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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子交通肇事后逃逸!连累其

弟被判巨额赔偿" 检察官人性化执法

不仅令他翻然悔悟投案自首!还使两

件因他而起的民事和刑事诉讼得以圆

满解决"

哥哥肇事弟弟担责

事情要从一辆面包车谈起"

赵大刚!

!"

岁!叶县人"

#$$!

年!

他想买辆小车跑出租!由于手头拮据

一直不能如愿" 在平顶山市新华区某

小学工作的弟弟赵小刚得知情况后!

用自己的工资做抵押于当年
%%

月贷

款
&

万元为哥哥买了一辆面包车" 在

为车辆办理登记手续时!赵小刚使用

的是自己的身份证"

开着这辆车!赵大刚每天早出晚

归!辛苦地跑着出租" 一年后!他及时

为弟弟偿还了银行贷款" 为了预防车

辆发生纠纷连累弟弟!赵大刚找弟弟

商议把车辆过户到自己名下" 不过!

二人签订了一份#车辆转让协议$就以

为已产生了%过户&的效力'

#$$&

年
'

月
%%

日零时许! 赵大

刚驾车与一辆三轮车相撞!三轮车主

被撞伤!乘客李天明被甩出车外!当即

昏迷不醒" 因李天明的内脏被撞断的

肋骨刺破!其
!

天后死亡"

车祸发生后!赵大刚逃离了现场!

当天清晨登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

悲痛欲绝的死者家属要求警方严

惩肇事者" 经过调查!交警部门认定赵

小刚是肇事车辆的登记车主! 但并不

实际拥有和运营此车" 肇事人是已经

逃逸的赵大刚!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

年
(

月
#$

日! 死者家属将

赵小刚起诉到法院! 请求法院判令赵

小刚赔偿各种费用共计
%)%&'"*#(

元!理由是赵小刚是肇事车车主!应当

对交通肇事损害承担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 在肇事司机逃

逸的情况下! 车主理应对出借该车的

肇事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赵小刚关于

车辆已转让给赵大刚的主张! 因赵大

刚不能出庭质证! 故不予采信"

#$$&

年
%%

月
'

日!法院判决赵小刚赔偿死

者家属各种费用共计
%"$#&&*'(

元"

检察官劝肇事司机自首

判决生效后! 由于赵小刚无力支

付
%"

万多元的赔偿款!法院执行部门

便将其工资每月扣划
&$$

元给死者家

属"一年多来!每月只有近千元收入的

赵小刚不堪经济重负"

#$$'

年
&

月
#)

日!赵小刚向湛河区检察院申诉!要求

对此案进行检察监督"

经过审查!承办此案的平顶山市湛

河区检察院民行检察部门的检察官认

为! 车辆转让虽然未办理过户手续!但

因车辆已交付!原车主既不能支配该车

的运营!也不能从该车的运营中获得利

益!故原车主不应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

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遂依法启动民事

诉讼检察监督程序!向上级检察机关提

请抗诉"

检察官马爱丽同时发现!本案关

键人物是赵大刚 ! 如果他能够及时

归案 ! 将对案件的顺利解决起到很

大作用"

办案过程中! 马爱丽细致入微地

对赵小刚进行交通肇事处理规定和自

首处理原则的讲解! 说明交通肇事是

轻罪! 如果其兄能投案自首并积极赔

偿! 在刑事部分不仅可以依法从轻或

减轻处罚! 同时对这起民事申诉案件

的处理也有积极作用"

赵小刚表示! 愿意发动全家人协

助检察官劝赵大刚自首"半个月后!赵

小刚终于打通了赵大刚的电话" 赵大

刚在广州郊区一个小厂里打工! 整日

害怕警察会把他抓回去(偿命&' 经过

赵小刚的再三劝说! 赵大刚同意和马

爱丽通一次电话'电话中!马爱丽细致

地向他讲解有关规定! 终于使他决定

立刻回平顶山自首'

#$$'

年
"

月
#%

日! 赵大刚一下

火车! 就和迎接他的家人一起到湛河

区检察院民行科投案自首'

两起案件顺利结案

#$$'

年
'

月
#&

日! 平顶山市人

民检察院经过审查! 对湛河区检察院

的提请抗诉书作出抗诉决定'

按照有关规定! 上级检察机关决

定抗诉后! 提请抗诉的检察机关的工

作就基本告一段落了' 但马爱丽并没

有就此结案! 她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促

成这起交通肇事案双方当事人和解'

马爱丽的想法得到领导的支持'

她首先和赵大刚的家人接触! 说通赵

家人倾全家之力给死者家属一次性赔

偿!争取法院对赵大刚从轻处理'

接着! 马爱丽和助手来到被害人

家里!见死者的妻子和两个儿女'死者

妻子则哭倒在地述说自己的不幸!怨

恨(多管闲事&的检察官帮助自家的仇

人'

待她们情绪稍微稳定后! 一直陪

着流泪的马爱丽告诉她们! 肇事司机

已经投案自首! 他的家属愿意给予一

次性赔偿'经过一个上午的交谈!死者

家属对这位说话温声细语的女检察官

充满了好感! 愿意在检察官的主持下

和肇事人家属商谈'

今年
%

月
#&

日!在马爱丽的主持

下!赵大刚家属和死者家属经协商!同

意在肇事车拍卖所得
#*!

万元和一年

多每月
&$$

元已先行赔付的基础上!

赵家另行一次性支付
)*&

万元给死者

家属'三日后!赵家将赔款全部交付给

死者家属'

!

月
&

日!根据抗诉决定!法院开庭

再审这起交通肇事赔偿案件' 法庭上!

死者家属要求撤诉!理由是已与原审被

告达成赔偿协议且对方已履行完毕' 法

院经审查后认定这一事实! 于
+

月
#$

日作出本案终结再审诉讼的裁定'

与此同时! 赵大刚交通肇事案刑

事诉讼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

月
%#

日!湛河区检察院对赵大刚提起

公诉'法庭上!检察官指控赵大刚犯交

通肇事罪! 但其在逃逸后能自动投案

自首! 而且其家属已赔偿被害人的经

济损失! 建议法院对其从轻或减轻处

罚' 法院于
&

月
)

日作出判处赵大刚

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的判决' 赵大

刚当即表示服判'

!文中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

安报许昌讯 !记者 谢耀

军 特约记者 张汇涛 "

"

月
%$

日上午 ! 在禹州市朱阁乡沙

坨村 ! 一名中年男子手持杀

猪刀追上一名青年男子挥起

了手中的杀猪刀 ! 就在这千

钧一发之际 ! 两名民警从中

年男子身后一左一右猛扑上

去!将其牢牢控制'

"

月
%$

日上午 ! 禹州市

公安局朱阁派出所接到群众

报警称 ) 朱阁乡沙陀村村民

王某持刀在村里行凶'

警情十万火急!民警毛志

峰*付松根迅速赶赴现场' 民

警刚进村口 ! 呼救声就传入

了他们的耳朵 ' 毛志峰和付

松根赶紧下车 ! 向发出求救

声的地方跑去'

毛志峰和付松根跑进村

里不远 ! 就见前面一个年轻

男子没命地狂奔过来 ! 后面

一个中年男子手持一把杀猪

刀紧追不舍'

看到民警!年轻男子像抓

到了救命稻草一般 ! 飞奔过

来躲到了毛志峰和付松根的

身后'

后面追赶的中年男子见

了民警丝毫没有收敛 ! 绕过

两个民警的堵截 ! 手里挥舞

着一把一尺多长的尖刀 !高

喊着 (谁来也不中 !今天我非

砍死他不中 &!继续追着要砍

年轻男子'

两位民警面对冰冷的尖

刀和冲动的嫌疑人 ! 没有盲

动 !更没有退缩 !一面护着被

追砍的年轻人 ! 一面与持刀

男子周旋 ! 随时准备夺下他

的尖刀'

民警护着年轻男子快速

向一个窄长的死胡同退去 !

等持刀男子跟着进入胡同 !

民警示意年轻男子向胡同深

处跑 ' 持刀男子以为机会来

了 !挥舞着刀企图逼开民警 !

但手中的刀因在胡同中受限

已挥舞不开'

见此情景!民警故意让开

持刀男子 !让其前去追赶 !就

在中年男子追上年轻男子举

起刀向前砍去的时候 ! 两名

民警风驰电掣般一左一右猛

地扑了上去 ! 一人控制一条

胳膊 !(啪 & 的一下将持刀男

子按倒在地'

见此情景!围观的人群顿

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民警经了解得知!持刀行

凶的中年男子王某和被砍杀

的年轻男子王某某系叔侄关

系'

"

月
(

日晚上 !王某和王

某某两人因琐事发生矛盾 !

王某某将王某殴打一顿 ' 曾

经杀过猪的王某感觉自己吃

了亏 ! 便手持杀猪刀到处找

王某某寻仇 !扬言要砍死他 '

其间 ! 他已到王某某家将一

辆摩托车 *两口铁锅砸坏 !并

放了一把火 ! 幸亏王某某家

人扑救及时 ! 火才没有着起

来'

目前! 威胁人身安全*故

意损毁财物的王某和殴打他

人的王某某叔侄俩均已被禹

州警方治安拘留'

安报讯 !记者 张杰
,

文 宁晓

波
,

图"昨日!记者跟随郑州市中原

区三官庙办事处西环社区的巡防

队员!来到西环路郑州市监狱家属

院后一个稍显偏僻的角落!一棵
%$

余米高的参天杨树枝枯叶败!地面

上方圆
%$

余米的范围内是一地干

焦的杨树叶子!叶体还泛着淡淡的

绿色' 巡防队员说!这棵杨树是被

(谋杀&的!树叶在一天时间里全部

掉光了!行为人的目的可能是偷树

卖钱'

俗话说树大招风!如今这棵杨

树是树大招贼' 这棵杨树所处的位

置是原郑州加气厂' 郑州加气厂家

属院的一位老人介绍!该杨树系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种植!如今已有五

六十岁' 杨树高
%$

余米!一人无法

环抱!据说砍伐后可卖几千元钱'

(这树长得可好!下午的时候!

树荫能遮住半个家属楼 ! 可凉快

了! 大家都爱在树荫底下打牌*聊

天+,&附近一位居民说' 如今!正

是树木枝繁叶茂的季节!这棵杨树

上却没有了一片树叶!唯有树冠上

+

个大大的鸟窝还能让人依稀想象

得到往日鸟鸣枝头的繁盛景象'

悲剧发生在
"

月
(

日
##

时
+$

分许'

巡防队员杨成彦*吴汗鹏*王忠

平在郑州市监狱家属院巡逻时突然

发现墙头外的院子后面冒出了火

光!

!

人立即绕到院子后面查看'距

离现场还有
+$

余米时! 巡防队员

发现有两个黑影正在火烧杨树' 此

时!(黑影&也发现了他们!遂转身

逃跑' 由于当时是晚上!现场地面

多是砖头瓦块!周围有土坡*深坑

以及居民自己开垦的小片田地!环

境非常复杂!巡防队员没有追上嫌

疑人!只能确定是两名男子' 随后!

巡防队员赶紧扑灭了树身上的大

火!他们发现!杨树上长得靠下的

几个大树枝已经被砍下!靠近地面

%

米高的树皮被大块大块地撕了下

来!树干已经被烧得发黑了'

"

月
%$

日一早!巡防队员来看

这棵树!发现风一吹!树叶已经开

始哗哗地往下掉了'

昨日一早!巡防队员再次来看

这棵树时!树干已经变得光秃秃的

了'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嫌疑人应

该是想把树弄死后!砍伐卖钱' 但

是砍伐活树容易引起注意!所以他

们才想办法把树弄死' 不过光凭火

烧! 这棵大树应该不会死得这么

快!我们怀疑那两个嫌疑人往树干

里打入了硫酸等强腐蚀液体' &杨

成彦说'

连日来!尽管巡防队员加强了

对杨树周围的巡逻密度!但是至今

没有再发现任何可疑人员'

!线索提供 李新"

安报新乡讯 !记者 赵国宇 通讯

员 张志辉 王文军" 伙同他人入室盗

窃后负罪潜逃!办案民警得知潜逃疑

犯喜欢上网的情况后!巧妙利用
--

聊天得知其上网地点!并迅速赶到将

其抓获' 这是昨日记者从新乡市公安

局凤泉分局刑警大队获悉的'

今年
%

月
#!

日!凤泉分局刑警

大队大块责任区中队接到该区大块

镇秀才庄村村民赵明喜报案称!其

家中一部波导手机*一对黄金耳坠*

一条钯金项链及
#$$

元现金等物品

夜间被盗!总价值约
!")$

元'

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走访和缜密

侦办! 嫌疑人很快锁定在该村村民

马某身上!

&

月
)

日!刑警们将犯罪

嫌疑人马某抓获归案!马某供述!该

案系他和卢某共同作案! 但听到风

声的卢某已畏罪潜逃' 凤泉分局刑

警大队于
&

月
%%

日将卢某列为网

上追逃嫌疑人'

专案组民警了解到卢某喜欢上

网的情况! 通过卢某的一个网友了

解到卢某经常使用的
--

号码!随

即试图通过网络聊天和卢某接触'

"

月
'

日! 民警们在网上看到卢某上

线!遂以网友名义和卢某聊天!得知

卢某在新乡市牧野区一网吧内上

网!民警崔玉军*韩兴启*郑永光三

人迅速赶到该网吧将其当场抓获'

经突审! 卢某对入室盗窃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在此基础上!办案

民警又进一步加大审讯力度斗智攻

心!经过一番较量!卢某又先后交代

了自
#$$)

年以来! 其伙同潘某*高

某*张某*王某等人窜至凤泉区大块

镇秀才庄* 块村营村等地疯狂实施

盗窃活动
#$

余起! 盗走价值
%$

万

余元的铜锭*铜丝*电机等物品的犯

罪事实'根据卢某交代的情况!三名

办案民警连夜出击! 又将另外
)

名

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其中还包括

一名因涉嫌强奸罪被凤泉分局上网

追逃的犯罪嫌疑人张某'

!"#$%&'()*+,

犯罪嫌疑人#两个黑影 受害者#一棵杨树

安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黄庆华

劝说逃跑的肇事者投案自首$化解死者家属对肇事者的怨恨

及时出手
阻止血案发生

-./0$12345,

被毁的树木

网上聊天
揪出狡猾逃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