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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修脚大姐为何锒铛入狱

殴打民警劫夺被押解人员 嚣张女子获刑 3 年半
■法官说法

遇到民警执法，作为守法公民本应尽全力配合。 而被告人女子
胡某、于某等人不仅采取暴力手段殴打民警，抢夺民警所持设备和
法律文书， 甚至在民警已经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将民警扣留，
强制民警打开已经戴上手铐的犯罪嫌疑人。 近日，北京市三中院就
对这样一起罕见的“劫夺被押解人员罪”进行了宣判，主犯胡某被法
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 而同案的其他 8 名被告人，也分
别被处以 1 年至 4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两点理由
认定主犯

北京市三中院刑一庭法官于
靖民表示，本案中，胡某在共同犯
罪中被依法认定为主犯，这其中
的理由有两点。“一是胡某在被押
解人员从电梯被带出后，协助、指
挥其他人抢夺民警的照相机等设
备。二是在民警被控制进入会议
室后，胡某采取具有侮辱性质的
暴力行为，因此认定她在犯罪中
起到积极和主动作用。”
于靖民称，根据在案证据监
控录像显示，可以明显看到胡某
有亲自动手或指挥他人动手的行
为。“胡某伙同其他人，对民警在
已经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
还要求民警打开手铐，这就已经
触犯了我国《刑法》中劫夺被押解
人员罪的规定，因此要对胡某进
行定罪处罚。”
于靖民表示，根据在案证据，
民警中有穿制服的，也有穿便衣
的，而且刚到现场民警就亮出了
证件，也一并出具了法律手续。
“这些都是具有完备手续的执法
行为，胡某声称不知道民警身份
的辩解站不住脚。”

湖南民警进京 抓捕嫌犯受阻

去年 3月 22日早上 9点，
湖南省怀化市公安机关接到北
京市公安机关传来的情报，组
织十余人来到北京朝阳区民族
园西路 2号唐人街大厦 3层的
“圣勋中国健康安全网”公司内，
计划抓捕涉嫌犯组织、领导传
销罪的嫌疑人。
然而行动进行得并不顺
利，该公司聘用的保安队长于
某以湖南民警没有当地民警协
助不能抓人为由，在保安谢某、
林某的协助下，召集来了何某、
吴某、宁某、翟某、吕某等多名保
安，在通往公司办公区域的过
道站成两排，交待不让带人走。
包括两名身穿警察制服民警在

内的多位民警，只得经过两排保
安中间，才得以进入办公区域继
续执行抓捕。
当日 10点，民警将戴手铐
的两名犯罪嫌疑人陈某、丁某
（均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罪），
经过两排保安中间进入电梯，
就在电梯门即将关闭时，于某
猛地上前用脚别住了电梯门，
招呼其他保安进入电梯，开始
阻拦民警带人离开。在于某的
指挥、带领下，几人采用拉拽、
推搡等暴力行为，将三名便衣
民警及其带离的两名犯罪嫌疑
人硬从电梯拉出，并对闻讯赶
来的一名着警察制服民警进行
推搡。

多人围殴民警 嫌犯趁机逃脱

在走廊上，于某等人对民警
拳打脚踢，可谓嚣张至极。他们
强迫民警跪下，扯掉民警衣服，
打烂民警眼镜，甚至连民警随身
携带的相机也被抢走。
本案的被告人胡某也是该
公司一员，她上前一把将其中一
名民警的手表扯了下来，甚至扇
民警的耳光，还威胁称“如果不
打开手铐就打死你们。”
基于当时的安全考虑，民
警只得按照胡某等人要求打
开了手铐，两名犯罪嫌疑人趁

乱逃跑。
期间，胡某等人还强制将
民警的证件、手机、背包、摄像
机、照相机拿走。民警趁乱拨
打了 110报警，亚运村派出所
接警后，前往圣勋公司这才将
湖南民警解救。本次事件造成
了多名湖南民警受伤，其中一
名民警达到了轻微伤。
于某等人先后被公安机关
抓获，去年 8月 24日，最后一
名嫌犯胡某在通州区白庙检查
站附近被抓获。

庭上百般抵赖 证据说明一切

公诉机关认为，胡某伙同于
某、何某等 8人，对正在该公司
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湖南省怀化
市民警进行暴力阻挠，抢夺民警
手机、公文包、摄像设备等物，并
劫夺已在押解途中的犯罪嫌疑
人陈某、丁某，造成二人脱逃，且
暴力行为导致多名民警受伤，其
行为已构成劫夺被押解人员罪。
庭审中，胡某辩称不知道对
方是警察，也没有参与劫夺被押
解人员。辩护人则认为，胡某仅
参与部分行为，在共同犯罪中系
从犯，有如实供述情节，建议法
庭对其从轻处罚。
关于胡某当庭所提的“不知
道对方是警察”的辩解，一审法
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能够证
实，执法民警在现场多次亮明自
己的警察身份，且有穿警察制服
的民警在场，因此法院对胡某的
该辩解不予采纳。
而胡某所提“其没有参与劫

夺被押解人员”的辩解，法院经
查，根据多名民警证言以及多名
共同作案人的供述，还有监控录
像可以共同证实，在被押解人员
被劫夺出电梯后，胡某出现在现
场，推搡、拉拽民警，抢夺并指示
他人抢夺民警手中的照相机、摄
像机，在会议室现场采用扇耳光
等方式殴打多名押解犯罪嫌疑
人的民警，并强行收走民警的手
机、证件等随身物品，限制执法
民警的人身自由，并多次质问
民警为什么抓人、要求民警打
开手铐。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胡某
虽没有直接参与将被押解人员
劫夺出电梯，但是其上述种种行
为是劫夺被押解人员行为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行为在导致被押
解人员脱逃、导致民警最终不能
控制带走被押解人员中发挥重
要作用，因此，法院对胡某的该
项辩解一样不予采纳。

罪名罕见
量刑更重

检方指控成立 几人分别获刑

一审法院认为，胡某无视
国法，明知是司法机关工作人
员正在依法押解犯罪嫌疑人，
仍然伙同他人采用暴力手段
劫夺在押解途中的犯罪嫌疑
人，导致两名犯罪嫌疑人脱离
了司法机关的实际控制，其行
为已构成劫夺被押解人员罪。
但鉴于胡某能如实供述部分
罪行，此次犯罪系初犯，故法
院可对其从轻处罚。综上，一

审法院判处胡某有期徒刑 3年
6个月。
一审宣判后，胡某不服向
北京市三中院提出上诉。近日
该院二审宣判了此案。三中院
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
驳回了胡某上诉，维持了原判。
记者了解到，同案的于某等人
也因劫夺被押解人员罪，被分
别判处了 1年至 4年不等的有
期徒刑。

曾经义务修脚 如今锒铛入狱

在案材料显示，44岁的胡
某在 1990年就来到北京闯荡，
案发前 1年才到圣勋公司上
班，负责管理地下库房的猕猴
桃果酒，公司其他同事都称呼
她胡姐。
记者了解到，在进入圣勋
公司前，胡某原本是一名修脚
工，因为在敬老院义务修脚的
事迹，本报在 2013年还曾对此
进行过报道。文章称，从 2007
年开始，通州区云华修脚连锁
店的修脚师傅，在每周三都会
到通州区各大敬老院轮流给老
人们免费修脚，而胡某就是其

中一员。敬老院的李老太对记
者夸赞胡某：“她手艺好，有耐
心，给钱她也不要。”
当年的义务修脚工，如今
却锒铛入狱，让人唏嘘不已。证
据显示，胡某被涉嫌传销的“老
总”迷惑，天真地认为他是好人，
所以胡某才会上前阻止，并作
出疯狂举动。在辩护人看来，本
案的案发，归根结底还是因为
胡某的文化层次比较低，法律
知识欠缺，再加上性格急躁，易
相信别人，做事也容易激动，才
会让她最终走上了违法犯罪的
道路。

对于暴力抗法的行为，以妨
害公务罪定罪量刑的案件相对较
为常见，而本案所涉及的劫夺被
押解人员罪却较为罕见，对于两
种罪名之间的区别法官也进行了
解释。
于靖民称，妨害公务罪属于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范畴，这项
罪名在现实当中一般体现为民警
在交通秩序管理，或者在现场处
置打架斗殴行动中，遇到不法分
子暴力抗法，而不是特定的司法
场合。
而劫夺被押解人员罪在现实
当中比较少见。“之所以将劫夺被
押解人员罪归入到《刑法》中，主
要是这项罪名侵犯的客体是妨害
司法活动、妨害司法公正。”在本
案中民警亮明身份，押解嫌疑人
的行动，本身就是司法活动。“应
当讲嫌疑人已经处于民警的控制
之下，即将被羁押回当地进行相
关案件的审查和侦查活动。在这
个过程中，暴力使得嫌疑人脱逃，
这就属于劫夺在押人员了，并非
是简单的妨害公务问题了。”
于靖民称，劫夺被押解人员
罪在量刑方面相对妨害公务罪要
更重，前者的法定刑在 3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可
以判处 7年以上有期徒刑。在本
案其他几名被告人中，有人具有
自首情节，有人认定为从犯，因此
在法定刑的基础上有所下浮。
北京晨报记者 黄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