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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山废屋
被焚女尸
本报记者 赵磊

荒荒山山上上的的被被焚焚女女尸尸

11 月月 1199 日日，，腊腊月月二二十十六六，，青青
州州市市王王坟坟镇镇某某村村的的村村民民老老李李路路
过过后后山山时时，，发发现现一一个个荒荒废废的的被被
烧烧毁毁的的小小屋屋。。他他想想起起半半个个月月前前
那那场场莫莫名名其其妙妙的的火火灾灾。。半半个个月月
前前的的中中午午，，荒荒山山小小屋屋突突然然燃燃起起
熊熊熊熊大大火火。。由由于于冬冬季季气气候候干干燥燥，，
加加上上小小屋屋周周遭遭干干柴柴败败草草较较多多，，
火火势势迅迅速速蔓蔓延延。。火火焰焰和和浓浓烟烟惊惊
动动了了这这个个人人烟烟稀稀少少村村落落的的村村
民民。。

虽虽然然人人数数不不多多，，但但经经过过老老
百百姓姓及及时时扑扑救救，，火火灾灾被被扑扑灭灭。。这这
场场火火发发生生的的虽虽然然怪怪异异，，但但并并没没
有有引引起起当当地地群群众众的的进进一一步步追追
究究，，草草草草扑扑灭灭后后就就离离开开了了，，现现场场
只只剩剩下下坍坍塌塌的的房房屋屋。。

老老李李有有些些好好奇奇地地进进去去查查
看看，，却却在在小小屋屋中中意意外外发发现现里里面面
有有一一具具已已被被焚焚烧烧的的尸尸体体。。荒荒山山
焚焚尸尸！！老老李李被被眼眼前前的的景景象象吓吓呆呆
了了，，胃胃里里翻翻江江倒倒海海，，过过了了好好一一会会
儿儿才才平平复复下下来来。。随随即即，，他他想想到到了了
报报案案。。

接接警警后后，，青青州州市市公公安安局局副副
局局长长兼兼刑刑警警大大队队大大队队长长张张庆庆涛涛
立立刻刻组组织织人人员员带带队队火火速速赶赶赴赴现现
场场，，并并责责成成副副大大队队长长钱钱锋锋主主抓抓
此此案案。。荒荒废废小小屋屋已已经经坍坍塌塌，，破破败败
不不堪堪，，小小屋屋周周围围包包括括草草丛丛、、地地面面
燃燃烧烧痕痕迹迹严严重重，，被被焚焚烧烧尸尸体体损损
毁毁相相当当严严重重，，多多处处断断裂裂、、烧烧透透，，
全全身身黑黑焦焦，，面面目目全全非非。。看看到到焚焚
尸尸，，办办案案民民警警也也惊惊呆呆了了，，““这这是是
多多么么残残忍忍的的犯犯罪罪手手段段””。。经经过过初初
步步鉴鉴定定，，尸尸体体系系女女性性。。

在在对对现现场场进进行行了了全全方方位位勘勘
验验后后，，没没有有得得到到令令人人振振奋奋的的线线
索索，，一一切切仍仍旧旧都都毫毫无无头头绪绪，，皆皆为为
谜谜。。唯唯一一可可以以从从村村民民处处了了解解到到
的的是是，，这这间间残残屋屋是是在在 11 月月 66 日日
((腊腊月月十十三三))失失火火的的，，当当时时发发现现火火
灾灾和和现现场场参参与与救救火火的的村村民民都都称称
没没有有发发现现任任何何可可疑疑的的人人员员和和车车
辆辆，，也也并并没没有有发发现现有有此此具具尸尸体体。。
发发案案时时间间为为 11 月月 66 日日，，发发现现尸尸
体体时时间间为为11月月1199日日。。

案案发发现现场场地地处处荒荒郊郊野野岭岭，，
周周围围荒荒芜芜人人烟烟，，既既无无目目击击者者，，也也
无无监监控控录录像像可可寻寻，，受受害害人人面面目目
全全非非，，无无法法辨辨认认。。案案发发时时间间和和发发
现现受受害害人人尸尸体体之之间间相相差差半半月月之之
久久，，现现场场的的一一切切踪踪迹迹证证据据都都被被
一一场场大大火火所所毁毁灭灭、、吞吞噬噬。。办办案案民民
警警开开始始寻寻找找迷迷雾雾背背后后的的真真相相。。

女女尸尸的的身身份份之之谜谜

魔魔术术师师刘刘谦谦曾曾说说，，在在魔魔术术
的的世世界界里里，，最最好好的的魔魔术术往往往往也也
是是最最单单纯纯的的魔魔术术。。在在犯犯罪罪案案件件
的的世世界界里里，，也也许许看看似似最最复复杂杂，，最最
疑疑难难的的案案件件也也往往往往是是最最简简单单、、
直直接接、、最最单单纯纯的的案案件件。。

刑刑警警大大队队副副大大队队长长钱钱锋锋隐隐
隐隐有有了了某某种种预预感感，，也也许许他他们们想想
的的太太复复杂杂了了，，杀杀人人案案件件的的背背后后
往往往往拥拥有有让让你你意意想想不不到到的的结结
果果。。他他果果断断指指出出，，既既然然除除了了尸尸体体
外外没没有有别别的的线线索索，，那那就就以以案案找找
人人，，就就从从这这具具无无名名尸尸体体出出发发，，非非
要要挖挖出出个个线线索索不不可可。。

春春节节的的钟钟声声已已经经敲敲响响，，案案
件件调调查查的的难难度度比比民民警警预预想想的的还还
要要大大。。刑刑警警大大队队专专案案组组民民警警开开
始始向向周周边边各各县县市市区区局局发发出出联联
络络，，在在失失踪踪人人口口信信息息上上下下功功
夫夫，，仔仔细细调调查查 11 月月 66 日日之之前前失失
踪踪的的女女性性人人口口，，甚甚至至自自 22001111 年年
年年底底开开始始的的范范围围也也已已概概括括其其
中中。。同同时时，，派派出出专专人人在在王王坟坟镇镇
各各村村落落及及主主、、副副干干道道和和周周边边展展
开开排排查查走走访访，，结结果果都都不不尽尽如如人人
意意。。虽虽然然偶偶有有几几个个信信息息看看似似十十
分分接接近近，，但但最最后后都都走走进进““死死胡胡
同同””。。

然然而而，，事事情情终终于于在在春春节节之之
后后有有了了转转机机。。11 月月 3300 日日，，正正月月初初
八八，，民民警警在在青青州州市市东东夏夏镇镇找找到到
一一个个失失踪踪人人口口报报案案线线索索，，失失踪踪
人人口口史史女女士士今今年年 3333 岁岁，，她她恰恰恰恰
是是从从 11 月月 66 日日上上午午之之后后就就跟跟家家
人人失失去去联联络络。。11 月月 66 日日失失踪踪，，时时
间间吻吻合合！！但但当当得得知知失失踪踪的的史史女女
士士可可能能已已经经死死亡亡，，报报案案家家属属不不
愿愿面面对对这这个个现现实实，，加加之之尸尸首首已已
经经难难以以辨辨认认，，因因此此也也仍仍不不能能完完
全全确确定定尸尸体体的的身身份份。。

经经过过史史女女士士的的丈丈夫夫辨辨认认，，
现现场场遗遗留留的的黑黑色色风风衣衣与与妻妻子子失失
踪踪当当天天所所穿穿的的衣衣服服极极为为相相似似。。
时时间间和和风风衣衣的的吻吻合合根根据据经经验验来来

说说，，已已经经八八九九不不离离十十。。为为了了做做到到
完完全全确确定定，，专专案案组组决决定定使使用用
DDNNAA 进进行行医医学学鉴鉴定定。。22 月月 44 日日，，
青青州州市市公公安安局局将将抽抽取取的的比比对对
DDNNAA 样样本本送送往往潍潍坊坊市市公公安安局局
进进行行鉴鉴定定，，结结果果确确定定死死者者为为史史
女女士士。。

疑疑惑惑的的两两个个小小时时

大大规规模模的的秘秘密密排排查查展展开开
了了。。办办案案民民警警兵兵分分三三路路，，王王坟坟镇镇
深深山山焚焚烧烧现现场场的的调调查查继继续续进进
行行，，主主力力““部部队队””则则对对准准了了东东夏夏
镇镇死死者者史史女女士士工工作作、、生生活活的的周周
边边环环境境，，最最后后一一路路则则将将精精力力仍仍
旧旧放放在在了了这这具具黑黑色色的的尸尸体体上上。。

死死者者史史女女士士在在当当地地东东夏夏镇镇
某某厂厂工工作作。。通通过过监监控控录录像像显显示示，，
11 月月 66 日日上上午午 99 点点多多，，史史女女士士从从
厂厂门门口口出出发发，，然然后后便便没没了了踪踪迹迹，，
然然而而史史女女士士的的尸尸体体被被焚焚烧烧起起来来
是是在在上上午午接接近近 1122 点点左左右右。。

99 点点多多还还在在厂厂门门口口，，接接近近 1122

点点时时已已经经在在王王坟坟深深山山内内被被焚焚
烧烧，，从从东东夏夏镇镇穿穿过过市市区区再再至至王王
坟坟镇镇，，加加上上道道路路交交通通因因素素，，至至少少
需需要要 11 个个多多小小时时的的路路程程。。如如果果
加加上上到到深深山山小小屋屋，，再再被被焚焚烧烧，，从从
作作案案时时间间来来看看，，有有些些紧紧张张和和说说
不不通通。。加加之之村村民民发发现现火火灾灾赶赶赴赴
现现场场救救火火的的时时间间都都算算进进去去，，时时
间间的的推推理理界界定定令令人人迷迷惑惑。。

据据史史女女士士家家人人介介绍绍，，史史女女
士士那那段段时时间间眼眼睛睛不不是是很很舒舒服服，，11

月月 66 日日，，她她准准备备去去市市里里医医院院就就
诊诊，，按按照照以以往往习习惯惯，，由由于于东东夏夏镇镇
离离市市区区较较远远，，史史女女士士一一般般都都会会
乘乘坐坐公公共共汽汽车车。。仔仔细细计计算算公公共共
汽汽车车的的时时间间，，到到达达市市区区最最快快也也
需需要要 3300 多多分分钟钟。。若若乘乘坐坐公公共共汽汽
车车，，人人员员居居多多，，史史女女士士人人身身是是相相
对对安安全全的的，，但但若若达达到到市市区区内内医医
院院遭遭遇遇犯犯罪罪嫌嫌疑疑人人，，光光天天化化日日
之之下下，，可可能能性性又又不不是是很很大大。。

种种种种推推测测都都有有诸诸多多疑疑点点，，
这这让让办办案案组组再再次次陷陷入入推推理理僵僵
局局。。短短短短的的两两个个多多小小时时里里，，史史女女
士士到到底底经经历历了了什什么么？？民民警警开开始始
怀怀疑疑史史女女士士之之前前的的推推理理是是否否有有
所所疏疏漏漏。。

同同时时，，警警方方面面临临着着一一个个更更
加加重重要要的的问问题题：：案案发发的的第第一一现现
场场到到底底是是在在王王坟坟的的深深山山还还是是另另
有有他他处处？？或或者者进进一一步步说说，，史史女女士士
是是被被焚焚烧烧致致死死亦亦或或者者是是死死后后被被
焚焚？？

尸尸体体遗遗留留的的线线索索

警警方方将将目目光光再再次次对对准准了了那那
具具烧烧焦焦的的尸尸体体，，尸尸体体呈呈现现的的姿姿
势势为为面面部部向向上上，，身身体体相相对对平平整整，，
似似乎乎在在被被焚焚烧烧过过程程中中没没有有过过多多
的的挣挣扎扎和和动动作作。。

根根据据技技术术科科与与法法医医联联合合鉴鉴
定定，，经经过过解解剖剖，，死死者者的的气气管管内内并并
无无烟烟灰灰碳碳末末出出现现，，相相对对干干净净。。同同
时时，，死死者者的的舌舌骨骨和和甲甲状状软软骨骨组组
织织有有损损伤伤。。据据此此可可以以推推测测，，史史女女
士士可可能能是是在在死死后后被被焚焚烧烧，，而而死死
因因极极可可能能是是被被勒勒住住颈颈部部窒窒息息死死
亡亡。。

也也就就是是说说，，王王坟坟深深山山的的荒荒
废废小小屋屋有有可可能能并并不不是是第第一一案案发发
现现场场。。

民民警警开开始始将将重重点点放放在在那那 22

个个小小时时中中，，史史女女士士去去市市内内的的交交
通通工工具具和和与与什什么么人人接接触触过过。。““如如
果果大大胆胆设设想想，，她她没没有有乘乘坐坐公公共共
汽汽车车而而是是别别的的交交通通工工具具，，22 个个小小
时时的的白白日日杀杀人人罪罪案案便便变变的的相相对对
合合理理。。””在在一一步步步步的的推推理理和和验验证证
中中，，真真相相越越来来越越近近。。

因因为为死死者者史史女女士士本本身身去去市市
区区目目的的的的明明确确性性和和路路线线习习惯惯、、
交交通通工工具具的的局局限限性性，，加加之之作作案案
时时间间范范畴畴在在短短短短 22 个个小小时时等等等等
因因素素结结合合分分析析，，案案件件的的性性质质只只
有有 22 种种可可能能，，熟熟人人作作案案或或者者突突
发发犯犯罪罪。。

史史女女士士生生前前没没有有任任何何可可能能
遭遭遇遇犯犯罪罪的的预预兆兆，，在在社社会会也也没没
有有仇仇家家，，经经过过多多方方走走访访调调查查，，案案
发发时时间间段段内内的的可可疑疑人人员员都都没没有有
符符合合作作案案条条件件和和作作案案动动机机的的。。
专专案案组组在在经经过过仔仔细细摸摸排排监监控控录录
像像里里史史女女士士从从厂厂门门口口走走出出后后，，
可可能能行行走走的的路路线线或或者者公公交交车车站站
点点附附近近，，并并多多方方走走访访沿沿途途各各个个
店店铺铺和和住住户户，，终终于于得得到到了了一一个个

““火火星星””式式的的线线索索。。
一一名名目目击击者者称称，，11月月66日日上上

午午99点点半半左左右右，，见见过过一一个个类类似似史史
女女士士且且穿穿黑黑风风衣衣，，脖脖子子系系红红色色

丝丝巾巾的的女女性性在在公公交交车车站站附附近近上上
了了一一辆辆面面包包车车。。

录录像像中中的的男男子子身身影影

通通过过理理顺顺每每辆辆相相似似车车型型车车
辆辆的的轨轨迹迹，，一一辆辆号号牌牌为为鲁鲁 VVUUXX
****77 的的面面包包车车进进入入了了民民警警的的视视
野野。。艰艰难难辨辨认认像像素素里里的的前前排排驾驾
驶驶，，似似乎乎驾驾驶驶人人为为男男性性，，副副驾驾驶驶
为为女女性性。。这这辆辆车车的的行行进进轨轨迹迹在在
进进入入青青州州市市区区到到达达外外贸贸路路口口时时
出出现现了了一一段段时时间间的的停停留留，，随随即即
向向柳柳树树湾湾花花园园小小区区西西侧侧行行驶驶，，
接接着着便便进进入入西西侧侧某某居居民民区区内内消消
失失在在民民警警视视野野里里。。

大大约约十十几几分分钟钟后后，，即即上上午午
时时间间 1111 点点多多，，这这辆辆面面包包车车的的影影
像像再再次次出出现现。。并并径径直直往往南南王王坟坟
方方向向驶驶去去。。民民警警分分析析，，这这辆辆面面包包
车车存存在在重重大大嫌嫌疑疑，，极极可可能能就就是是

““ 11 .. 1199””杀杀人人焚焚尸尸案案的的犯犯罪罪嫌嫌疑疑
人人所所驾驾驶驶。。

针针对对嫌嫌疑疑车车辆辆，，民民警警展展开开
全全方方位位秘秘密密调调查查。。车车主主侯侯某某，，
男男，，4400 岁岁，，山山东东青青州州人人，，11999944 年年
因因盗盗窃窃罪罪被被判判处处 66 年年有有期期徒徒
刑刑。。经经过过走走访访了了解解，，侯侯某某最最近近行行
踪踪一一直直比比较较可可疑疑，，少少与与人人来来往往，，
生生活活轨轨迹迹也也发发生生了了很很多多变变化化。。
在在经经过过苦苦心心经经营营后后，，利利用用刑刑侦侦
技技术术手手段段和和多多方方线线索索终终于于锁锁定定
了了此此案案最最大大的的犯犯罪罪嫌嫌疑疑人人侯侯某某
的的行行踪踪。。

22 月月 1100 日日接接近近中中午午时时分分，，
专专案案组组接接到到线线索索，，犯犯罪罪嫌嫌疑疑人人
侯侯某某的的车车辆辆在在青青州州大大利利群群商商厦厦
南南侧侧老老工工会会院院内内出出现现。。经经过过精精
心心布布置置，，刑刑警警大大队队民民警警迅迅速速将将
从从老老工工会会院院内内车车辆辆行行驶驶出出来来可可
能能去去向向的的各各个个路路口口实实施施了了布布
控控，，并并派派出出几几名名经经验验丰丰富富的的侦侦
查查员员装装作作路路人人先先行行进进入入院院内内，，
靠靠近近车车辆辆，，予予以以确确认认。。

当当时时的的院院内内异异常常的的安安静静。。
面面包包车车就就静静静静停停放放在在那那里里。。当当
侦侦查查员员给给在在院院门门口口伏伏守守的的民民警警
肯肯定定暗暗号号后后，，抓抓捕捕组组的的刑刑警警队队
员员们们急急速速包包围围了了那那辆辆神神秘秘的的面面
包包车车。。车车门门被被一一下下打打开开，，当当看看到到
刑刑警警队队员员在在出出示示证证件件并并亮亮出出雪雪
亮亮的的手手铐铐的的一一瞬瞬间间，，坐坐在在车车内内
的的侯侯某某，，神神情情木木然然，，面面如如土土灰灰。。

经经过过严严格格审审讯讯，，侯侯某某对对自自
己己杀杀死死史史女女士士并并将将其其焚焚烧烧的的残残
忍忍罪罪行行供供认认不不讳讳。。

车车费费引引发发的的血血案案

原原来来，，今今年年 4400 岁岁的的侯侯某某已已
经经结结婚婚，，家家有有两两个个孩孩子子，，一一个个 66

岁岁，，一一个个 1122 岁岁，，以以驾驾驶驶黑黑出出租租
谋谋生生。。至至今今，，他他仍仍然然不不愿愿意意回回
忆忆起起案案发发当当天天的的事事情情。。

11 月月 66 日日上上午午，，侯侯某某驾驾驶驶
自自己己的的黑黑的的士士送送一一位位乘乘客客至至寿寿
光光后后返返回回青青州州，，在在经经过过东东夏夏镇镇
某某厂厂附附近近时时偶偶然然看看到到了了没没有有等等
到到公公车车的的史史女女士士，，于于是是便便提提出出
用用车车送送其其达达到到目目的的地地。。史史女女士士
当当时时说说要要去去市市内内某某商商场场找找朋朋
友友，，在在商商定定好好价价钱钱后后便便出出发发。。
当当到到达达老老火火车车站站西西路路口口时时，，侯侯
某某由由于于赶赶时时间间打打算算让让史史女女士士在在
此此提提前前下下车车，，史史女女士士不不愿愿，，随随
即即两两人人就就车车费费产产生生争争议议并并发发生生
争争吵吵。。

因因为为价价钱钱的的争争执执一一直直没没有有
结结果果，，在在争争执执期期间间，，侯侯某某将将车车
辆辆驾驾驶驶至至柳柳树树湾湾小小区区西西侧侧居居民民
区区某某巷巷子子内内提提出出想想与与史史女女士士发发
生生关关系系，，史史女女士士拒拒绝绝。。在在拉拉扯扯
过过程程中中，，史史女女士士大大声声叫叫喊喊并并扬扬
言言告告发发侯侯某某强强奸奸。。侯侯某某大大怒怒，，
情情绪绪激激动动之之下下顺顺手手用用史史女女士士脖脖
颈颈上上的的红红色色丝丝巾巾勒勒住住其其颈颈部部。。
由由于于巷巷子子内内有有路路人人经经过过，，慌慌乱乱
的的侯侯某某用用力力压压低低身身子子使使劲劲儿儿勒勒
紧紧丝丝巾巾，，没没过过一一会会儿儿就就将将史史女女
士士勒勒死死。。

发发现现史史女女士士没没有有了了生生气气，，
侯侯某某慌慌了了，，他他迅迅速速将将车车发发动动起起
来来，，一一路路往往南南开开。。车车子子不不自自觉觉
的的开开到到了了王王坟坟镇镇某某村村的的后后山山
处处，，他他将将尸尸体体搬搬运运到到山山上上，，发发
现现了了一一间间荒荒废废的的小小屋屋。。他他快快速速
弄弄了了大大量量麦麦秸秸将将史史女女士士盖盖起起
来来。。没没有有做做过过多多的的迟迟疑疑，，侯侯某某
用用打打火火机机点点燃燃了了小小屋屋。。

在在度度过过了了一一个个战战战战兢兢兢兢的的
春春节节后后，，侯侯某某最最终终还还是是没没有有逃逃
过过警警方方的的追追捕捕。。 33 月月 88 日日，，记记
者者从从警警方方获获悉悉，，目目前前犯犯罪罪嫌嫌疑疑
人人已已被被刑刑事事拘拘留留，，案案件件正正在在进进
一一步步审审理理中中。。

青州市王坟镇一座荒山上，

废弃的老屋莫名其妙着了火，附

近村民扑灭大火后并没有太在

意。然而，半个月后，一个村民在

路过被烧小屋时，却惊悚地发现

一具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女

尸。

青州市刑警大队面对毫无线

索的无头案，展开调查，通过蛛丝

马迹，剥茧抽丝最终找到真凶。3

月 8 日，记者获悉，嫌犯已经被刑

拘。然而，残忍发指的迷雾背后，

真相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

犯犯罪罪嫌嫌疑疑人人指指认认杀杀害害受受害害人人现现场场

发发生生罪罪恶恶刹刹那那的的车车后后座座

受受害害人人家家属属送送锦锦旗旗

荒荒山山的的小小屋屋

焚焚尸尸现现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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