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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共同社 7月 11日报道，有关涉
嫌将中国籍姐妹杀害并抛尸荒野、被控杀
人等罪名的日本无业人员岩崎龙也，检方
在日本横滨地方法院 11 日的公审中，以

“属于有计划的极其残暴行为”为由，要求
对被告判处死刑。本案预计将于 20 日宣
判。

2017 年 7 月，一对中国籍姐妹在日本
神奈川县惨遭杀害并抛尸的案件牵动众
多华人的心。随后，日本男子岩崎龙也因
涉嫌杀害这对中国姐妹并将尸体装入旅
行袋遗弃到山中，被控杀人、弃尸等罪名
被捕。经过 8 个月的起诉准备工作，日本
横滨地方法院于 2018 年 3 月开庭审理了
该案件。法庭经过 4 个多月的审理，于 7
月 11日作了判决前的最后审理。

围绕本案的几大焦点问题，记者专访
了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驻日律师、中国
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张玉人律
师。张玉人律师告诉记者，检方对本案的
被告提出死刑的求刑时，使用了被告有

“杀意”的用词，表明检方认定被告主观上
有故意杀人的动机。张玉人律师预测被
告判死刑的可能性大于判无期徒刑。

开庭审理
被告辩称帮姐妹俩“伪造失踪”

张玉人律师告诉记者，在本案 3 月开
庭的法庭上，检方在起诉中指出，被告对
被害人之一的姐姐提出的假结婚很是不
满，产生了“杀意”，于是有计划地去被害
人之一的姐姐家杀害了姐姐，被告恐怕杀
人事件暴露，在杀害现场等被害人之一的
妹妹回来，也把妹妹杀害了，然后将两名
被害人装入了旅行袋，扔到了人们不易发
现的山里。通过警方的调查，经常出入被
害人家的，只有被告，因此，检方认定被告
是有计划杀人。

案件公审时，被告岩崎龙也否认全
部起诉内容，辩称“是留日签证资格即将
到期的姐姐提出伪装失踪，是姐妹俩自己
进入旅行袋”，其只是将装有姐妹俩的箱
子带到被请求的地点，并没有参与杀人，
从而否认了检方的指控。律师为被告作
了无罪辩护。律师辩称，被告与被害人姐
妹俩关系很好，没有杀人动机，因此要求
法官驳回检方的起诉。

律师解读本案焦点问题
焦点1 被告所谓“伪造失踪”的说法

能否被采纳？
张玉人：被告用了任何人都不能相信

的语言描述被害人所谓“伪装失踪”。这
纯粹是自欺欺人的谎言。被害人之一的
姐姐，是在饭店打工的。在日本，日本的
入国管理局对招聘外国人做临时工或做
正式工，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比如持有
家属滞在签证或留学签证的留学生，每周
只被允许打 28 小时的临时工。而且，饭
店在用工时，一定要求被录用的人出示在
留日本身份证，被称为“在留卡”。没有在
留卡的，找不到工作。被害人之一的妹妹
是中专学校的留学生，有留学签证。姐妹
俩没有必要玩自己钻进旅行袋里的失踪
游戏。退一步说，要是玩失踪游戏，也是
自己开车远走高飞。可以说，被告主观上
杀人动机很明确，只是被告用谎言欲盖弥
彰，掩耳盗铃。

焦点2 辩护律师的“无罪辩护”能否
被采信？

张玉人：本案的律师所作的无罪辩
护，是被告本人主张无罪，律师也只好作
无罪辩护。但是，很明显，律师作无罪辩

护的证据是很缺乏的。本案的律师提出
的被告无罪理由，是被告与被害人关系很
好，被告没有杀人的动机，但是提不出证
据证明被告与被害人的关系证据，更提不
出没有杀人动机的证据。因此，辩护律师
的辩护，很难被法官采信。

焦点３ 检方提出判处被告死刑有何
依据？

张玉人：在日本的刑事法律的实务
中 ，特 别 是 死 刑 求 刑 时 ，主 要 有“ 三 要
件”。第一个要件是被告主观上有杀人的
故意，即本案检方指出的，被告主观上有

“杀意”。这个杀意是指被告去被害人的
家就是为了杀人，也称杀人动机。第二个
要件是杀人与被杀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即被告的杀人手段，或使用的杀人凶器，
确实导致被害人死亡。即手段或凶器与
被害人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第三
个要件是被害人的死亡结果。

根据检方对本案的被告提出死刑的求
刑时，使用了被告有“杀意”的用词，表明检
方认定被告主观上有故意杀人的动机。

被告的行为符合上面提到的“三要
件”，因此，检方提出判死刑是理所当然。
关键是法官怎么作出判决。

焦点４ 本案证据是否充足，能否将
被告定罪？

张玉人：证据有人证、物证、书证等，证
据要证明的是“因果关系”的存在。比如据
媒体报道，被害人姐妹俩是被勒住脖子窒
息致死。如果是用手勒的脖子，被告的手
与被害人的脖子上留下的痕迹相符，尸检
报告要表明由于勒的作用，破坏了脖子的
哪部分结构，导致了死亡，这样才能构成加
害行为导致了死亡，形成了“因果关系”。

警方在调查时，主要就是集中在被告
用了什么手段导致了被害人死亡。调查
过程能把当时被告的加害行为复制出来，
最终能够证明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才
能以“杀人罪”对被告实施再次逮捕。

警方逮捕嫌疑人后，如果发现有新的
犯罪事实，可实施再逮捕，进一步将犯罪
的事实调查清楚。

焦点５ 被告能否被判处死刑？
张玉人：我的预测是判死刑的可能性

大于判无期徒刑。理由如下：其一，被告
的犯罪行为具备检方指控的“三要件”；其
二是被告本人没有丝毫的认罪反省态
度。这一点，在日本刑事案件审理中非常
重要，尤其是裁判员对被告是否认罪反省
很重视；其三是本案的证据链完整，客观；
其四是被害人没有任何过错，而且被害人
是两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在日

本的法律界，尤其是律师界，主张废除死
刑的呼声很高。此外，日本明年要换年
号，新天皇登基后可能会把废除死刑提到
日本国会的议事日程。那么，在本年度结
束前的几个月里，可被判死刑的案件，是
否最终都会被判死刑，人们拭目以待。因
此，本案的被告不是没有被判无期徒刑的
可能，只是这种可能性小于被判死刑。

焦点６ 此前江歌案检方求刑20年，
此案在量刑上为何不同？

张玉人：本案的检方以日本刑法第
199 条规定的杀人罪为起诉依据，向法院
提出判被告死刑。与江歌案一样，检方的
起诉依据都是刑法第 199 条，至于检方的
求刑结果为何不一样，是因为在日本刑事
法律的实际操作中，杀害一个人的，最高
判 20 年有期徒刑，根据犯罪人的动机，被
害人的责任大小，有的杀害一个人的被告
人，可被判 10 年，甚至可判 10 年以下 5 年
以上有期徒刑。而杀害两个人的，可判死
刑或无期徒刑。日本法官在量刑上，看被
告是否有“杀意”及杀人的动机，也看被告
的认罪态度，被害人是否对被害承担一定
的责任，来最后判断判处被告的刑期，三
个选择即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从中
择其一，判有期徒刑的，决定刑期的是几
年有期徒刑。

案情回顾
2017 年 7 月 6 日凌晨 1 时，戴帽子口

罩的可疑男子带绳索进入陈氏姐妹家中
（此时姐姐陈宝兰在家）。

7月 6日凌晨 5时，妹妹陈宝珍返回寓
所。据推断妹妹发现了姐姐被杀的事实
想逃跑，可是没能逃脱。

7 月 6 日 10 时，可疑男子离开姐妹住
处。

7 月 7 日凌晨，可疑男子拖着行李箱
离开两姐妹住所，并拿着垃圾袋多次进
出。

7月 7日早上，接到姐妹友人的报案，
警方首次进入姐妹住所，展开调查。

7 月 13 日深夜，警方在神奈川县秦野
市两个行李箱中发现了姐妹的尸体。

7月 14日，警方逮捕了涉案男子。
据《法制晚报》报道

中国姐妹在日遇害案 检方求判凶手死刑
预计将于20日宣判 律师称被判死刑可能性大

新华社东京7月12日电 据日本警察
厅 12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日本西部地区暴
雨灾害遇难人数已升至 200人。另据中国
驻大阪总领事馆 12日的消息，目前暂无中
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据日本媒体报道，截至 12 日上午，以
冈山、广岛为中心的 16 个府县已有 5600
人进入政府指定的避难所避难。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 12 日在“非常灾害对策本部”
第四次会议上表示，将为受灾地区提供
7.1万户临时住宅。

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统计，截至 12日上
午，受此次暴雨影响，日本共有 31 个道府
县的 519 处发生沙土灾害，其中 382 处为
山体垮塌，119 处为泥石流，18 处为滑坡。
其中，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广岛县发生沙土
灾害达 70处。

新华社记者了解到，中国驻大阪总领
事馆已于 11日派出首批先遣组，赴受灾严
重的冈山县、广岛县慰问受灾侨胞和留学
生。先遣组人员到现场查看了因暴雨损
毁的侨胞房屋，并将救灾物资和祖（籍）国
的温暖送到受灾者手中。受灾侨胞深受
感动，表示这增强了他们战胜灾难的勇气
和信心。

记者还了解到，目前中国驻大阪总领
事馆应急处置小组已采取协调救灾物资、
转移重灾区侨胞、开通领保绿色通道等措
施，全力保障受灾地区中国公民的人身安
全，做好善后工作。

日本暴雨
遇难人数升至200人

新华社泰国普吉7月12日电 泰国政
府官员 12 日中午在普吉游船翻沉事故救
援情况发布会上表示，泰政府和保险公司
当天下午开始向遇难者亲属及其他涉事
故游客发放赔偿金和理赔金。泰国海军
方面当天说，因天气和洋流原因，最后一
具遇难者遗体的打捞工作当天无法完成。

泰国旅游和体育部次长蓬帕努说，这
次事故让人痛心，泰国政府将拿出 6400万

泰铢（约合 1283 万元人民币）作为外国游
客救助赔偿金，赔偿给遇难者家属和受伤
人员，保险公司也将同时发放理赔金。每
名遇难者将获得总计 210 万泰铢（约合 42
万元人民币）的赔偿。

泰国普吉府府尹诺拉帕在记者会上
说，47 具遗体中有 45 具完成身份确认，1
具初步确认姓名，被压在船体下的遇难者
身份也已通过所穿衣物进行了初步辨认。

泰国海军第三舰队副总指挥乍龙蓬
12 日下午对记者说，因天气和洋流原因，
仍无法将压在船体下的最后一名遇难者
打捞出水。

泰国普吉府警察局局长提拉蓬说，
目前对沉船事故的调查仍在进行中，已
传唤 100 余人，船只完成打捞后，还需检
查船体。此外，警方在从政府部门天气
预报、出海警报、船只出入码头管理、船

长是否误判、游船公司是否强迫船长出
海等多个方面调查，证据收集完全后将
提交法院。

当地时间 5日 17时 45分左右，“凤凰”
号和“艾莎公主”号在普吉岛附近海域突
遇特大暴风雨，船只倾覆并沉没。“艾莎公
主”号上 42 人悉数获救。“凤凰”号上载有
101 人，其中 87 名中国游客中有 40 人获
救、47人死亡。

泰国开始就普吉游船翻沉事故发放赔偿金

每名遇难者将获得42万元赔偿

希腊媒体曝出，希腊政府决定驱逐
两名俄罗斯外交官，原因是他们涉嫌在
希腊境内行贿并意图破坏希腊与马其顿
政府达成更改国名协议。对此，俄罗斯
媒体 11 日回应，俄方将对等驱逐希腊外
交人员。

希腊《每日新闻》和希腊天空电视台
报道，希腊决定驱逐两名俄罗斯外交官
并禁止另外两人入境。

按希腊媒体说法，俄外交官被指力
图扩大俄罗斯影响力、贿赂希腊政府官
员和神职人员，试图干涉希腊与马其顿
政府间更改国名谈判。

就希腊媒体说法，俄罗斯新闻社援
引俄联邦委员会、即议会上院议员安德
烈·克利莫夫的话报道，一旦希腊驱逐俄
方人员，俄罗斯会采取对等回应，驱逐两
名希腊外交官。克利莫夫没有说明更多
详情。 （据新华社特稿）

俄罗斯与希腊
将互逐外交官

日本自卫队士兵在暴雨受灾地区搜救日本自卫队士兵在暴雨受灾地区搜救。。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被害的姐妹被害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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