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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快过年了，平常聚不到一起的
亲友相聚在一起，打牌娱乐是常有的事。我
们怎样区别赌博与娱乐，怎样来把握这个
度？

三门峡中级法院法官王建锋：我国刑法
规定的赌博罪是指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
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其与群众日常的娱
乐行为有明显的区别。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赌博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
的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进行带有少量财
物输赢的娱乐活动，以及提供棋牌室等娱乐
场所只收取正常的场所和服务费用的经营
行为等，不以赌博论处。因此，判断是否构
成赌博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以营利为
目的。在审判实践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判断，一是看是否通过“聚众赌博”、“开
设赌场”或“以赌博为业”等行为从中抽彩头
获利。二是看抽取的彩头量是否超出当地
经济状况及公众接受的消费水平。三是从
主观目的看是为了营利还是休闲消遣。赌
博不仅危害社会秩序，影响生产、工作和生
活，而且往往容易诱发其他犯罪，对社会危
害很大，所以，请大家远离赌场，拒绝赌博。

柴某、张某（女）伙同许某预谋以看
病消灾为名实施诈骗。2010 年 4 月 3
日，3人窜至固始县徐集乡街道，遇到65
岁的老太太杜某。柴某、张某故意上前
询问杜某附近是否有100多岁的白胡子
老头给人看病；并对杜某说，白胡子老
头看病、消灾都很灵。杜某回答说“不
知道”。后二人借机与杜某闲聊，获取
其家庭基本情况等信息。随后，二人私
下将获取的信息透露给许某，又将杜某
领至许某跟前。许某自称是白胡子老
头的孙子，并谎称爷爷当天过生日，3天
之内不给人看病。此时，柴某、张某假
意一再要求许某介绍其爷爷来帮人看
病。许某转了一圈回来说，他爷爷已经
算到今天会有人来找他，还算出他们当
中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并说出老太
太有几个儿子、几个女儿以及老太太的
老伴身体有病，常年吃药。杜某觉得，
这许某的爷爷算得真准。可是接着许某
就说，杜某家里近期会有灾难，如果不及
时消灾，将会出大事。杜某连忙请求许
某找其爷爷消灾。许某答应后，转了一
圈，然后回来和杜某说，要消灾得心诚，
让杜某把家里金银都拿来才能消灾。杜
某说没有金银，只有6000元钱。许某说，
钱也可以。杜某将家中的6000元钱取来
交给许某后，许某让杜某3天后再来。杜
某不知道，3天后她是找不到人的。因为
许某等3人当天就逃离了。

同年7月3日上午10时许，柴某、张
某和许某窜至固始县丰港乡桥沟街道，
采用同样手段骗取该乡 60 余岁老太太
左某金耳环一对。3 人欲逃离时，被左
某的外甥饶某发现并报警。许某被当
场抓住，柴某、张某逃离。

不久前，柴某、张某落网。
近日，固始县法院对该起诈骗案中

的柴某、张某作出判决，以诈骗罪判处
二人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
处罚金2000元。

（记者 周惠 通讯员 吕志豪）

2012年3月，包工头郭某在未和李
某签订任何承建协议的情况下，承建
李某的房子。两个月后，房屋完工，李
某支付了郭某部分工钱，还余 5815 元
工钱未结清。此后，郭某多次向李某
催要建房余款，李某以郭某所建房屋
二楼下雨漏水为由拒付剩余工钱。就
这样，双方一直拖着，李某不给钱，郭
某也不给他修房屋。

不久前，实在等不下去的郭某将
李某诉至漯河市郾城区法院孟庙法
庭，请求法庭判令李某支付建筑余款。

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了解到郭
某为李某建造的房屋确实出现雨天漏
水的情况，房屋质量存在瑕疵，已经影
响到李某及家人的生活。

经承办法官多次调解，最后双方
达成和解：李某支付郭某房款2000元，
郭某承诺为李某补修漏水房屋。

（记者 薛华 通讯员 李慧杰刘晓）

□法官提醒
农民建房要将工程承包给有建房

资质的施工队伍，施工前要签订建房
合同，对造价、质量等主要条款要约定
明确、详细，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2012年10月12日，张某的丈夫开着一辆普通
面包车与张某一起外出，当走到京港澳高速公路
漯河路段时，正碰上某高速公路公司在进行路面
拓宽施工。该公司将高速公路的东幅进行封闭，
西侧道路改为单幅双向车道，中间只设置水泥分
段隔离墩。张某的丈夫开车路过此处时，不慎撞
到了分段隔离墩，车辆发生侧翻后进入行车道，与
正在行驶的大型普通客车发生碰撞，造成张某丈
夫当场死亡，张某重伤。后交警部门认定，由于张
某的丈夫不注意安全行驶，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天降大祸，张某一夜间失去了丈夫，自己又身
受重伤，尽管丈夫被交警部门认定为负全部责任，

但张某还是认为，某高速公路公司没有尽到相应
管理责任，违反了保障司机安全义务，应当进行赔
偿。因此，张某将该公司告上法庭。

2013年4月，张某在与朋友聚会
期间听说巩义市小沟村的几处出租
房内常有传销人员聚集。听到这个
消息，张某竟看出了“黑吃黑”的劫
财之道。

而后的几天，张某便在小沟村
的几处出租房附近观察打探，并确
定其中的两处确实为传销窝点。

随后，张某联系李某、宋某、王
某3人，说出了他的计划。经过张某
一番劝说，3 人打消了疑虑，答应了
张某的“入伙”邀请。

2013年 4月 18日晚上，张某、李
某等 4 人身穿假警服，携带假手铐、
探照灯等物品来到其事先打探好的
一处传销窝点外，由王某翻墙进入
院内打开大门，张某、李某、宋某随
后冲进传销人员居住的房屋内，冒

充警察，让传销人员交出手机、钱包
等物品。但因该传销窝点为底层传
销人员的住所，当晚4人并没有抢到
财物。

事后，4 人觉得很不甘心，于是
故技重施。

2013 年 4 月 26 日晚上，张某伙
同李某、宋某、王某闯入事先打探好
的另一处传销窝点内，以警察的名
义命令屋内人员交出财物。然而这
一次，其中一人要求查看张某的证
件。看几人谁都拿不出证件，屋内
的人识破几人是假警察。而后，屋
内的人便开始反抗，并合力将王某
制伏。张某、宋某、李某看事情进展
不妙，便趁乱逃跑。后听到打斗声
的邻居报案，张某、宋某、李某也先
后被公安机关抓获。

春节回家开“赌场”

□主持人/张可

李某是渑池县某村人，2013 年春节，漂
泊在外多年的李某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见
到了许多儿时的玩伴。相聚时，大家的话题
除了谈论外面的世界多精彩，更多的是打工
赚钱的辛苦和生活的无奈，并不时发出“赚
钱就是要来花的”、“要对自己好一些”的人
生感叹。其间，当大家谈到 2009 年春节晚
会上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时，不知谁提议

“玩一把推饼”（一种赌博游戏）。在讨论去

哪玩时，李某认为自己家里宽敞，便提议到
自己家里去。

起初，就同村的几个好友在李某家里
玩。渐渐地，邻村的甚至更远的一些年轻人
也陆续参与其中。随着参与人数的不断增
加，李某便退出了推饼游戏，专门提供场地
供这些人来此玩。他还和同村的张某、赵某
商量，让张某和赵某负责抽头提钱，并在场
内进行服务。慢慢地，李某家里就像一个赌

场一样。后来，李某的邻居因受不了李某家
里的吵闹，就进行举报。公安机关随后进行
查处，发现李某已涉嫌犯罪，遂将李某抓
获。经证实，短短两个月内，李某共抽头获
利两万余元。

渑池县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以非法营
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其行为已经构成赌博
罪，遂以赌博罪判处李某管制一年，处罚金
2000元，并没收非法所得。

□连线专家

本栏目“说说过年这些事儿”继续征集线索。只要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与过年有关的，无论是哪方面的事，都欢迎你来说说。

告高速公路公司要赔偿

许昌市魏都区法院半截
河法庭副庭长李艳喜接手此
案后，多次与高速公路公司沟
通，希望能达成调解。但双方
对赔偿数额分歧较大，并未达
成一致意见。此后，法院根据
案情作出一审判决，某高速公
路公司因在拓宽道路时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 30%
的赔偿责任，赔偿张某 60200
元。一审判决后，高速公路公
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近
日，二审法院作出判决，维持
了原判。

（记者 王晓磊 实习生 李
冉 通讯员 芦萍 和忠）

发现传销窝点 冒充警察抢劫

身边的事儿

结果

结果
身边的事儿 巩义市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李某、宋某、王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以胁迫的方法抢劫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
成抢劫罪，且系冒充警察抢劫。但因除了两名被害人陈述
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4人胁迫被害人拿出财物后，取得了
被害人的财物，且没有证据证明 4人在抢劫过程中造成他
人人身伤害，属抢劫未遂，可以比照抢劫既遂从轻或减轻
处罚。近日，巩义市法院以抢劫罪依法判处张某有期徒刑
7年，李某、宋某、王某有期徒刑 6年，4人均被处罚金一万
元。 （记者 张书锋 通讯员 刘晓培）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
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
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入户抢劫的;
(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三)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
融机构的;(四)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五)抢劫致
人重伤、死亡的;(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七)持枪抢劫
的;(八)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

□法律链接

看病消灾神乎其神
其实只是一场骗局

“那个白胡子老头很神啊，看病
很灵，还能给人消灾，你认识吗？”

当你听到这样的打听时，你应
该立马反应过来，这是一个骗局的
开始。

盖的房子漏水，房主拒绝支付
剩余工钱，施工者也不给房主修理
房屋，双方僵持不下。其实，双方
在盖房前若能签上一纸合同，就不
会出现这种纠纷。

房屋漏水拒付余款
经过调解拿回工钱

丈夫驾车在高速公路上
发生车祸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负全

部责任。然而妻子认为，这一切都是高
速公路修路导致的，遂将某高速公路

公司告上法庭。最终，她获得了
6万余元赔偿款。

今天，主持
人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个过年期

间娱乐消遣过了头的事儿。有些人，
在娱乐中发现来钱的路子，不费吹灰

之力就赚了大钱，却没想到已
是犯罪。

发现非法
传销窝点后，张某不及时报

案，反倒利欲熏心，伙同他人一再
冒充警察抢劫传销人员，没想到

演技太差被识破。

她
丈夫车祸死亡负全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