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某 3 岁时父母就离异，一直跟母亲生活。 一直都缺
少父爱，她成年后，父亲还在她脑海中留下了很不好的印
象。

胡某虽然中学毕业后，未能考上大学，但上进的她，曾
参加过多学科的自考，并拿到了本科学历。 虽然没有稳定
的工作，但她做过很多工作，并在金融机构上过班。 最近
两年，对股票债券市场方面有所了解的她，还在家做期货
方面的投资。

“她性格很内向，平时很少跟外人交流，胆子很小，可
以说腿上有一只蚊子叮咬，她都不敢拍，都是我帮她拍。 ”
胡某的母亲称，至今她还不愿意相信，女儿居然能做出雇
凶杀父这样的事情。

喜欢上网的胡某， 通过网络
聊天的方式， 向一些陌生网友发
布寻找杀手的消息。 “两万元做
一没背景的老头， 不能让人死在
家里，先打 100 元买车票，买好车
票后给 400，见面后再给 1000。 ”
去年 9 月 20 日，河南鲁山县一个
叫郑某某的网友， 收到胡某发布
的这条消息后， 当即表示自己是
做这行的老手，接下了这个活儿。

18 岁的郑某某， 当时正在郑

州打零工，此前无任何违法记录。
跟胡某谈好后， 他当晚就买了来
南京的车票，2013 年 9 月 21 日晚
到南京， 先后拿到了胡某给的
1500 元。而当晚，胡某在电话中跟
他交代了老付位于蓝旗新村的住
址。 9 月 22 日晚， 得知郑某某要
行动后，胡某就找了个理由，打电
话给父亲，让他回家。 当晚 10 点
左右， 在蓝旗新村蹲守的郑某某
见到老付， 并电话跟胡某确认了

他的外貌特征后， 在楼梯间动了
手。 很快，胡某接到郑某某电话，
称事情已解决，急需钱离开，要求
汇余款。 而此时，在家玩电脑的胡
某称，第二天验证真伪后再汇钱。

9 月 23 日凌晨， 郑某某在火
车站附近一网吧被民警抓获。 几
个小时后，胡某在家被警察带走。
后来警方调查得知，直到案发后，
郑某某从办案民警口中， 才知道
自己杀死的是胡某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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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不堪猥亵雇凶杀父
李绍富

时间回到 2013 年 9 月 22 日
晚， 秦淮区蓝旗新村，64 岁的独
居退休教师老付， 接到此前曾两
次探望他的女儿的电话后， 立即
赶回家。可他不知道的是，早在他
回家前， 一个手持水果刀的年轻
小伙郑某某， 已在他家附近等候

他多时了。
当晚 10 点左右，老付在黑暗

中掏出钥匙，摸索着插向门锁。就
当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响起时，
等候多时的郑某某持刀上前，对
着他的腹部就是两刀下去。 老付
大喊一声“救命”后，倒在了地

上。喊声很快惊动了周围邻居，等
急救人员赶到时， 老付已永远闭
上了双眼。

警方调查后， 很快锁定了凶
手郑某某。随着他的落网，老付的
女儿胡某也很快被警方带走，一
起女儿雇凶杀人案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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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 胡某
雇凶杀人的一些细节也逐渐还
原。

早在 1991 年， 胡某 3 岁时，
她父母就离异。离异后，胡某的抚
养费一直是她的两个叔叔承担。
从胡某叔叔的证词中可以看出，
老付患有特异精神病， 曾接受过
治疗，但因治疗未持续，所以未能
痊愈。

胡某跟两个叔叔联系较多，
跟父亲很少联系。去年 7 月，考虑

到老付年老体弱， 独居的他需要
人照顾， 胡某的叔叔就想设法让
她和父亲慢慢修复关系。 在叔叔
的开导下，胡某才 22 年来第一次
主动上门探望父亲。 可从父亲的
住处回家后，她情绪很不好。 后来
在她母亲的追问下， 她才说被父
亲骚扰了。

后来， 胡某还把这事跟在国
外生活的叔叔说了。 她叔叔听说
了她的遭遇后， 对她一番开导劝
说，还打电话质问了她父亲。 在电

话中，老付让他不要管自己的事，
就挂断了电话。

不久之后， 胡某再次去看父
亲后， 回家仍然称父亲又猥亵她
了。 胡某的叔叔让她去看望父亲，
是想修复他们父女的关系， 可没
料到的是，正是这两次探望，为后
来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性格内向
的胡某，第二次从父亲家回来，生
了一段时间的闷气后， 一个罪恶
的念头在她脑海中出现———雇凶
杀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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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雇凶杀父

遭父亲骚扰后，她动了杀机

凶手不知道杀的是雇主的父亲

胡某一直缺少父爱

父母离异后，3 岁的胡某一直跟着母亲生活，25
岁那年，在叔叔的劝说下，她才两次主动上门看望父
亲，可没料到父亲竟对她“动手脚”。 一怒之下，她在
网上悬赏两万元寻杀手， 给远道而来的 18 岁杀手郑
某某 1500 元后，对方当晚就把事情给办了。这是去年
9月 22 日晚，发生在南京秦淮区的一起女儿雇凶杀父
案。 今年 9 月 1 日，胡某以及她雇来的杀手郑某某均
因故意杀人罪，一审被法院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两人均获得死者家属谅解

案发后，老付的两个弟弟，在谴责胡某和郑某某两人
行为的同时，放弃了民事方面的赔偿，并写了内容大致如
下的谅解书：

“这是一起家庭悲剧，胡某此前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
录，却做了这样不可思议的行为，我们认为，老付从小遗弃
胡某，在胡某成人后又对其进行骚扰，是有过错的……我
们相信胡某将来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 所以我们基于理
性，请求法官对胡某从轻量刑。 ”“我们深深哀悼兄长的不
幸，严厉谴责被胡某所雇用的，为钱财杀人的郑某某。 但
是，基于人道主义立场，我们不希望郑某某被处以死刑。 ”

不久前，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在法庭审理中，两人对
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均认罪悔罪。

胡某 22 年来主动上门探望父亲， 却被父亲骚扰
了

等候多时的郑某某持刀上前，对着老付的腹部给
了两刀

胡某向陌生网友发布寻找杀手的消息,18 岁的郑
某某接下了这个活儿

案发当晚她还陪母亲看演出

案发当晚， 胡某还跟她母亲
到新街口工人文化宫看文艺演
出。 大概晚上 9 点，演出结束后，
母女俩分开了。 到晚上 10 点左
右，胡某回到家，并开始玩电脑。

“案发前几天，她情绪好了
很多， 案发当晚， 也没任何异
常。 ”胡某的母亲称，当时她还不

知道老付已经遇害了， 警察来带
胡某离开时， 她要求跟着一起去
派出所， 但被女儿拒绝。 这也是
她第一次拒绝母亲陪着外出的要
求。

“当时我也没想到是这种事，
她平时性格内向， 胆子很小的，
直到第二天， 接到警方通知，我

才知道。 ”胡某的母亲称，直到现
在， 她心里还不能接受女儿雇凶
杀害父亲的事实。

不过， 对自己前夫猥亵女儿
一事， 胡某的母亲称， 老付的精
神有问题， 不是很好， 加上其他
原因， 相信他能做出这种事情
来。

一审判决
雇凶的无期 行凶的死缓

当日上午，胡某进入法庭后，就跟旁听的母亲打招呼。
而郑某某，则一直低着头，没看旁听席上的亲友。

最终，法院认定胡某和郑某某，均因犯故意杀人罪，而
且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 不过，法院认为，结合受害
人家属予以谅解等实际情况，对两人酌情从轻处罚，判处
胡某无期徒刑，判处郑某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宣判结束后，郑某某的多名亲属，还没走出法庭就泣
不成声，有的甚至是瘫软在座位上，在他人搀扶下，才走出
了法庭。双方的家属均认为，判决较重，希望在法律规定的
期限内，他们在看守所提出上诉。

郑某某“一向很老实”
案发时，郑某某才 18 岁。 据他的堂哥介绍，郑某某年幼

时，父母就离异，他跟父亲生活。
郑某某所在的是河南一个较为偏僻的农村， 小学毕业

后，初中只上了一个学期，他就辍学在家，帮助父亲干农活，
直到 16 岁后，开始跟人到郑州等地打工。 因父母很早就离
异，他性格比较孤僻，平时话不多，但对人很热情，而且还乐
于助人。

“当时亲戚听说他是为了两万元而去杀人后，大家都
很心痛。 ”郑某某的一名亲戚称，他们没想到，一向很老实
的郑某某，会做出这种事情。在家里，他从来不乱花钱，打工
挣的钱，大部分都是交给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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