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官点评

麻醉抢劫属于特殊抢劫形式

麻醉抢劫是指采用麻醉手段使人丧失

或削弱抵抗力，乘机抢走财物的犯罪行为，

属于抢劫的一种特殊形式。 罪犯利用同受

害者偶然结识，投饵设计诱受害者上钩，伺

机作案，多采用饮食麻醉和呼吸麻醉，手法

隐蔽，容易得手。有时候药物过量甚至还会

造成身体损害。法官在此提醒广大网友，千

万不要轻信陌生人，网友约见要理性，在认

识网友后，更应该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懂得

洁身自好，管好自己，防止人身和财产受到

伤害和损失。本案当中，被告人就是利用网

络交友，给陌生男子设置“粉色陷阱”，趁受

害人不注意的时候将安眠药放入受害人的

杯子当中， 然后等待受害人沉睡失去意识

时将财物盗走。 这种犯罪手法也给很多利

用网络交友的男性提了醒，如果放松警惕，

也会成为犯罪的目标。

同时， 对于案件审理中涉及购买他人

身份证及办理 “黑卡” 的部分犯罪行为，

公安机关正在侦查过程中。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马超

网络相识， 线下见面， 相聊甚欢， 同

入酒店……看似顺理成章， 结果却令人意

外。 近日， 在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以

下简称上海徐汇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的一

起 “麻醉抢劫” 案件， 被告人最终获刑

12 年 。 这起案件也给网友带来了提醒 ：

网络套路深， 谨慎才是真。 笑里可藏刀，

图穷才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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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友步入酒店后的意外……
妙龄女子“麻醉抢劫”他人换来12年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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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娇长相甜美， 皮肤白皙， 人也较瘦。

当她告诉刘明自己只有 25 岁时， 他并没有

任何怀疑。 刘明很开心能在上海出差的时候

认识这位妙龄女子， 虽然刚刚认识， 虽然时

针已过 22 点， 但他还是鼓足勇气当即就发

出了邀约， 希望能够邀其共进晚餐。 没想到

阿娇也欣然答应， 这让出差在外分外无聊的

刘明格外开心。

他们是在一款名为“探探” 的交友软件

上相识的。 “向右滑喜欢， 向左滑无感， 寻

找与你最近的缘分。” 他们就是在这里“一见

钟情” 的， 并交换了微信号。 当刘明邀其外

出时， 他们刚刚在这里“偶遇”， 也就几分

钟。

阿娇对着镜子打扮了一番， 刘明也赶紧整

理了下发型。 按照约定， 他们在火锅店见面

了。 一个身材娇小的南方女孩， 一个身材修长

的北方高学历男生， 就这样隔着火锅聊起了

天。

阿娇说自己是重庆人， 只有 25 岁， 在上

海工作， 俨然一个上海白领。 刘明说自己一个

人来上海出差， 甚是无聊。 两人相聊甚欢， 不

知不觉就到了深夜 24点。

然而两人都没有回家的意愿， 于是刘明带

着阿娇来到衡山路一家氛围不错的酒吧， 两人

一人点了一瓶啤酒， 继续聊天。

又过了一两个小时， 两人走出酒吧， 漫步

在上海街头。 深夜的微凉让两人靠得很近很

近。 刘明似乎想说什么， 但是一直没有说出

口。 此时， 天空中飘落的雨点给了他机会：

“到我住的酒店避避雨吧。”

阿娇没说什么， 就跟着他这样在路上走，

十多分钟后， 她走进了刘明的房间。

出差帅哥“探”上妙龄女子

但是， 下面的剧情并没有按照刘明的想

法去进行。

在酒店的房间里， 刘明想让阿娇先去洗

澡， 但是阿娇让刘明先洗。 刘明洗完后， 阿

娇才进去。

也许是夜已深， 也许是醉意浓， 当刘明

躺在床上等待阿娇沐浴的时候， 突然困意上

头， 一沾上枕头就沉入了梦乡……

隐约当中， 他感觉有人在叫他， 有人在拉

他的手。 但无奈睡意太浓， 他无暇顾及其他。

第二天早上 6点多， 刘明醒来了， 发现阿

娇已不辞而别。 伴随着阿娇一起不见的， 还有

自己的手机和钱包里的现金。 这让本来还昏昏

沉沉的刘明一下子清醒了。

想想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想想已经订

好了当天的机票， 刘明没有报警， 独自搭乘当

天的航班离沪了。

回到家的刘明突然发现， 丢失的手机和现

金仅仅是个小头， 阿娇还在自己昏睡期间转走

了 5万块钱！

原来， 刘明有两个手机， 两个微信号， 当

晚他是用小号添加阿娇为好友的。 阿娇分 5 次

每次 1万元从刘明的大号转到小号， 然后再从

小号将钱转移出去。 转移完毕后， 小号的支付

功能被注销， 也无法查阅此前的转账记录。

由于损失惨重， 顾不及面子的刘明只能选

择返回上海报警。

一朝入眠醒来损失惨重

看似偶然的相遇背后却未必是诱人的因

缘。 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 这起案件才水落

石出。

顺着当晚的监控录像， 警方发现阿娇从

酒店外出后打车来到位于北京西路的暂住

地。

经过排摸发现， 该处有一处为民宿， 其

余为当地居民。 租住在民宿的阿娇体貌特征

与监控中女子相似， 有重大作案嫌疑。 不

久， 阿娇即被抓获。 警方还在她的住所搜到一

张他人身份证和用他人身份证办理的银行卡，

还有一小袋白色粉末状安眠药。 阿娇转来的 5

万元钱就被转到这张卡内， 随后被她偿还欠

款。

阿娇向警方坦白， 其已年满 30， 是个 5

岁孩子的母亲， 也并非来自重庆。 2019 年 5

月中旬， 她因缺钱从郑州来沪寻找作案目标。

几天之后， 刘明就成了她狩猎的对象。

当天晚上赴约前， 她将购买的安眠药磨成

粉末状， 伺机添加到刘明的饮料内。 在火锅

店， 由于人员较多， 不方便下手， 她只能等待

着刘明的进一步邀请。

在酒吧， 他们坐在角落， 昏暗的灯光成为

她最好的掩护。 趁着刘明起身上厕所， 她将安

眠药放进了他的啤酒中。

在刘明沉睡之后， 阿娇拉着他的手用指纹

解锁了手机。 在银行发送的短信中， 阿娇得知

他银行卡里有 8万多的余额。 随后， 她将 5 万

元转到了自己的微信当中， 并带着手机离开了

酒店。

因缺钱来沪寻找作案目标

10 月 28 ?下午， 记者在上海徐汇法院

第三法庭见到了阿娇。 虽然羁押了数月， 但

脸上的憔悴依然掩盖不了清秀的面庞。

在检察官的讯问中， 阿娇坦诚自己做微

商每月收入一万有余， 离异后孩子由对方抚

养。 虽然收入不低， 她还是告诉法庭作案动

机就是缺钱。 为了准备这次作案， 她网购他

人身份证并办理了银行卡， 还购买了安眠

药。

其实， 这不是阿娇第一次作案。 2018

年 1月， 阿娇就是利用相同的手法抢劫了被

害人吴龙。 当时， 阿娇在交友软件上结识吴龙

后， 就赴约到其所在的酒店， 并一同饮酒。 趁

其不备， 阿娇将药物放进杯中。 在吴龙失去意

识后， 阿娇用吴龙的手机为自己购买了一部

9685 元的 iphoneX 手机。 在该案中， 阿娇因

抢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并

处罚金 3000元。

法院在审理后认为， 阿娇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采用药物麻醉方法抢劫他人价值 52000 余

元的财物，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阿娇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 应撤销缓刑， 实

行数罪并罚。

最终， 法院根据案件的事实、 性质、 情节

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判决其有期徒刑 10 年

6 个月， 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元； 与前罪合并，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12

年， 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 3千元。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但判决下达的瞬间还

是成为了压垮阿娇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当庭崩溃， 哭腔中呼喊着自己的母亲， 被法

警架出法庭。 旁听席上特意从老家赶来的母

亲， 也闻声哭成泪人， 倚在旁听席上久久不能

自已。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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