围信息后，警方向黄某摊

牌，对黄某当年作案的情况进行调查。

经过审讯，黄某对自己当年为了

抢劫手枪和钱财残忍杀害几名被害

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同时交代出

了与他一同作案的潘某。

而案件正式侦破的时间，与历史

有着惊人的巧合：1998 年 12 月 1

号，行长一家三口遇害，18 年后的同

一天，这个案件破了。

“背了 18 年的黑锅，终于把它

放下了。 ” 顾先文说。

苦苦追寻了 18 年， 终于成功抓

获犯罪嫌疑人，但对警方来说，工作

却远远没有结束。

尽管两名嫌疑人对自己 18 年前

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指纹并不足

以直接证明两人的确实施了作案。真

正要把这个案件办成铁案，关键的证

据就是要找到当年把这两个案件串

在一起的一个证据———那把枪。

那么，当年那把涉案枪支究竟到

哪里去了呢？

据黄某交代，作案之后，他还把

枪背在身上有两三年的时间，后来他

上班时，就把枪丢到当时从开发区到

下司清水江那条河里去了。

黄某指认的只是大致抛枪地点。

由于景区开发，当年的河道及两岸早

已经过大规模的改造。 10 多年过去

了， 枪究竟是不是还留在河道里，谁

都不敢确定。然而，这把枪，作为定案

的关键证据，办案人员不愿放弃。

凯里市公安局局长傅东说，面对

刑事案件，只要有希望，作为办案机

关、公安机关、侦查机关，都会想方设

法地获取最多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

据链条，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为找到涉案枪支，警方作出了一

个大胆的决定：下河捞枪。

通过与水利专家交流论证，警方

对上游水坝进行拦水， 把河道放干。

水排干后，警方调集很多特巡警以及

打捞专业人员去淤泥中打捞。经过不

间断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把手

枪终于出现在民警的眼前，而不远处

还有几十发子弹。这对所有办案人员

来说，是个极大的惊喜。

经技术部门处理，枪外面的锈被

去掉，枪号显现出来。经对比，这把枪

的枪号与副所长被抢的那把枪的枪

号完全吻合。

至此， 警方终于可以将 18 年来

辛苦收集到的大量证据装订成卷，移

交给了检察院。

今年 2 月 11 日， 黔东南州中级

人民法院对该案公开开庭审理，并将

择期宣判。 ■据央视法治在线

揭秘凯里“两案”侦破始末

派出所副所长被杀，枪被抢走。 紧接着，银行行长一家三口及一名邻居遇害，现场发现弹壳……

19年前，凯里发生的两起凶案，曾一度引来各种猜测。

为侦破该案，贵州警方抽调精兵强将成立专案组，先后选派 500余名干警参与侦破，调查相关人员 1万余人，形成卷宗 78卷。 10 余年时间，虽然办案民警换了一茬

又一茬，但每一任办案民警都没忘记对该案件的侦破，不放过每一条可能发现嫌疑人的微小线索。 2016年，这起公安部督办的案件终于告破。

今年 2月 11日，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公开开庭审理，并将择期宣判。

昨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法治在线》对“两案”的侦破始末进行揭秘，让当年轰动贵州乃至全国的命案再度浮出水面。

副所长遇害枪被劫

行长一家遭遇灭门

跑遍全国比对指纹

五百警力参与侦破

18年后命案告破

凯里两案迎来公审

编

者

按

派出所副所长、银行行长接连遇害，警方缉凶 18 年……

指纹比对，锁定黄某

现场提取的弹壳

行长遇害案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