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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和称梦鸽

从未见过李在珂
8月 30 日晚，李在

珂在他的律师事务所召
开小范围媒体吹风会，
李在珂除了逐一回应近
日争议内容外， 还曝光
了他与梦鸽两次会面的
情景。同时，李在珂也对
审判结果进行了预测，
他认为， 李天一在整个
轮奸案中确实存在着被
冤枉的成分， 但目前他
的行为已经构成强奸罪
犯罪构成要件， 翻案可
能性非常低。

当天晚上 10 点左
右，兰和转发魏某律师

李在珂受访文章，并针
对案件一些争论质问
李在珂，称李在珂与梦
鸽见面纯属谎言。

9 月 1 日 零 点 左
右，兰和再发微博评价
此案为“李天一案中国
式的辩护”， 微博再次
强调称 ，“李在珂成功
地防止了五个孩子集
体翻供。 ”

9 月 1 日上午 9 点
左右，李家法律顾问兰
和再次微博“辟谣”，称
梦鸽从未见过李在珂，
并遭其威胁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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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鸽含泪公开道歉
“孩子错了，但内心干净”

8月 30 日， 李天一
之母梦鸽通过某媒体视
频直播，含泪回忆李天一
案案发始末。 她公开道
歉，指出儿子的错误是不
可推卸的责任。但她认为
儿子没有强奸，是“你情
我愿做了不好的事”。 她
指 5 名被告“淡定、懂事、
内心干净”。

直播中， 梦鸽身着
第一天庭审时所穿的花
衬衫，语气平静，但说到

后来，她眼眶含泪，声音
微微颤抖并数度哽咽。她
称此次上节目是“不得已
跟大家交流一下”， 希望
在高关注度下给出一个
真实的回答， 并公开道
歉，指出李天一的错误是
“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她也称， 自家在
此事中没有隐私可言 ，
且案发后李天一很快被
媒体曝光， 没有受到未
成年人保护。

澄清“军方关注李天一案”系误解

李在珂之前也提到与梦鸽
碰面期间的谈话 ：“谈话过程
中， 她说李天一的案子军方很
关注，他们会有说法的，某某领
导会出来说话的。 ”当被问到梦
鸽指的军方是指谁时， 李在珂
解释：“当时在说这件事时，我
写了篇稿，逐字逐句推敲，我把
不应该说的删去了不少， 里面
只剩下军方这个词， 梦老师军
方的含义， 应是总政歌舞团里
面的部门。 ”

与梦鸽闹翻后， 李在珂称
梦鸽在他与委托人之间做了很
多干扰，“她做了很多对不起我
的事， 她对我的委托人说：‘你
们怎么请这么个律师， 这不是
坑你的孩子吗，赶紧辞了’。 ”在
庭前会议上， 梦鸽也与大魏母
亲一起起哄， 让大魏的另一辩
护律师下不来台， 这让李在珂
很生气， 才有了后来发给梦鸽
的所谓威胁短信“今天让你笑，
明天让你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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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珂揭与梦鸽交恶内幕
备受关注的李天一涉嫌强奸案近日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结束，

法院宣布将择日宣判。
8月 30 日，为涉案的魏某兄弟二人进行辩护的律师李在珂召开了媒体见

面会。
李在珂律师透露曾两次与梦鸽见面，也曝光了两人交恶的内幕：因在 7 月

末接受专访时，谈到“李天一自称武功天下第一”，这之后两人关系恶化。 李在
珂所在律师事务所现担任了同案被告人魏某兄弟的辩护律师。

9 月 1 日，李在珂再度召开媒体记者会，针对梦鸽前一日在受访中提到的
李在珂律师威胁敲诈言论，李在珂在办公室一一向媒体澄清。

关于案情
支招梦鸽却遭忽视

关于案情， 李在珂称，不
排除存在案中案情况。 他透露
案发不到两个小时，魏某父母
就找到他，当时还没有正式刑
拘。 李在珂曾在当时建议梦鸽
马上报案抓酒吧经理张某和
被害人，但当时对方没有采纳
自己的意见，开庭前才想起报

案，刑事案件时过境迁 ，结果
就会不同。

李在珂公布了与梦鸽短
信沟通内容，他一再强调自己
是唯一能救李天一的律师，他
收集被害人杨某供述中 20 多
项与事实不符的地方举证质
证，但未被梦鸽采纳。

认定打人总比认定强奸好

7月 27 日，李在珂爆出李
天一“武功天下第一”的言论，
引发梦鸽的声讨，对此李在珂
表示， 关于李天一爱打架，打
了杨某与发生性关系之间并
没有因果关系，这也是很好的
辩护理由。

“但也是因此，梦鸽勃然大
怒，说我伤害到孩子，威胁我说
我的短信保存在她那了。 她说

你再发我儿子打人的信息，我
就要告你。 ”

李在珂表示 ， 李天一打
人这一点不好否定 ：“因为有
视频相关证据和其他被告人
的证词 ， 但是辩护上可以避
重就轻 ， 我认为打人总比强
奸的结果好 ， 本可以把不利
变成有利 ， 可是梦鸽就是觉
得她的儿子是完美无缺的。 ”

谈“阻止五被告当庭翻供说”

李家法律顾问兰和曾提
到，李在珂阻止五名被告人当
庭翻供，李在珂回应称五名被
告人都分别有不同的辩护律
师，而且他从未见过其他被告
人，不可能阻止他们翻供。

对于梦鸽在法庭上质疑李
在珂与涉案被告人王某的辩护
律师串通认罪，李在珂澄清：“在
庭审前，我为大小魏做了两套辩
护方案，一个是无罪辩护，一个
是有罪辩护， 而在还未开庭前，

大小魏的父母要求他不要告诉
孩子去认罪，因为孩子马上就成
年了，认罪了会一辈子背负犯罪
分子的包袱，但不认罪法院如判
刑，也会有很高的刑罚，大小魏
的父母陷入两难的局面，我们也
对孩子分析了认罪的好处与不
认罪的坏处，交由孩子来自主决
定。但最后大小魏父母给我的指
示是看被告人王某的律师怎么
辩护，就跟着怎么辩，我们事先
没有联系。 ”

关于其他
暗指兰和出馊主意

李在珂认为， 此案案情并
没有按照自己预设的方向发
展， 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梦鸽
雇的某律师出了太多馊主意。
他说：“事已至此， 她只能埋怨
自己， 还有在外围出馊主意的
律师。这个案子走到今天，跟他
出的馊主意是有一定关系的。
案发后，社会很关注，有些律师
频繁在网上发一些消息。 有罪
没罪你到网上说什么？ 这样是

挑动网民的对立情绪。 把事闹
得越来越大。 现在满足了某些
律师的个人需求， 却坑了梦老
师。 他还雇了网络水军在网上
发布消息， 你以为把舆论改过
来，你就能打赢官司吗？你以为
法院判决看网上怎么说吗？ 都
是愚昧无知害了孩子。 你搞那
些干什么？ 你把钱花在那里干
什么？ ”此言直指李家法律顾问
兰和。

确实与梦鸽碰面两次

李在珂在 8 月 31 日表示
与梦鸽有过会面， 但遭到兰和
微博否认。对于此事，李在珂表
示：“我跟梦鸽第一次见面，是
通过涉案另一被告人大魏的母
亲引荐的， 梦老师与魏母交情
很好，当时她到我办公室见面，
我们互相留了电话。 第二次则

是梦老师主动邀约， 我们在友
谊宾馆的包间见了面， 聊了三
到四个小时。 中途我意识到单
独与女性见面不妥， 遂马上叫
来胡律师见证 ， 晚饭后才分
手。 ”

对于双方碰面一事， 李在
珂坚持两人确实有碰过面。

综合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