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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女友父母反对婚事起杀心

2002 年 1 月 21 日下午 5 时许，湖北房县
门古寺镇秦口村一村民上山放羊时，在叶家
沟（小地名）往里几十米处，看到一个十几岁
男孩子的尸体。接到报警后的当晚，房县公
安局组织刑侦和当地派出所几十名民警上
案开展工作，查明死者系秦口中学初中一年
级 14 岁学生杨虎。

调查中，死者的父母认定杀害儿子的是
女儿的男朋友操仲义所为，而此时有重大作
案嫌疑的操仲义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之后，警方获取多种证据证明，操仲义就是
杀害杨虎的凶手 。

侦查员在侦查工作中了解到，操仲义故
意杀人是因恋爱问题所引起。2001 年初，经
人介绍，操仲义结识了同村女青年杨某，此
后二人一同外出务工。2002 年春节前夕，操
仲义提着礼品到女方家提出结婚的事，不料
遭到女友父母的反对，争执中还被女友的母
亲打了一耳光。

女 方 父 母 反 对 婚 事 让 操 仲 义 怀 恨 在
心，之前听女友说弟弟在当地中学寄读，
于是产生了杀人报复的恶念。2002 年 1 月
20 日晚八时许，操仲义在家里找了一把匕
首藏在身上，来到秦口中学，在取得老师
的信任后，将女友的弟弟骗出学校，并在

距学校 1 公里左右的山沟里，趁天黑将杨
虎 杀 害 。 当 第 二 天 下 午 村 民 发 现 杨 虎 尸
体，公安民警赶到时，操仲义早已乘车逃
出了房县。

用妻子前夫姓名办身份证

作案潜逃后，为躲避公安机关抓捕，操
仲义烧掉了自己的身份证，并改名“杨龙”，
自称是河南人，先后在河南、浙江等地打工

藏身。2006 年，操仲义在安徽省阜阳市务工

期间结识了丧夫的卞某。因操仲义言语不

多，干活勤快，2007 年，卞某带着前夫的一双

儿女与操仲义组成了新的家庭。由于卞某

前夫去世后没有到当地公安机关注销户口，

在当地村干部的帮助下，操仲义以卞某户口

本上前夫“刘某付”的姓名在当地派出所办

了身份证。

漂白身份后的操仲义开始有些不踏实，
生怕被人识破了真相，时间长了，他还真把
自己当成了“刘某付”，2010 年还与卞某生育
了一个女儿。

因“老实厚道”娶到老婆

在校学生被人骗出杀死在野外，这一案
件受到当地各级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十
几年来，房县警方追凶的脚印印在了湖北省

所有的地市，也印在了河南、四川、北京、广

东、新疆等省市。

今年 8 月 20 日，一个好消息传到了房县

公安局，通过信息研判、DNA 比对，消失 15

年的作案在逃人员操仲义在安徽省阜阳市

冒了出来，但信息显示他不叫操仲义，而叫

“刘某付”。

8 月 22 日，房县民警赶赴安徽省阜阳

市，经过连续 3 昼夜奋战，于 8 月 23 日下午

终将潜逃 15 年的杀人在逃人员操仲义成功

抓获。

对于与自己生活了 11 年、为人老实的丈

夫突然间成了杀人在逃人员，卞某和她的 3

个儿女怎么也不相信。刚认识的时候，他自

称叫“杨龙”，因为人老实厚道，干活勤快，特

别是对自己的一双儿女好，这才嫁给了他。

结婚后，卞某也曾问过丈夫为什么不回家，

他解释说家里一个姐姐早已出嫁没什么来

往，自己与母亲关系不好，所以不想也不愿

意回家。

8 月 25 日下午，在房县看守所关押的操

仲义在入所后第一次接受侦查员的讯问，当

被问及 15 年前杀人有无悔意时，他回答说：

“我已经为人之父，年轻时的一时冲动害了

别人也害了我自己，跑了这么多年，也是该

承担法律责任的时候了。” (楚天)

交纳几百元，便可预测中奖号码；交纳

几千元，提供彩票内幕数据；交纳几万元，提

供彩票二等奖号码……就这样，在浙江建德

打工的河南籍男子章先生一步步走进骗子

的圈套，半年时间陆续被骗 10 余次，累计被

骗 16 万余元人民币（下同），最后骗子的套路

都已用完，不再联系章先生，可章先生还在

做着发财梦。

据了解，47 岁的章先生几年前来到建德

安仁打工，平时喜欢买彩票，梦想有朝一日

能中个大奖。

2017 年 2 月，章先生在浏览网站时无意

打开一个“福利彩票网站”的网页，该网站声

称可向彩民提供预测号码，中奖率很高。他

怦然心动，随即缴费 298 元注册成为会员。

为获得更多彩票内幕，章先生又交纳 6000 元

成为高级会员。

几天后，客服再次致电，称只要交纳 16

万，便可获得彩票二等奖中奖号码，章先生

听后怦然心动，但因资金不够便向客服商量

能不能便宜点，客服称可以贷款。

此后章先生省吃俭用，只要身上有了钱

就马上汇给对方，可客服却每次都以不同理

由拖延，并且从未给过章先生任何预测号

码，而章先生依旧陆续向对方汇款不下 10

次，金额达 166400 元。

直到开奖之日来临，中奖号码仍迟迟未

到，同时章先生发现自己已联系不上对方，
着急的章先生终于报了警。

民警展开调查后，不久便锁定犯罪嫌疑
人王某。民警伪装成租客，在王某落脚区域
进行暗访，很快将其抓获。

据了解，王某（29 岁）福建人，家里经营
茶叶生意，条件优渥，章先生每次汇款几个小
时后，王某便驾驶自己 50 多万的捷豹车停到
银行没有监控的附近，再打摩的前去取款。

在看守所里，王某说道：“我实在想不出
还有什么理由可以骗他了！”

其实，在被骗的半年期间，章先生也曾
怀疑自己被骗，但又抱着赌一把的心态越陷
越深，直至骗子的“剧本”全部用完，甚至编
不出理由来，骗局才戛然而止。

目前，王某已被建德警方刑拘，案件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 （中新）

想获彩票内幕数据中大奖，河南一男子被骗16万余元

骗子用完“剧本”编不下去了

湖北一男子不满女友父母反对婚事，杀死女友14岁弟弟潜逃15年落网

逃犯因“老实”娶妻生子
卞某 怎 么 也 不 敢 相

信，与自己生活了
11 年丈夫突然间成了杀人
在逃人员；她的 3 个儿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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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工头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将追究刑事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农民
工讨薪无果欲跳楼”、“农民工集体上访讨薪
引发暴力事件”等新闻，建设领域是欠薪的重
灾区，在此类案件频发的主要原因是欠薪成
本低，农民工维权成本大，难以起到震慑作
用，本案正是基于某包工头恶意欠薪所引发。

一、案情简介 被告人胡某分包了位于四
川省双流县黄水镇的三胜翡骊山一期景观工
程的部分施工工程，之后聘用多名民工入场
施工。施工期间，胡某累计收到发包人支付
的工程款 51 万余元，已超过结算时确认的实
际工程款。该工程完工后，胡某以工程亏损
为由拖欠李某等20余名民工工资12余万元。

事后，双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责
令胡某支付拖欠农民工工资，胡却于当晚订
购机票并在次日早上乘飞机逃匿。业主单位
作为工程总承包商支付农民工工资后，公安
机关对胡某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立案侦
查，随后胡某被抓获。

二、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胡某拒不
支付 20 余名民工的劳动报酬达 12 万元，数额
较大，且在政府有关部门责令其支付后逃匿，
其行为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三、法律分析 本案中，被告人胡某虽然不
具有合法的用工资格，又属没有相应建筑工程
施工资质而承包建筑工程施工项目，且违法招
用农民工进行施工，上述情况不影响以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罪追究刑事责任。胡某逃匿后，工
程总承包企业按照有关规定清偿了胡某拖欠
的工资，其清偿行为属于垫付，这一行为虽然
消减了拖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但并不能免除
对胡某应当支付劳动报酬的责任。

四、法律提示 1、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
单位或者个人（包工头），违法用工且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
付仍不支付的，应当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追
究刑事责任。2、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
或者个人（包工头），即使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在
刑事立案前为其垫付了劳动报酬的，也不影响
追究该用工单位或者个人（包工头）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的刑事责任。3、在工程层层转包
的情况下，一定要弄清谁是欠薪主体，一般说
来，在用人单位或者个人（包工头）拖欠工资的
情况下，农民工首先要和其协商，协商不成时
可以通过向当地劳动监察机构投诉举报，必要
时可要求该部门追究其刑事责任。

肖拥群 唐晓珍 海南威盾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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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出院一个月便离世

2014 年 10 月 22 日，居住在于洪区一花
园小区的 88 岁老太海某在小区里散步，突然
被一辆倒行的车辆撞倒在地。随即，海某被

送到了医院进行救治。经查，肇事车辆是沈

阳某公司车辆，司机付某正在执行公务。车

辆投保了交强险和 50 万元商业险。同时，交

警部门认定肇事司机承担全部责任。

经诊断，老人除了腹部挫伤外，身体还
有 18 处骨折，十分危险。老人在医院住院治

疗了 36 天，医院建议再进行肝脏增强 CT、抗

核抗体等检查，家属予以拒绝，并办理出院
手续。没想到出院刚一个月，海某便不幸病亡。

死亡医学证明书记载，直接导致海某死
亡的疾病或情况为肋骨骨折、冠心病。根本
死亡原因为骨折。

交通肇事的参与度为30%

随后，老人的子女将肇事车辆单位、司机
和保险公司起诉到了于洪区人民法院，要求
赔偿各项损失。肇事车辆单位申请对老人死

亡与肇事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进行鉴定。经法

医临床学鉴定，海某的死亡与交通肇事有因
果关系，交通肇事的参与度为30%。肇事司机
表示，由于事发时自己在执行公务，因此应该

由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此外，自己垫付了近2
万元费用，请求单位和保险公司返还。

肇事车辆单位认为，事故前，老人已有
小脑萎缩的病史，且年事已高。另外，真正
导致老人死亡的是伤者及其亲属不愿配合
治疗。公司只愿意在事故参与度 30%的基础
上承担责任。

老人对本起事故不负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虽然海某的个人体质状
况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一定影响，但这不
是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过错，海某不应
因个人体质状况对交通事故导致的死亡存
在一定影响而自负相应责任。从交通事故
受害人发生损伤及造成损害后果的因果关
系看，本起交通事故的引发系肇事司机驾驶
事故车辆倒车，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剐碰海
某，致其跌倒发生骨折后卧床所致。事故责
任认定海某对本起事故不负责任，其对事故
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造成均无过错。

肇事司机系执行公务，应由单位承担赔
偿责任。对于保险公司的辩解意见，法院不
予支持。最终，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赔偿
海某家属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死亡赔
偿金等各项费用 23.8 万余元。保险公司返
还司机垫付的近 2 万元。 （沈晚）

2016 年 12 月 18 日，76 岁的吴某某入住
某养老公寓。经过养老公寓的观察和综合
测评，认为吴某某虽处于高龄并有高血压、
哮喘等疾病，但总体身体正常，属自理老
人。吴某某依照自理标准缴纳了护理费、住
宿费等费用。

2017年1月7日凌晨，养老公寓的工作人
员在查房过程中，发现吴某某半倚靠在门边，
手拿一杯牛奶，已经没有脉搏和呼吸。经120
急救医生检查后，确认吴某某已死亡。吴某
（吴某某的女儿）认为，养老公寓未依约履行
安全保障义务，在老人发生跌倒摔伤事故后，

未及时通知家属和送医，致使吴某某死亡，养
老公寓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故起诉要求养
老公寓赔偿各类损失29万余元。

近日，江苏张家港法院经审理认为，原
告主张因被告管理不善致使吴某某摔倒，并
因没有得到及时救助导致死亡，但《急救病
历》并未载明吴某某有外伤或因摔伤致死；
吴某某属于自理老人，原告也无证据证明被
告存在管理不善导致吴某某摔倒的情形；且
双方均确认吴某某患有严重哮喘病，《居民
死亡殡葬证》也注明死亡原因为慢性支气管
炎，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依

法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官点评：某养老公寓系经民政局批准

设立的个体型民办非企业单位，为非盈利机
构。吴某某与养老公寓实际构成养老服务
合同关系。双方应根据《入住托养合同书》
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从审理情况看，养老
公寓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切实履行了提供住
宿、饮食、卫生、查房等合同义务。现有证据
显示吴某某系因病死亡，无证据证明养老公
寓的服务存在瑕疵或者吴某某的死亡与被
告提供的服务存在因果关系，故依法驳回了
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

残疾儿童如何实现接受义务教育权？
答：根据《义务教育法》第 19 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根据需要设置相应的实施特殊教育的学校（班），对视力
残疾、听力语言残疾和智力残疾的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
教育。特殊教育学校（班）应当具备适应残疾儿童、少年学
习、康复、生活特点的场所和设施。普通学校应当接收具有
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并为其
学习、康复提供帮助。

未达业绩指标，遭罚能否维权？
儋州余小姐：我没有完成上半年度的经营目标，为此公

司说要扣我的奖金，还说年终奖也不会有我的份。但是这个
经营目标是公司新领导上任时才临时下达的，当时只是笼统
地说要跟考核挂钩。现在突然说要扣我的钱，我觉得无法接
受。请问，公司的奖金和年终奖发放是否也应有书面的制
度？此事我能否维权？

回复：公司可以在书面的制度中规定奖金和年终奖的发放
办法，也可以在合同中与员工作具体约定，这是公司管理的自
由。根据余小姐的情况，如果公司的确有关于年终奖发放的书
面制度，那么公司就有权根据余小姐的情况不发放年终奖。

先赠与后继承，房产应如何归属
海口方先生：一老人在过世前，曾经写了一份赠与合同，

将一处房产赠与小儿子。但此后，他又写了一份遗嘱，明确
同一处房产由大儿子继承。现在老人已经去世，请问这处房
产究竟应该归大儿子所有，还是归小儿子所有？

回复：根据方先生所叙述的情况，我认为关键在于老人
生前所写赠与合同是否已实际履行，房屋是否已办理了产权
变更登记。

如果赠与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并办理过产权登记，则老人
之后所写的遗嘱无效，因老人生前已经处理了自己的个人合
法财产；如果该赠与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的话，则老人的房
屋按照其遗嘱的内容执行。七旬老人养老公寓死亡，家属起诉索赔被驳，法院：

因病死亡养老公寓不担责

辽宁一八旬老人小区散步被车撞致18处骨折

伤重过世获赔23.8万
辽宁沈阳一名 88 岁的老

人在小区散步，不慎
被一辆倒行的车辆撞倒，造成全
身 18 处骨折。住院治疗 36 天
后，医院要求再做检查，遭到伤
者家属拒绝，并办理出院。出院
后 一 个 月，老 人 不 幸 病 亡，根
本死因是骨折。经鉴定，交通事
故在其中参与度为30%。8月21
日，沈阳于洪区人民法院公布判
决结果。

（上接 1 版）作为烈士符某奇的抚养人享受国家定期抚恤金。

母亲2002年去世后，由符某德继续领取该抚恤金。2006年，民

政部门在核查时发现他母亲已经病故，于 2007 年 1 月停止发

放符某德抚恤金并收回《优抚对象定期抚恤金领取证》。符某

德对此感到不解，从2007年开始多次到相关部门上访。

“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您其实不具备享受定期抚

恤金的条件。”了解到具体情况后，朋海松律师从《军人抚恤

优待条例》和法律条文上一条条耐心跟符某德分析并提供专
业意见。虽然中间需要来回翻译，但符某德听得十分认真。

临走时，符某德笑着告诉记者：“朋律师讲的很详细，也很
清楚，我觉得他是真心在为我考虑，对于今天信访接待的态度
我很满意。”

以第三方身份化解信访人情绪

“符某德老人虽然多次上访，但他本人的情绪不大，还是

讲道理的。但有一些信访人情绪比较激动，他们往往认为我

们是信访局请来的，就是为政府说话。”朋海松表示，面对这

类信访人，如何缓解他们的负面情绪，并让他们信任律师，成

为值班律师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今年 3 月 22 日，桥头镇玉包村委会村民吴某文因为桥

头中学早期拖欠其水泥款 2688 元到县信访局上访。“我刚

接访的时候，吴某文情绪偏激，整个信访大厅都能听到他的

声音。”朋海松告诉记者，虽然金额不多，但是这笔水泥款

从 1987 年一直拖欠至今，接访当天吴某文气冲冲地说利息

要十几万。在朋海松看来，这种情况下律师首先是要站在
信访人的角度，拉近与信访人的距离，然后才摆事实，讲道
理，依法维护其合理诉求。最终，吴某文在朋海松的建议
下，妥善解决了拖欠水泥款问题。

“我在接访的过程中发现，不少群众上访是因为对法律

法规不太了解，他们想让政府帮助却又不相信政府，所以在

这种情况下，如果有第三方能够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就可
以化解许多问题。”朋海松在接触了多位信访人后，说出了信
访人的心声。

律师帮助扭转“信访不信法”

曾养德介绍，自建立律师参与接访机制以来，在化解疑难
复杂信访问题、引导信访人合理合法表达诉求、促进社会稳定
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截止目前，参与接访工作的律
师共接待来访群众263人次，带案下访15批次，参与专题协调
会22次，化解矛盾纠纷38起。

“一些涉法涉诉问题，根据信访条例，是由司法机关
处理，但是多数信访人都有‘信访不信法’的观念，有些信
访人仍然会来信访部门提出诉求。”曾养德告诉记者，面
对这种情况，律师一方面从法律上分析、解答信访人提出
的诉求，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信访人了解其主张权利的法
律依据和法律程序，并在接访过程中引导信访人走法律程
序解决诉求，从而有效实现诉访分离。

“下一步，我们将探索实行律师包案制，把一些涉法涉诉
的信访案件交由律师负责到底。”曾养德表示，通过包案化
解，最大可能地化解社会矛盾。如此同时，律师在参与接访
工作中还要加强法律法规宣传，通过不断增强群众的法律意
识来彻底扭转“信访不信法”的观念。

“通过不断完善、推进律师参与接访工作，可以有效解决
信访突出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助力美好新海南建设。”曾养
德满怀信心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