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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前 有 人 说“full
moon”（满月），满月时分要
杀人。有时候月相的变化、地
球的转动、潮汐的变化，包括
遗传，都会影响犯罪的心理。

农业社会时是大家庭
制度，三代同堂，大家能相互
有个照顾，心理不平衡时会
得到家人的及时纠正。

我们所做的只能治
标，可以给被害人家庭一个
交代，给社会做到一种保护
作用。但要治本，就要从家
庭、从教育、从社会整体来
改变。

成都商报记者独家专访华人神探

李昌钰谈连环杀人案：
我们所做的只能治标

记者：为何现在杀人变态的这么多？
李昌钰：因为人类社会的变迁。农

业社会时是大家庭制度，三代同堂，大
家能相互有个照顾，心理不平衡时会
得到家人的及时纠正，单亲或者孤儿
等都是极少数现象。

工业和商业社会后，许多家庭中
父母都不在，儿女交给上一代人或其
他亲人带，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就出现
变化，这些变化有些会刺激他们上进，
有些则出现问题。

我小的时候常常被老师打，而现
在的老师们不敢体罚学生。家庭和社
会的价值观在改变，社会的压力有时
会导致人们怀恨在心，比如爱情被拒、
事业受挫等。现在到了电子社会，网上
负面的新闻，也有可能导致人们模仿，
尤其是不少网络游戏。

我过去常和妈妈开玩笑说，你以

往的教育方式放在美国现在就是虐待
儿童。被妈妈罚跪时，我经常一跪就
是几个小时。前五分钟还不服气，后
面跪到一个小时，就告诉妈妈说下次
不敢了。

记者：那您从警这么多年，有没有
收到过死亡威胁？

李昌钰：从警57年，准确来说我有
过8次和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第一次
抓人时，错抓到对方的刀，至今左手手
腕处还有伤痕，被缝了36针。后来追凶
犯时曾进入地雷阵，还有被枪打中，打
到胸口。但除此之外，我从来不生病，
连抓到的犯人都写信谢谢我，很少有
恐吓我的。

我们所做的只能治标，可以给被
害人家庭一个交代，给社会做到一种
保护作用。但要治本，就要从家庭、从
教育、从社会整体来改变。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昨天上午
9时许，江西省泰和县319国道，泰和赣江公
路大桥老桥在施工作业的时候发生坍塌，整
座桥梁断裂，部分桥体落入赣江。

据当地网友提供的现场视频来看，有一
辆红色的大卡车落入水中。据赶到现场的消
防官兵介绍，经过初步勘察，这座老桥是在
拆除过程中发生坍塌的，事故现场已经发现
有车辆被掩埋，包括两辆挖土机和一辆后八
轮，也就是俗称的三斗车，车上作业的工作
人员也一同掉入水中，目前消防已经出动了
35人进行救援，已经救出3名重伤人员。

发生坍塌的泰和大桥老桥于1991年建
成通车，2012年被鉴定为五类危桥，只能限
高2.8米，限载30吨以下的车辆通行。改造工
程采用的是在老桥下游先建一座桥梁，在中
桥建成之后，拆除老桥。

当地宣传部门介绍，发生事故的老桥就
是在拆除过程中发生的，目前距离事故现场
最近的新桥正在实施单幅通行。据介绍，具
体的人员伤亡情况还在核查之中，可能要在
稍后进行统计和公布。 据央广、新华社

拍卖公告温江区南江路 210 号附 301 号商业用房
受法院委托，本公司定于 2016年 9月 28日 10:30对以下标的按现状依法在成都市文武路 38号六楼

会议室四川省拍卖行业协会拍卖大厅采用现场及网络同步拍卖的方式进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标的物：位于温江区南江路 210 号附 301 号商业用房，建筑面积 1519.42m2。
参考价 :940 万元 保证金：100 万元。
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物现场展示。
竞买登记手续的办理：竞买人应于 2016年 9月 23日 16:00前(以到账为准)将保证金交至法院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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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竞买手续，否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此资产拍卖请详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
gov.cn）四川 -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报名地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 4段 27号 2号楼 1-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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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法院委托， 本公司定于 2016年 9月 30日上午 10：00 起对以下标的依法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
所以网络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拍卖。 现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

1、 四川省双流县东升街道长冶路二段 143号“华鑫家苑”7 栋 1 单元 3 楼 6 号住宅， 建筑面积
146.51m2。 参考价 45.13万元，保证金 4.6万元；

2、成都市武侯区簇桥下街 50 号 1 栋 1 单元 4层 5号住宅，建筑面积 79.28m2。 参考价 37.26 万
元，保证金 3.8万元。

二、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物现场展示。三、竞买登记手续的办理：竞买人应
于 2016年 9月 29 日 16:00 前（以到账为准）将保证金交至法院指定账户，并于同日 17:00 前凭有效
证件及保证金收据到成都市高新区天泰路 120 号交易所大厦 1 楼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竞买报名
手续。四、特别说明：本次拍卖是以标的物现状进行拍卖，买受人须自行办理标的物过户手续，并自行承
担缴纳买卖双方所有的过户税、费。 上述标的物所涉及的双方当事人、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其
他优先权利人等，请于拍卖日到场，逾时未到场者视为自动放弃享有的权利；优先购买权人请持相关证
明按上述要求办理竞买登记手续，逾期视为自动放弃享有的权利。详情可查“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www.rmfysszc.gov.cn.)、“www.swuee.com”及“www.gongxinpm.com”。 拍卖公司地址：成都市太升
北路 11号鹏宇大厦 A 座 6 楼 联系电话：028-86938801、18982295339、13882062994、13438247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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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85559418专修移空调87772265

搬家公司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玉龙87326666低价86259642优

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报废车回收
●高收报废车旧车13194984169

律师服务

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6938500

工商行业咨询
●61515001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启 事

酒楼·茶楼转让
●市中心宾馆转让13882145972

餐馆转让
●黄金口岸千平中餐营业中低租

金优价70万转让18780253136

店 铺
●温江大南街129号服装店优转，
黄女士：18628065572� � � � � �
●优质健身房转19万， 张教练：
13982038415

厂房租售
●龙潭经济城办公室322平厂房
1000平及宿舍出租84209166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郫县厂库房出租18080882350
●厂房租售，首付三成，可办双证，
购即分割028-84944666

招 商
●出让温江海峡科技园60亩工业
土地有国土证17381823792张

年近80的拼命三郎
每晚只睡4小时
从警57年的时间里，李昌钰如

今已参与处理过8000多起案件，获
得过800多项荣誉，他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在美国的鉴定中心担任主任
期间，一年最高时曾主持处理过近
千件案子。至今为止，他参与调查过
20多个国家的刑事案件。

虽然已经退休过多次，但李昌
钰每天的行程安排很满。这对一位
近80岁的老人来说，未免太过奔波
和忙碌。但他却自得其乐。他几乎
每天工作16个小时，每晚只睡4小
时。“我通常凌晨两三点才睡，昨晚
也是，只睡了4个小时。”他解释说，

“因为两三点时我美国的办公室那
边正在工作，我们目前正在破一件
冷案，因此他们要跟我联络。”

在被问及他是如何保持如此
旺盛的精力、永远都有工作激情
时，他笑着回答说，“每个人其实都
可以只保持4小时睡眠，睡眠讲究
质量，我上床不到2秒钟就睡着
了。”在闲暇时间里，他同样还会利
用碎片时间让大脑休息，“比如在
坐车时，我选择闭目，放空大脑。”

成都商报记者 王雅林 发自重庆

9月9日上午8时，在重庆市渝州路一宾馆内，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正伏在办公桌前，对着电脑
键盘敲个不停。这位老人，便是有着“当代福尔摩斯”、“华人神探”美誉的著名国际刑侦专家李昌钰
博士。忙于工作的他还没来得及吃早餐，夫人宋妙娟便按照多年来的生活习惯，早早为他泡上了一
杯乌龙茶，微笑放在桌前。

9日这一天，中华司法研究会2016年年会暨第二届中华司法研究高峰论坛在重庆召开。作为
受邀嘉宾，李昌钰在会上做专题演讲。而在其客房中，利用他上午9时参会前的一段时间，这位精力
充沛的老人甚至放弃了吃早餐的时间，接受了成都商报记者的专访。

建冷案中心
冷案越久越难破原因有很多
刑警调职退休都会影响进展

记者：类似白银案28年才破获，这类难案、积案在破获
时有哪些难点？

李昌钰：美国每年发生1.5万至1.8万刑事案件，破获率
为73%，未破获的接近30%，一年算下来有五六千件凶杀案
未破。其中性犯罪大概100多件，破案率只有50%多。没有破
的叫冷案，国内叫积案。冷案越久越难破，原因有很多，比
如原来调查的刑警被调职或退休，档案不齐，物证没有收
集好等一系列原因会影响破案进展。

近几年来，我们在美国成立了冷案中心。许多新的技
术也可应用在破案上，比如DNA技术；第二就是指纹，早
期模糊的指纹无法辨认的，如今可以用化学仪器或药剂提
取或显性；第三，以前模糊的痕迹证据，现在也可以用科技
方法使之显性；第四个新方法就是数据库，如今犯罪资料、
嫌疑人指纹等等资料都可以入库，建立档案。假如一个指
纹，当时只能找嫌疑犯比对，如果嫌犯不在附近或无法比
对，就没有办法。而现在即便他跑到上海，全国建档，也能
将其比对。

教别人破案
最近破了一件40年的案件
一看就发现现场是伪造的

记者：您现在还参与调查案件么？主要做些什么？
李昌钰：我除了在自己的冷案中心仍接受处理一些冷

案之外，现在做得更多的是教别人如何破案。主要有6个方
向。

首先是现场，原始记录完不完整，如若完整，则可以分
辨出这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是动态或静态现场，是
有计划或临时起意，是一人行凶还是几人行凶，嫌犯的形
象，身高、体重等。第二是物证，包括指纹、DNA、咬痕、脚
印、通讯等电子物证。第三是人证，包括目击证人和非目击
证人，比如有没有摄像头拍下记录。第四是资料库，第五是
公众信息，有些冷案过了很久之后，警方会提醒社会大众
的注意，比如十年前有人说他（嫌犯）穿了一间什么颜色的
衣服、系了什么领带、或者手上拿了什么东西，或者受害者
家中丢了某样东西，当时没有引起注意，这些都需要社会
大众提供信息。最后为情报，情报有不同的来源，现在有了
网名。

我们最近破了一件40年的案件，一名72岁的老修女在
40年前的某日清晨，在准备做复活节活动时被发现遇害。
警方当初认为是性犯罪，因为受害者衣服被掀起，裤子被
拉下，身上被刺27刀。

当新上任的警官来找我时，我说我已经退出江湖，金
盆洗手不管这些事了，因为我们自己的案件就很多，没有
时间。结果我在威斯康辛州一次讲学时，两名负责的警察
就去上课。下课后，这两名警察也凑到跟前说，“博士辛苦
了，我们请您去喝冰啤酒。”结果两杯冰啤酒下肚后，他们
拿出了资料，说能否帮忙看下这个案件。

喝了人家的冰啤酒，不得不帮忙了。我一看就说，这个
现场是伪造的，此案并非强奸案件。我要求他们把尸体重
新挖出来，重新验尸。虽然已是一堆白骨，但嫌犯刺的每刀
都很深，依据骨头上的伤痕和当时照片，我们判断出这是
一把尖尖的弯曲小刀，并照推断画了一把模拟的刀，有点
像开信刀。

随后我们在eBay发布消息，声称想买一把这样的开信
刀，果然有两人发消息称他们有这样的刀。取得联络后，得
知这是他们在华盛顿一家博物馆开幕时领取的纪念礼物，
只有前100名才能获得。在博物馆的资料库查询后，我们从
这100人中排查，找到了住址和凶杀案发生地最近的一个
人的信息，他是一名神父，名为罗宾森。

这便是震惊美国的第一起神父杀修女案件。

记者：这属于临时起意的单起案
件，那连环杀人案的凶手都有着怎样
的心理呢？

李昌钰：他们（凶手）都是心理有
变态，是杀人狂。这类案件，我们一般
通过现场查验形状证据。因为在美国，
许多杀人累犯都是选择被害人，比如杀
害对象都是长头发、半长不短，大眼睛、
长得很漂亮，这样的女生就要小心了。

然后是杀人的方法，有的是枪、有
的是刀，有的是勒死。杀人后，这些凶
手常会有兴奋感。这种兴奋的表现方
式也不同，有些喜欢吃死者肉，有的性
犯罪，有的则分尸，或虐待尸体。接下
来是如何处理尸体，有的是丢在现场，
有的把尸体运走，或埋在土里，扔在水
里，还有的放进锯木机里。英国有个杀
人犯则选择放在大的汽油桶里。从这
些我们可以大概判断出嫌犯的动机，
运输工具，有无同伙，可能的教育程度

或家庭背景。
接下来便是物证，性犯罪者我们

一般可找到DNA。然后是指纹，如果有
掌纹，则可以推断出大概的年龄，可能
的职业等，还有鞋印及毛发。

比如美国有18个妓女被谋杀，这
些妓女多是黑人，或少数族裔。我们可
以判断出他身体很强壮，没有武器。在
现场我们还发现几乎快被抽没的香烟
头，由此可见其生活条件不是很好。有
钱人抽到一半可能就丢了，没钱的抽
到烫到手都还抽，有些人抽完之后不
熄灭，而是用脚用力踩，像是要把香烟
头杀死一样，我们可以得出此人可能
年纪轻，心情暴躁。通过香烟头，我们
共3次提取到相同DNA，通过数据库我
们找到一名叫做约翰逊的黑人。

在被抓之后，我们发现他没有父
亲，母亲就是妓女，因此导致他从小就
恨妓女。

记者：很多案件中都出现高学历、
高智商犯罪。

李昌钰：很多系列杀人犯都是高
学历、高智商。他们的作案手段反而更
为疯狂和残忍。我们曾破获过一个案
件，嫌犯是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工程系毕
业，至少杀死16人。他叫Michael Ross，
专门找高中女生。高中生放学后有很多
不坐校车，他专门在放学那段时间去找
杀人对象。

刚开始，大家都以为这些女生离
家出走，结果类似案件越来越多。我们
去了之后，一名17岁的女孩子当时不
见了。接连3天的寻找线索过程中，有
人报告称看到一辆橘红色的车跟在一
个女生后面。扫地式的搜索，还让我们
发现树林里一堆很奇怪的石头，在石
头底下我们找到死者。

Michael Ross才20多岁，长得很

温柔清秀，又有很好的工作。他从事
保险推销，平时时间很自由，根本看
不出他居然是凶手。我们在死者身
上发现了橘红色的油漆片，经比对
来自一款丰田汽车，然后我们把该
区 所 有 丰 田 车 的 销 售 资 料 都 找 出
来，并一一去找这些车主对话。刑警
们在调查后报告说，Michael Ross这
人有点问题，明天可以再去查查。我
告诉刑警，“你们去了就直接告诉他
说，他的血型为B型。因为我们已经
验出来了。”结果他一听就吓坏了，立
马供述了所有罪行。

有许多杀人犯，在心理上控制不住
自己，因此过一段时间就要杀人，杀完
之后就很兴奋。以前有人说“full moon”
（满月），满月时分要杀人。有时候月相
的变化、地球的转动、潮汐的变化，包括
遗传，都会影响犯罪的心理。

//对话对话//

谈高智商犯罪
他们在心理上控制不住 作案手段更为疯狂残忍

谈犯罪心理
有钱人抽到一半可能就丢 没钱的抽到烫到手都还抽

谈社会因素
以前的大家庭制度三代同堂 心理不平衡会得到及时纠正

拆除中大桥垮塌
车辆被埋，已救出3人

//人物人物//

李昌钰博士在其宾馆客房内忙碌瞬间

二战经典照片
“胜利之吻”女主角逝世

据英国每日电讯
报网站 9 月 10 日报
道，二战经典照片“胜
利之吻”女主角、身穿
白色制服的护士格瑞
塔·弗里德曼（左图）
近日去世，享年92岁。

1945 年 8 月，日
本在二战中正式宣布
投降。美国时代广场

上，一名水兵和一位护士相拥而吻。法新社的
报道称，时年21岁的牙医助理弗里德曼被18
岁的美国水兵门多萨忘情亲吻以庆祝二战胜
利，尽管二人完全不相识。

弗里德曼2012年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
司采访时说，“我没看到他走过来，等我察觉
时已经被他一把抓住。这张照片是非常棒的
巧合，身穿水手服的男子和身穿白洋装的女
子，在对的时候拍下了这张照片”。

男主角门多萨在 2014 年因病逝世，弗
里德曼因患肺炎在9月8日去世。

据悉，弗里德曼并不是唯一一位宣称是
该经典照片中的女护士，另外一名自称是该
照片的女主角的沙恩于2010年6月去世。但
弗里德曼是唯一一位被男主角门多萨辨认
出来的照片里的护士，而排除了其他自称是
照片中的女主角。 （东方早报）

这张照片上，21岁的牙医助理弗里德曼被18岁
的水兵亲吻以庆祝胜利，二人完全不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