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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位教书育人的小学语文教师，变成
身负七条人命潜逃20年的女逃犯劳荣枝，11
月28日落网时，她竟对镜头“妩媚”一笑。

劳荣枝，很多人都没听过这个名字，但是
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她的名字堪称家喻户
晓。

1999年7月23日，合肥发生了一起震惊
全国的持枪绑架人质案。这名绑匪名叫法子
英。1996年起，法子英伙同女友劳荣枝（女，
1974年生）在南昌、广州、温州、南宁、合肥等
实施犯罪，劳荣枝使用色相勾引看上去家庭
殷实的男子，将其骗至出租屋后，采用持枪、
持刀绑架勒索、抢劫等手段劫财，前后残忍杀
害了7人。

1999 年 12 月 28 日，法子英被执行枪
决。而劳荣枝逃亡了 20 年，此前一直未抓
获。

法子英临刑前曾交代新案
其辩护人称劳荣枝落网或发现新悬案其辩护人称劳荣枝落网或发现新悬案

当年曾担任法子英辩护人的北京中银
（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俞晞告诉记者，在死
刑复核期间，法子英曾主动要求会见，得知劳
荣枝逃脱的消息后，他露出了“发自内心的微
笑”。

案卷资料显示，劳荣枝跟随法子英亡命
天涯的轨迹遍布南昌、温州、黄岩（今台州）、
南京、广州、澳门、北京、杭州、合肥等地，他们
在每一处的停留都只有十来天。仅以合肥案
为例，二人1999 年6 月21 日抵达，短短一个
月后便再次作案，而在温州案中，据法子英的
口供，从抵达到劫杀逃走，“总共十来天。”

作案得手后，法子英一般会将之前的手
表金饰等找典当行卖掉，换来的钱用于二人
消费和挥霍。曾有媒体报道，法子英自称在
当时每月花销就在万金之数。记者查阅案卷
后发现，法子英被捕后，警方曾对收缴来的赃
物进行估价，估价清单就足足写了6页，物品
涵盖钻戒、金银首饰、名牌西服、名牌手表等
五十余件。

1999年11月18日，合肥中院当庭宣判，
法子英犯绑架罪，判处死刑；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决定执行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财产，并处
罚金2万元。12月28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
准，法子英在肥西被公开处决。

临刑前，俞晞曾和法子英有过一下午的
长谈。俞晞称，在这次最后的会面中，法子英
还交代了其犯下的其他案件，“当时记笔录的
手都酸了”。俞晞表示，笔录提交法院后，因
为证据链不完整，即仅有法子英一人供述，且
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手段等种种原因，最终判
决未予以认定，“劳荣枝落网后，也许会有新
的悬案被发现”。

这意味着，殒逝在劳法二人手中的生命
可能不止7条。

劳荣枝现男友：
在酒吧相识在酒吧相识，“，“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

12月2日下午，记者联系上劳荣枝被捕
时手表店老板刘轩（化名）。刘轩表示，与劳
荣枝是在思明区真爱唱吧（酒吧）认识，“和她
是男女朋友关系，（让其照看手表店）没有签
合同，没有雇佣关系。”

当天上午，记者再次探访东百蔡塘广场
时注意到，手表柜台暂时处于无人看管的状
态。刘轩则表示“店铺还在正常运行中”。谈

到劳荣枝的案件，刘轩表示“不关我的事”，
之后挂掉了电话。

中小学成绩不错
毕业后当了小学语文教师毕业后当了小学语文教师

劳荣枝被抓的消息传出后，在江西九江
市，许多其当年的同学、同事均为之震惊。

12月1日在当地采访获知，劳荣枝出身
于石油工人家庭，1992年毕业于九江师范学
校幼师专业，此后分配到九江石油分公司子
弟学校上班，成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可任
教大约一年后，她就离开学校另谋出路。

“我觉得，她给我们教师脸上抹黑。”12
月1日，劳荣枝当年参加工作时的同事、退休
教师李明（化名）对记者说。

工人家庭出身
毕业于师范学校幼师专业毕业于师范学校幼师专业

位于长江边的九江市滨江东路，中石化
九江油库对面有一片职工住宅区。1974 年
出生的劳荣枝，在这一带生活了20余年。12
月1日，与劳荣枝家同住一个片区的居民张
慧（化）告诉记者，劳荣枝的父亲是中石化九
江石油分公司的职工，湖北黄冈人，多年前已
去世；母亲当年是公司里的“家属工”，如今
70多岁。劳荣枝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其中三
人在当地油库、炼油厂等石化系统上班。

“她父母带大5个孩子不容易，那些年生
活上有些困难。”张慧说，在小学和初中，劳荣
枝的学习成绩都不错。1989年，她考入九江
师范学校，成为幼师专业的一名中专生。在
比她低一届的学妹陈艳（化名）印象里，劳荣
枝长相漂亮，身高一米六多。“在学校的时候，
她应该没有谈过恋爱。”陈艳说，九江师范学
校1989届幼师专业只有一个班，那时同学之
间的交往比较保守，她对劳荣枝的具体情况
了解不多，“她们班的同学好像都比较乖，因
为她们班主任是那时全校最严的班主任。”

在小学当老师教语文
一年后离开了学校一年后离开了学校

1992年从九江师范学校毕业后，劳荣枝
被分到了九江石油分公司子弟学校。

“她那时教小学的语文。”劳荣枝当年的
同事李明记得，那时学校大约有20名教师，
他和劳荣枝等人共用一个大办公室。在他印
象里，劳荣枝穿着较时尚；那时她工资不高，
每月300元左右。

据劳荣枝当年的学妹陈艳了解，劳荣枝
在九江石油分公司子弟学校只上班了一年左
右。“她教书的时间的确不长。”李明介绍，劳
荣枝当年应该是停薪留职，离开了学校，“她
可能觉得当老师工资太低了。”

12月1日，记者在中石化九江分公司的
职工住宅区，见到了劳荣枝的二哥。他正接
受几名便衣警察的询问调查。

劳荣枝的母亲租住在职工住宅区一层简
陋的红砖屋。据周边居民介绍，近年这位七
旬老人常到外面捡废品卖。11月29日，劳荣
枝被抓的事开始在小区里引发议论。没多
久，劳荣枝的母亲被子女接走了。

二人流窜多地绑架作案
杀人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杀人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离开学校一年左右，20岁的劳荣枝认识
了30岁的当地男子法子英。据法子英后来
向警方交代，大约1994年，他在其朋友的结
婚宴会上与劳荣枝相识，“当时她不知道我有
家庭了”。

李明透露，据他了解，当年劳荣枝的父母

反对她与法子英交往，但无济于事。1996
年，劳荣枝和法子英离开了九江。据法子英
交待，那一年他与人打了架，便带上劳荣枝到
外地逃避。

法子英、劳荣枝此后的经历充满了血
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法院的刑事判决书显
示，1996年7月至1999年7月，法子英伙同劳
荣枝，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在南昌、温州、合肥
等地作案，先后杀害7人。

枪战10分钟后法子英被擒
劳荣枝不知所踪劳荣枝不知所踪

1999年7月22日晚9时零5分，合肥女子
刘某突然接到丈夫殷建华的电话，他声音颤
抖地对妻子说，我被绑架了。歹徒索价30万
元，并且当着他的面杀死了一个人，因此他让
妻子干万别报案。

次日上午11点，留一撇十分显眼的小胡
子的绑匪如约来到刘某所住的安徽省安装设
备公司宿舍大院。在后来的描述中，刘某很
不解地对警察说，那个小胡子一看见她就伸
出手来，和她握了握手。这一细节令警察震
动，他们由此知道，这一次遇上了强手。

就在刘某在自己家中与绑匪讨价还价
时，接到报案的西市公安分局刑警已经来到
了30幢楼下。很快刘某借口出来借钱，摆脱
了绑匪的控制，和公安们站在一起。警察们
荷枪实弹，将这里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四楼
过道里，站满了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衣、持枪
瞄准的民警。上午11点钟，警方对室内施放
催泪瓦斯。2 分钟后，绑匪实在憋不住了冲
出房门，倚着门框对民警连连开枪。激烈枪
战持续了近10分钟，枪声如爆竹一般炸响在
炎热的城市上空。当此紧急关头，三名警察
组成高、中、低立体交叉火力网，始终压住绑
匪，使他无法抬头。等他再次出现在房门口
对外开枪时果断开枪射击，击中了绑匪的右
大腿。看着四周一拥而上的持枪警察，绑匪
终于绝望地扔下了手中的枪。

然而绑匪始终谎言连篇，警方一时找不
到人质的下落。直到 7 月 27 日晚大约 8 点
钟，双岗虹桥小学恢复楼209室门内不断散
发出一阵阵强烈的恶臭，引起了周围住户的
警惕，于是向警方报案。打开门后，尸臭熏
天。朝南的主卧室里，放着一个高约0.5米、
长约1.5米的铁笼子，笼内一具仰卧的男尸，
双腿弯曲，双手紧绑，面目黝黑，白齿森森，已
经高度腐败。很快就弄清了这具男尸即是失
踪5天的殷建华。让警方大吃一惊的是，靠
北的小房间里有一个大冰柜，里面冷藏着一
具身份不明的男尸，已经冻结。

询问房主，得知房子是6月底租出去的，
租房的是一个中年男人，留一撇小胡子。与
他同来的是一个妆扮入时的年轻女郎，二人
自称夫妻，浙江人。经辨认照片，租房的男人
正是被警方捕获的绑匪，那个女人则不知去
向。

用狗笼囚禁人质
当面残忍杀害无辜者当面残忍杀害无辜者

车到合肥已经接近凌晨2点，刑警大队
长王万成仍然不肯休息，连夜对绑匪进行审
讯。结果仅仅两个小时后，7 月 28 日凌晨 4
时30分，即撬开了绑匪的嘴巴。绑匪真实姓
名法子英，1964 年生，江西九江人。与他同
行的女郎真名劳荣枝，比他小10岁，也是九
江人。1981年，法子英因抢劫罪被判刑8年，
出来后在九江黑道上名声大燥。人送外号

“法老七”。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法子英认
识了劳荣枝。不久二人就浪迹天涯，开始了

他们的罪恶之旅。
1999年6月21日，法子英带着劳荣枝来

到合肥，分别以叶伟明、沈林秋的假身份证，
将双岗虹桥小学恢复楼吴家的出租房租下，
随后一同到白水坝附近的一家焊接铺，焊了
一个铁笼子，准备用它来囚禁人质。随后，颇
有几分姿色的劳荣枝即来到三九天都大厦的
歌舞厅坐台，以物色绑架对象。殷建华就是
这时出现的。

出现在歌舞厅的殷建华是出手阔绰的样
子，自称是某公司大老板。7月22日上午10
时20分，劳荣枝打殷建华的传呼，约他到双
岗自己的出租房去玩，殷建华兴冲冲赶到，一
进门，就被法子英用刀抵住了脖子。接着，又
被劳用铁丝捆住双手，塞进大铁笼子里。殷
建华知道自己被绑架了，问：你们要多少钱？
30 万你们把我放了。法子英说你说过的话
要兑现，否则我就把你杀了。

殷建华不相信。但法子英什么也没说，
带上劳荣枝就走了。不一会儿，两人弄回一
台旧冰柜。殷建华不知他们弄一台旧冰柜干
什么，法子英安置好冰柜，又出去一趟，回来
后，带进一个手拿木工工具的人。这是法子
英在六安路口谎称自己要修门窗，随意找的
一个小木匠。那小木匠一进门，就看见了锁
在铁笼子里的殷建华，慌忙夺路而逃，却在阳
台上被心毒手狠的法子英一刀刺倒，紧接着
又是一刀砍在脖子上，几乎把头砍掉下来。
然后，法子英和劳荣枝两人抬着，将尸体塞进
刚买来不久的旧冰柜。这一切都是当着殷建
华的面做的，其目的就是让殷看看他们的胆
量。铁笼中的殷建华，目睹这一幕，早已吓瘫
了，连说：我给你30万。

杀害人质后到其家中
杀死其妻和三岁女儿杀死其妻和三岁女儿

就在法子英开口的当天上午，安徽省厅
刑警总队即向江西警方发出紧急协查通报，
很快就接到那边从公安信息网上发过来的传
真，法子英和劳荣枝同属江西公安通缉的要
犯。

1996年7月29日，在南昌某歌舞厅坐台
的劳荣枝将一个有钱的男人勾到临时租住的
出租屋，采用的是与殷建华一案相同的手
法。法子英拿出刀来，逼迫这个叫熊启义的
男人给家里打电话。但熊启义在抓起电话的
一瞬间企图报案，被法子英一刀杀死。两人
搜出死者身上的钥匙，再把他肢解开来，一半
留在出租屋，一半装进一个黑色的大旅行
袋。然后，法子英拎着这个旅行袋来到死者
的楼下，神色自如地向人打听熊启义住在几
楼。法子英站在601室门外，掏出钥匙，从容
打开房门。这是晚上8点多，熊启义的妻子
和三岁的女儿都在家。法子英进去后，将旅
行袋倒提起来，把碎尸块抖在熊妻的面前，让
她拿钱。女人当时就吓傻了，将家里的20多
万现金全都拿出来。孩子吓得直哭，法子英
就先杀死母亲，再杀死小孩，然后将劳力士
表、手机等洗劫一空。

在南昌警方带过来的录像带上，看到女
主人双手、双脚被绑趴在床上。孩子被残忍
地浸在浴池中，身上仅穿一件小布兜。地上
一片狼藉，鲜血横流。案发后，南昌警方投入
了大量的警力，走访了全市的坐台小姐，仅获
得了劳荣枝使用的名叫“陈佳”的假身份证。
警方多次去四川寻找陈佳，顺藤摸瓜，终于在
深圳的边防证登记处，查实陈佳即是劳荣
枝。

据《成都商报》

还原劳荣枝20年逃亡冷血经历

新华社厦门12月3日电（记者颜之宏
王成）12月3日下午，厦门警方在其官方微
博上公布劳某枝案件的最新进展。11月27
日下午，厦门市思明公安分局刑侦大队通
过大数据信息研判发现，一名疑似命案逃
犯劳某枝的女子出现在厦门某商场一带。
思明公安分局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刑侦大
队、滨海派出所等精干警力兵分两路开展
工作：一路研判组深入追查该可疑女子信
息，进一步查清身份；另一路抓捕组前往厦
门该商场一带实地开展搜索布控，进一步

摸清位置。经过通宵达旦的紧张工作，民
警抽丝剥茧、循线追踪，初步确定该可疑人
员系逃犯劳某枝，并准确掌握其活动轨
迹。11月28日11时许，经精准研判、蹲点
伏击，民警成功在厦门某商场将劳某枝抓
获归案。

劳某枝到案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思
明公安分局立即组织专门力量对其进行审
讯攻坚。劳某枝拒不承认其真实身份，自
称是南京籍“洪某娇”。民警第一时间提取
其生物检材信息进行DNA比对鉴定，快速

确认该女子即为命案逃犯劳某枝。
经初步调查，1996年，劳某枝伙同法子

英在江西南昌杀害一家三口后，流窜多地
作案。1999年，法子英在安徽合肥落网，劳
某枝遂隐姓埋名、使用多个虚假名字在全
国多地潜逃，流窜于不同城市，靠在酒吧、
KTV等场所打零工、短工为生。潜逃厦门
期间，劳某枝曾到其朋友位于厦门某商场
的手表专柜帮忙照看生意，后在该处被厦
门警方抓获。目前，未发现劳某枝潜逃厦
门期间作案。

厦门警方公布劳某枝案件最新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