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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击：“⾷⼈恶魔”平静接受注射死刑

2004年6⽉16⽇，锦州凌海⼈那凤麟和其⼥友王静，合谋将北宁市闾阳镇15岁⼥
孩丽丽（化名）绑架，那凤麟勒索不成后将⼩红强奸。随后，两⼈残忍地将少⼥杀死，
⽽后⼜灭绝⼈性地将⼫体分解，并将部分⼫体烹煮后⾷⽤。当年7⽉16⽇，锦州警⽅将
两⼈抓捕归案，后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2004年10⽉28⽇，锦州市中级⼈⺠法院以
绑架罪、强奸罪判处两凶⼿死刑，经辽宁省⾼级⼈⺠法院核准，两罪犯被执⾏注射死
刑。
2005年6⽉9⽇，“⾷⼈
恶魔”那凤麟和王静被执⾏死
刑。与⼤多数被执⾏死刑的
罪犯不同的是，那凤麟和王
静被执⾏的是注射死刑。采
取这种⽅式是否意味着将对
两罪犯为什么犯下如此深重
的恶⾏进⾏探究呢？昨天，
记者从我国警⽅唯⼀⼀个现
场⼼理研究中⼼了解到，对
两名“⾷⼈恶魔”采取注射死
刑原来有着不为⼈知的内
幕。
疤痕和粉刺坑̶不见了
⼄肝患者能与爱⼈接吻吗
研究成果
健康⽣活 品味激情
特居乐快乐避孕赠好礼
“⾷⼈恶魔”⽣理、⼼理
存在特异性
作为世界上仅有的5个能够出具国际认可司法鉴定的国家，我国司法领域现场⼼理
⽅⾯的研究权威机构就是这个现场⼼理研究中⼼。
“我们在两名罪犯被关押期间，对两⼈⽣理、⼼理特点和犯罪⼼理⽅⾯进⾏了专项
研究，发现他们在相关⽅⾯存在特异性，并获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该中⼼的研究⼈员
告诉记者。但鉴于这⼀研究的特殊性，警⽅没有向记者透露研究成果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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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南⽅遭遇特⼤洪⽔
曾荫权就任⾹港特⾸
吉林千万富翁被灭门案
22名在押⼈员袭警脱逃
为赠台⼤熊猫征名
黑龙江⼭洪爆发学⽣遇难
29名被拐婴⼉寻找⽗⺟
台湾渔船集结对峙⽇本

2005年 暴富⾏业⼤揭秘
⼩花⼩草也能帮你发⼤财
⽵炭⽤品2005⽕爆中国
投资2-3万,年利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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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警⽅透露，在发现两名罪犯的相关特征具有特异性的同时，两名罪犯接到了死刑

2005年怎么⼲才能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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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打⼯不如在家当⽼板
宣判。⽽认识到罪孽深重的那凤麟和王静此时主动向有关部门提出，捐献⼫体给国家进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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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科学研究，司法部门根据两⼈的实际情况，依法为其办理了⼫体捐献⼿续。
Jun 2005 - 12 Jan 2017
▾ About this capture
2005年⽼百姓⼲啥赚钱快
怎样成为男⼈喜欢的⼥⼈
现场⽬击
服务器打印机专业提供
专家云集刑场如同科研实验室
电脑维修组装不⽤愁
198元MP3拿回家
6⽉9⽇凌晨5时，记者跟随警⽅⼈员前往锦州凌海市公安局监管⼤队。包括现场⼼ 经济师/造价/药师/医师
理研究中⼼主任、国际颅⾯鉴定协会执⾏主席王⼒军教授，锦州医学院院长、博⼠⽣导
频道精选
师席焕久教授在内的众多医学、刑事侦查学、⼼理学等⽅⾯的专家与那凤麟和王静分别 国务院报告称医改不成功
进⾏了谈话。两名罪犯情绪⽐较平静，在接受了采⾎、留尿等化验准备后，众多科研⼈ NBA实⼒榜-⽕箭超越太阳
徐克武侠巨制《七剑》
员对两名罪犯进⾏了⼼理分析研究。
不完全⽹络游戏爱情⼿册
视频试车
“这是最后的早餐了……”两罪犯在吃饭时这样说。随后，他们被押赴刑场，也是本 宝马跌⾄29.9万元
⼗⼤城市美⼥
我的霸王⼥友
次研究活动的场地̶̶锦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崔家屯，⼀处由于建筑取⼟⽽形成的微型 挑另类男友 星座决定了超⼥
盆地。据介绍，通过对注射死刑⼈员⾏刑的全过程进⾏检测、研究，得出有关现场⼼
男⽣嫉妒宇春 超⼥童年照⽚
理、现场处置、临床⽣物学等⽅⾯的数据，这在国内乃⾄世界都是处于前沿的。
MM酒后表演 ⼤学⽣激情⾃
拍
与记者想象中不同的是，现场并没有令⼈紧张⼼惊的感觉，相反，研究⼈员忙碌的 疯狂明星模仿 ⽼外痰盂喝酒
⾝影倒让⼈感觉似乎⾛进了⼀个科研实验室。⾯对这⼀切，⾸先将被执⾏死刑的王静显 ⽕影⼈⽓漫画 超级⽆敌拳皇
若隐若现车模⾛光 ⼩兵传奇
得⽐较平静，在与研究⼈员进⾏了最后⼀次对话后，王静进⼊执⾏室，前后约20分

钟，王静安静地死去。紧接着，那凤麟被以同样程序执⾏死刑。平静死去的两⼈被移交
给取材⼩组进⾏取材……
专家评价
[评论] 且慢为择校费之死欢呼
[国内] 黑龙江⼤学⽣⽋学费⾼达5亿元
科研成果将为抢救更多⽣命赢得
[法制] ⽇本职员暴打中国陪酒⼥
时间
[军事] 美国伊战开⽀每⽉56亿美元
[奇闻] 怪⼈对镜⾃做⼿术开胸4次
“⽤枪决⽅式执⾏死刑将逐渐被药
[社会] 兰州贫富学⽣教材颜⾊不同
物注射等更加⼈性的⽅式取代。”参与
[内幕] 农⺠靠偷油度⽇ 有宝马车很⼀般
这次执⾏的科研⼈员告诉记者，⽽两
[⼈物] 世界最年长⽼⼈115岁梦中去世
名罪犯的死亡过程、健康⼈药物注射
前后的⽣命体征变化、毒物注射后各
个器官的毒物残留情况、⼈⾯对死亡
的⼼理改变……这些都成为我国司法
富婆称不是台黑帮⼆奶 婴⼉奶粉出现⼀条⾁⾍ 学、医学、解剖学等领域的第⼀⼿资
料。
“药物致死后⼈体器官的移植、毒物现场抢救等⽅⾯都会因为这些数据⽽获得重要
帮助，可以说，结束这两个罪恶的⽣命所带来的科研成果，将会为抢救更多⽣命赢得时
间。”⼀位参与研究的专家对此次“特殊”的死刑这样评价。特派锦州记者 常钦
相关链接
·男⼦奸杀⼥孩伙同⼥友碎⼫煮⾷ 被执⾏注射死刑
·吉林两恶男上⽹时受启发 抢劫卖淫⼥并碎⼫(图)
·变态男⼦为满⾜性欲炖⾷⼥⼫器官 犯侮辱⼫体罪
·吉林男⼦奸杀漂亮⼥⾼中⽣ 碎⼫后抛⼫黑龙江
·⽍徒绑架同居少⼥并撕票 碎⼫后将其抛⼊⻩河
·不堪逼婚 公安局长杀“⼆奶”碎⼫(图)

【实话实说论坛】【⼤ 中 ⼩】【关闭】【评论】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50831070033/http://news.qq.com/a/20050613/0003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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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校发现被肢解⼥⼫
1 2005年版第五套⼈⺠币
2 30狂徒派出所打所长
3 教练与学员性爱戏偷拍
4 被刺字打⼯妹涉嫌卖淫
5 夏天⾥的暴露美⼥
6 “学⽣鸳鸯房”再升温
7 5万裸胸少⼥皇宫跳舞
8 同居⼈拌嘴砍死劝架⼈
9 残疾丑⼥开朗⾯对⽣活
10 美禁⽌舞⼥半裸上舞
最新热门评论
·上海街头⼀⽇本职员光天化
⽇暴打中国陪酒⼥
·交通事故引发纠纷 30狂徒
派出所内打所长(图)
·教育部称择校费将取消 农
村义务教育全部免费
·局长酒后驾车撞死⼈获轻判
法院称其没有逃逸
·打⼯妹被刺字续:涉嫌卖淫
暂不能离开深圳(图)
·⼥⼤学⽣迷信桃花劫补阳失
⾝ ⽆业男财⾊兼收
·坐台⼥⼤学⽣：男⼈耍我我
就拿男⼈取乐(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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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某⾼校校园内发现⼀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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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肢解⼥⼫(图)
31 ·驾校教练将与⼥学员性爱偷
6 captures
f 🐦
2004 2005 2017
15 热门词:
Jun 2005 - 12 Jan 2017
▾ About this capture
【地址栏搜索】【免费站内搜索】
拍成光盘敲诈10万
·富婆⽹上抛车卖房 我不是
今⽇各⼤头条
台湾黑帮的⼆奶(组图)
[国内]⽑泽东照⽚⾸次在台展出(图)
·⼥童长男⼥⽣殖器和三条腿
[国际]智利北部发⽣⾥⽒7.9级强震
⼥性特征更完整
·公安部反恐副局长称我国⾯
[社会]男⼦半裸跳楼 遗⾔千古奇冤
临恐怖主义威胁
[案件]云南闹市发⽣⾃杀性爆炸(图)
[奇闻]31岁男为得到关爱假冒15岁少年
新闻周刊
村⺠遭袭书记市长被撤 [故事]“⼆婚”男⼈，⽆⼒承爱？
国内体坛情侣对对碰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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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中航611所长称正研制9种神秘战机
[内幕]三成⼈流⼥性为在校⼤学⽣
[校园]⾼⼀学⽣因琐事⽃欧误杀同学
[⼈物]同济⼤学研究⽣休学收垃圾
[动物]⼴州⾸次繁殖成功⽩颊长臂猿(图)
何韵诗陈冠希亲热 [史海]⽇军在⼭东制造最⼤细菌战(图)
男⼦杀⼈藏⼫后⾃杀未遂
军事热图
美丽风暴
奇趣动物
艺术写真
每⽇奇趣
狂野世界

英“约克”号
今年
村⺠遭上百
⾸访湛江
最贵连⾐裙
条蛇围困
荨⿇疹 为何反复发作 风湿 类风湿已被攻克
⼀次性根治泌尿性疾病 荨⿇疹湿疹⽪炎可除根
男⼈要给她最⼤的满⾜ 互联⽹创业宝典 揭密
根除⼝臭⼝腔溃疡咽炎 宫腹腔镜不开腹治肌瘤
QQ号
码：
验证码：

黑⽩
⽼⼈以糖当饭 台湾学⽣
概念表
30年滴⽶未进 百发齐放
治强直性脊柱炎有特效 ⽩癜风 ⼀点也没有了
男⼈要给⼥⼈最⼤幸福 抗癌新⽅ 百万⼤赠送
治⽜⽪癣摆脱终⽣痛苦 专治扁平疣痤疮 ⾊斑
⽓管炎哮喘全新治疗法 让男⼈骄傲让⼥⼈幸福

·超⼥谁最适合做⽼婆
·中外⻘年长城狂欢
·13岁⼥孩辍学产⼥婴
·05超级⼥声最美⼥⽣
·⼥孩夜幕下裸⾝乞讨
·轻⽣⼥⼦从⼗楼跳下
·重温《⻄游记》⼗美⼥

发表评论
QQ密码：
匿名发表

提交

* 请各位⽹友遵纪守法并注意语⾔⽂明。
*《互联⽹电⼦公告服务管理规定》
*《全国⼈⼤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安全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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