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南阳讯（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王文彬
张长海）一男子到车间帮朋友做工，不幸被冲压
车床切伤右手，造成七级伤残。谁该对此负
责？昨日，淅川县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帮
工者承担70%的责任，公司承担30%的责任。

朋友帮工受伤
2014 年 5 月 29 日下午，36 岁的饶军到朋友

王琴务工的淅川县某科技有限公司冲压车间帮
忙，在帮助王琴完成工作中被冲压车床切伤右
手。

随后，饶军被送往南阳市区的某医院治
疗。其间，该公司共向饶军垫付医疗费用4.1万
元。但就其他费用，饶军与该公司未能达成一
致。

该公司认为，饶军并非公司职工，未经公司
同意擅自进入工作车间，且系帮助王琴加工产
品，受益人是王琴，应由其承担一定的赔偿责

任；对于前期已经垫付的医疗费，将保留向其追
偿的权利。

7 月 29 日 ，饶军将淅川县某科技有限公司
诉至淅川县法院，请求依法判令该公司赔偿自
己各项损失共计26.5万元。

同年 10月 14日，经南阳丹阳法医临床司法
鉴定所鉴定，饶军右手拇指指间关节离断属于
七级伤残；除拇指外其他四指近侧指间关节功
能丧失，属于七级伤残。

公司担责三成
法院审理后认为，饶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在未经培训的情况下，擅自进入被告厂
区，帮助其朋友王琴完成工作，不慎被车床切伤
右手造成残疾，应承担主要责任，以70%为宜；被
告淅川县某科技有限公司疏于管理，让不属于
公司的外来人员进入厂区，且对原告帮助其员
工工作未尽到阻止义务，导致发生意外，应承担

次要责任，以30%为宜。
经法院核定，原告饶军的医疗费、误工费、

护理费、残疾赔偿金、二次治疗费等费用共计
29.5万元。被告淅川县某科技有限公司应承担
30%的赔偿责任外加精神损害抚慰金 7000 元，
共计9.5万元，扣除被告已经支付的4.1万元，判
令被告在该判决生效10日内再赔偿原告各项损
失共计5.4万元。（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法官提醒
本案中，饶军本来是好心帮助朋友做工，但

因为其未经过相应的培训，不具备操作设备的能
力，使自己受伤致残。无论是给其个人、家庭、朋
友，还是给朋友所在的公司都带来了麻烦。

在日常生活中，义务帮工是很普遍的现
象，无论是帮工者还是受帮者都应明白，帮工
应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防止好事变成
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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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许昌讯（记者 胡
斌 实习生 李冉 通讯员 胡
宽阳 顾静静）爱养花草本是
好事，但深夜窃花装扮自家
触犯了法律。近日，襄城县
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将王某
批准逮捕。

44 岁的王某喜好养花，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深夜路
过县城看到一家店铺外的盆
景不错，便将此盆景搬到了
自己的车上运到家中精心养
护。事后，见并无相关人员
追究他的责任，初尝甜头的
王某便产生了侥幸心理，继
续偷花。自 2014 年 9 月至
11 月起，王某伙同他人，借
用长安面包车于深夜多次潜
入襄城县城区盗窃店铺门外
的花卉，少则几盆招财树、幸
福树、万年青，多则十几盆非
洲茉莉、翠兰、紫金竹等景观
树，多次盗窃所得的花卉均
被几人平分后放置各自家中
观赏养护。

案发后，公安机关从王
某的两层花园洋房中查扣了
61盆花卉，其中有22盆系盗
窃。其实，那些店铺外看似
无人看管的花卉，也均在店
铺老板的摄像头监控范围
里。在确凿证据面前，王某
如实供述了自己多次盗窃他
人花卉的犯罪事实。

本报巩义讯（记者 张书
锋 王晓磊 实习记者 张晓
龙 通讯员 王笑莹）巩义市
的李某平日游手好闲，经常
偷鸡摸狗并抱有侥幸心理，
认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
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因
三年前的一起入室盗窃案
件被公安机关抓获。1 月 8
日，巩义市法院审结了这起
盗窃案。

2011年10月，李某在多
次蹲点后潜入巩义市回郭
镇柏峪村马某家中。入院
后，李某开始翻箱倒柜寻找
钱财和金银首饰，但经过一
番寻找未获得任何值钱的
财物。临出门时，李某看见
摆在客厅桌子上的白色瓷
质伟人像，于是将瓷质伟人
像盗走并顺手拿走了马某
的一双运动鞋和一条西装
裤子。

经过巩义市价格认证
中心鉴定，瓷质伟人像、运
动鞋和裤子共价值190元。

巩义市法院审理后认
为，被告人李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入户盗窃他人财物，
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李某
犯罪以后主动投案，并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
以从轻处罚。故法院作出判
决，被告人李某犯盗窃罪，判
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1000元。

“孩子，到广州后争口气，好好干，别给咱社
区人丢脸呀！”1月 8日一大早，平顶山市卫东区
五一路街道繁荣街社区党支部书记朱淑珍迎着
寒风送李阳踏上远方的征程。“朱妈妈，我要干
出名堂来，决不辜负您的一片苦心！”22 岁的李
阳回答时热泪盈眶。

4 年前，李阳因偷盗被判刑 4 年。2014 年 4
月刑满释放回家，李阳得知父亲已去世、母亲已
改嫁到广州后依偎在奶奶怀里失声痛哭。第二
天，朱淑珍到李阳家看望他：“孩子，你要扬起生
活的风帆，要自己看得起自己，要走正道，社会
不会抛弃你，需要帮助只管说，要么先给你找个
工作？”李阳听后泪如雨下，说：“中。”

朱淑珍披星戴月，跑饭店、进企业……最终

为李阳找了一份在练歌房的工作，月工资 1500
元。近日，李阳的母亲从广州回来办理退休手
续，朱淑珍找到李阳的母亲说：“孩子一个人在
家怪可怜的，你做娘的要有责任感，不如把孩子
带到广州去，那里的工资高。”李阳的母亲感动
地说：“多亏您帮助孩子，中，我把孩子带广州找
工作。”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51 岁的朱淑珍有一颗善良的心，对待失足
青年像对待自己的亲儿女一样，被人称为“失足
青年的妈妈”。近年来，她先后帮助10多名失足
青年走上正道，参加了工作。

朱淑珍在帮教失足青年上重个“情”字，使
思想工作入脑入心。去年 11 月，因打架斗殴服
刑8年的王坤山刑满释放回到家后，终日在家不
出门，父母怎么劝都不起效。一天，王坤山的母
亲找到朱淑珍，请她帮忙劝劝孩子。朱淑珍来

到王坤山家里，看见王坤山低头不语，也不吃
饭。“坤山，有啥想法，给阿姨说说，有啥困难，我
帮你解决！”朱淑珍动情地说。

王坤山“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阿姨，我丢
人呀，回来后，有几个人看见我指指点点，也不
理我，我可咋办呀？”

朱淑珍说：“孩子，不管他们怎么说，走自己
的路，给他们做个样子看。走，到我办公室看
看，说说话。”

王坤山到朱淑珍的办公室，工作人员争着
给他倒水，问候，使王坤山心里热乎乎的。后
来，朱淑珍给他找了一份门卫工作，月工资1300
元，还给他办了低保。

王坤山心里乐开了花，脸上露出了笑容，工
作起来也有劲了。他动情地说：“朱书记待俺像
亲妈，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帮朋友干活被切伤右手
一审法院：未经培训擅自帮助朋友工作造成残疾，应承担主要责任

▲1月13 日，宁陵县公安局组织民警、
消防战士及消防监督员组成宣传小分队，到
辖区商场、歌厅、宾馆、学校等公共场所宣传
消防安全常识，提醒业主和群众时刻绷紧

“防火弦”。图为小分队在某商场讲解大功
率电热器的安全使用方法。

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连永亮 摄影
报道

◀1月12日，陕县公安消
防大队的文员在张湾乡芦村
向参加换届选举的选民宣传
冬季农村防火常识，发放防火
常识宣传单。

记者马建刚 通讯员 张平
乐摄影报道

“朱书记待俺像亲妈”

□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古国凡

平顶山市卫东区五一路街道繁荣街社区党支部书记朱淑珍帮教失足青年二三事

看见店铺花卉
搬到自己家中

可恶
毛贼啥都偷

潜入他人室内
顺走鞋子裤子

本报濮阳讯（记者 李梦
扬 通讯员 刘波 宋铁军）趁新
人在酒店举行热闹婚礼，他打
时间差溜进婚房盗走礼金。1
月 8 日，犯罪嫌疑人董某迫于
警方的压力，在家人的陪同下
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去年 11 月 27 日对濮阳市
的一对新人来说是不寻常的
一天。当天上午10时许，这对
新人在酒店举行婚礼。婚礼
进行一半时，邻居打来电话称
新人的家中被盗了。新郎的
父亲忙回到新郎的婚房查看，
只见房间被人翻得乱七八糟，
存放礼金的抽屉锁被撬，抽屉
内放的万元礼金被盗走。

濮阳市公安局建设分局
接警后迅速开展侦查工作，
民警根据群众反映的嫌疑人
特征，结合周边沿途监控，盯
上一辆当天一直跟随结婚车
队的红色别克轿车。经进一
步工作，警方依车找人，锁定
嫌疑人为董某，但多次抓捕
均无果。办案民警调整工作
思路，多次登门做董某亲属
的工作。迫于压力，董某向
警方投案。

目前，犯罪嫌疑人董某已
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办理
中。

那边新人办婚礼
这边礼金被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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