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洛阳讯 !记者 郭富昌 特约

记者 常向阳 通讯员 张磊强"昨日!嵩

县公安局看守所内! 当民警再次对婚

姻诈骗犯罪嫌疑人迪里朔" 恰沙叶进

行提审时! 二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懊

悔不已! 并表示积极协助警方抓获在

逃的其他犯罪嫌疑人#

去年
!

月! 云南省福贡县的迪里

朔带着两名外省妇女恰沙叶" 福沙花

来到嵩县九店乡九店村! 住在该村村

民付某家中! 付某的妻子佘妹花也是

云南人$迪里朔自称是恰沙叶的哥哥!

想给妹妹恰沙叶在九店乡找个对象$

相过多名大龄男青年! 恰沙叶都不中

意$见到九店乡九皋村村民郭某后!恰

沙叶表示愿意! 但提出要
"

万元钱彩

礼$郭某当天交给恰沙叶
#$$$

元钱作

为订婚钱$ 次日!郭某又交给恰沙叶
#

万元$ 第三天!迪里朔称要回云南!恰

沙叶说要把钱交给哥哥迪里朔! 让他

带给云南老家的父母! 并向郭某催要

另外
#

万元钱! 郭某又拿出
#

万元交

给了迪里朔$

与此同时!福沙花也以同样的方式

在九店乡九店村找了一个对象焦某!收

取对方
!$$$

元钱彩礼$ 几天后! 恰沙

叶%福沙花和佘妹花
%

人不知去向$

嵩县公安局九店派出所接到报案

后! 经调查认定该案涉嫌利用婚姻诈

骗钱财! 并于今年
&

月
"&

日立案侦

查!将本案所有嫌疑人上网追逃$

'

月

#(

日! 迪里朔在浙江省杭州市火车站

被铁路警方抓获$ 迪里朔交代!他和恰

沙叶并不是兄妹关系$ 随后!警方查明

了他们合伙利用婚姻诈骗
%

起! 涉案

价值
&

万余元的犯罪事实$

)

月
""

日!恰沙叶在浙江省临海

市被当地警方抓获$

)

月
"%

日!九店派

出所民警赴浙江省将犯罪嫌疑人迪里

朔和恰沙叶押解回嵩县!并刑事拘留$

目前! 警方正在追捕另外两名犯

罪嫌疑人$

招工被骗传销窝
拎刀上阵要行李

本报漯河讯 !记者 薛华

通讯员 庆伟 鸿雁"

(

月
(

日

#(

时许!漯河市交警一大队民

警尚志亮"孙留涛正在嵩山路

与长江路口执勤时!一位骑自

行车的老汉急匆匆报案说!长

江路中段种子市场门前有人

掂刀行凶$ 两民警立刻驾车赶

往现场$

刚到种子市场门口东侧!

民警就看到一个
%$

多岁 "身

穿迷彩服的青年男子一手掂

一把菜刀!一手紧抓住一个
"$

多岁"脖子上淌着鲜血的男青

年的衣服正准备自北向南过

马路$ 尚志亮飞身下车!大吼

道&'快把刀放下( )并迅速上

前把青年男子手中的菜刀夺

下来!将此二人控制住# 经询

问得知!穿迷彩服的男青年姓

刘 !原阳人 !今年
%$

多岁 !是

个司机!前段时间在互联网上

发布了个人应聘司机岗位的

信息 !两天前 !一个自称是漯

河市某大型企业工程部工作

人员的男子打电话称他们单

位要招聘司机!刘某的条件很

符合要求!并让他去上班#

(

月

(

日上午! 刘某在漯河火车站

被
%

个男青年接到市区长江

路中段一个居民小区内!把刘

某的身份证 %驾驶证 %行李放

起来后!一个自称负责人的青

年男子告诉刘某目前单位工

程不忙!让他先参加几天某产

品销售培训!并先交一定的押

金# 凭着社会经验!刘某感到

自己被骗进传销团伙了!便提

出要回家!接待他的
%

个青年

当场翻脸并威胁他!还让一个

'$

多岁的中年男子看管着他!

不允许他离开房间# 趁着看管

的人不注意!刘某跳窗户逃出

房间!并在居民区路口碰到其

中两个青年!想到自己的行李

还在他们手中 ! 自己身单力

薄!于是他跑到路边一个饭店

掂了一把菜刀!上前拦住两青

年 !要求返还他的物品 !并让

他们一起去派出所处理!拉扯

中!一青年没留意被菜刀划伤

脖子 ! 另外一青年吓得跑走

了!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

一幕#

接到报警的大学路派出

所的民警也赶到现场!并立即

端掉了这个传销团伙!控制住

了传销团伙的几个成员!并把

行李交还给刘某# 由于情况特

殊 !经过适当处理后 !民警把

刘某安全送上返家的火车# 刘

某对民警感谢之余!也表示以

后要慎重对待招工信息!不会

再这么鲁莽行事了#

本报新乡讯!记者 赵国宇 特约记

者 裴梅玲 通讯员 孟蝶"小学生跑操意

外绊倒! 致使门牙断裂! 究竟该谁赔

偿*

(

月
!

日!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审结这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认为学校

对学生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小学

生在学校受到伤害学校应承担赔偿责

任!故依法判决新乡市第三十一中学于

判决生效后
#$

日内赔偿齐笑笑
&('*

元!驳回齐笑笑的其他诉讼请求$

"$$(

年
#"

月
#&

日在学校课间跑

操时!新乡市第三十一中学的五年级小

学生齐笑笑意外绊倒!致使两颗上门牙

断裂!当时班级无老师在旁边带队$ 事

故发生后学校通知本案第二被告王林

的家长随同去医院为齐笑笑看病!学校

也参与了对此事的处理$但后来原告经

与学校和双方家长就赔偿事宜商量无

果!故原告诉至法院$

庭审中! 原告齐笑笑的法定代理

人诉称!

"$$(

年
#"

月
#&

日在学校跑

早操时! 同班男同学王林突然下蹲!将

齐笑笑绊倒! 致使她两颗上门牙断裂!

当时班级无老师带队!出操的路面也凹

凸不平$经与学校和王林的家长商量无

果!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支付医疗

费"牙齿安装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费

用
#

万元$

被告新乡市第三十一中辩称!学

校从未跑过早操!当时并非王林将齐

笑笑绊倒! 而是齐笑笑自己不慎跌

倒$ 事发时该班班主任因公外出学

习!代理班主任刘新看班!且学校为

新乡市一类学校!不存在操场地面凹

凸不平现象$

被告王林辩称! 齐笑笑跑步时自

己不慎摔倒!并非自己绊倒!这只是一

个意外事件$

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享有生命

健康权!公民或者其他组织由于过错

侵害他人人身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

任$ 原告在校期间因跑操时发生意外

造成其两颗上门牙断裂!事故发生时

因无老师在旁边带队照顾!对该事故

学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因原告没有

证据能够充分证明事故发生系被告

王林将其绊倒所致!故其要求王林赔

偿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因

治病共支出
%('*

元! 精神抚慰金因

原告未评残故本院酌定为
#$$$

元 !

两项共计
&('*

元$ 法院遂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 !文中人物系化名"

!"#$%&'()*

漯河市源汇区法院

三个#坚持$打击%两抢一盗&

本报讯 漯河市源汇区法院进一

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做到三个'坚

持)! 即坚持严打方针! 突出打击重

点+坚持快审快结!确保办案效率+坚

持罚当其罪!注重社会效果!努力实

现打击'两抢一盗)犯罪专项斗争的

奋斗目标$ !陈英歌
!

商城县法院杜绝瑕疵文书出门
本报讯 商城县法院不断加大裁

判文书评查力度!从完善制度入手!严

格考核"交叉监督!使裁判文书质量稳

步上升$ 在日前开展的'文书大抽检)

活动中!合格率达到
#$$+

!优良率达

到
!$+

以上$ 为推行裁判文书上网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蔡瑞明 刘建"

漯河市源汇区法院

%四再&要求 打击%两抢一盗&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打击'两抢

一盗)犯罪专项斗争深入进行!漯河

源汇区法院及时召开专题党组会议!

对专项斗争提出了'再统一"再提高"

再加压"再加强)的'四再)要求!进一

步统一干警思想!树立打好持久战的

决心和信心!充分调动干警迎着困难

上!不断争取新突破$ !徐蓓"

拾包被抢两万元
本报讯 安徽两农民为抢夺他人

钱财!以丢包为诱饵$ 固始县的邓某

果然中计$ 在邓某正准备'分红)时!

二人原形毕露! 趁机抢走邓某的
",#

万元现金$ 近日!其中一被告人被固

始县法院以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
&

年!罚金
#

万元$

"

吕志豪"

车祸致残提诉讼 法官调解止纷争
本报讯 商城县人民法院成功调

解处理了一起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既考虑原告人重度伤残

失去劳动能力!又考虑被告人的家庭

实际经济条件!本着平等自愿互谅互

让的原则!主持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

上述赔偿协议!收到了'案结事了)的

社会效果$

!蔡瑞明 刘 建"

黑车肇事酿祸端
本报讯 郑某驾驶无号牌小型客

车载客$ 今年
"

月在行车中与晋某电

动车相撞$ 晋某受轻微伤!晋某车后

乘坐人马某当场死亡$ 郑某赔偿被害

人家属损失
#)

万元$ 近日!固始县法

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郑某有期徒刑

一年!缓刑二年$

"

吕志豪"

多次窜入学生宿舍行窃被抓
本报讯 近日! 濮阳市华龙区法

院审理了一起盗窃案!判处被告人李

某有期徒刑
)

个月! 并处罚金
"$$$

元$ 被告人李某于
"$$!

年
#

月
!

日

晚"

"

月
"&

日晚"

%

月
*

日晚!分别窜

至濮阳市中原油田第三高中女生宿

舍
%#%

房间"

&$#

房间及学生教室!窃

取学生财物共计
"*#&

元$ !徐朝阳"

案件办理%五个统一&

本报讯 平顶山市石龙区检察院

在保持办案数量的基础上!对全部办

理的案件采取'五个统一)!即案件线

索统一管理! 构建网络整合案源+初

查立案统一汇报! 确保质量提前把

关+侦查活动统一指挥!排除阻力克

难攻坚+法律文书统一备案!全程监

督及时督办+ 侦查资源统一调配!加

强协作服务办案$ !曹帅强"

多项举措打造过硬检察队伍
本报讯 商水县检察院结合队伍

建设特点!积极抓好干警岗位的技能

练兵!着力打造过硬检察队伍$ 该院

的办公条件"装备焕然一新!增添了

工作活力$ 一是添置物资装备!提升

工作能力+二是完善多项制度!规范

队伍管理+三是开展拓展集训!提升

团队精神$

"

李清春
!

酒后耍横故意伤人

出逃被抓赔钱获刑
本报讯

)

月
"

日! 商城县人民法

院审结一起民间纠纷案!因田间用水纠

纷林某致人重伤!后经商城县公安局法

医鉴定!被害人周某右尺桡骨粉碎性骨

折!由于损害严重!虽经治疗但仍导致

右手指及右腕功能严重障碍!属于重度

伤害$事发后!林某外逃!后在安徽省麻

城市火车站被抓$ !谢力 刘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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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俊 通讯

员 金辉 刘铭
-

文图 "昨日上

午
*

时! 郑州市收到了清华

大学今年寄来郑州的第一个

高考录取通知书! 记者和郑

州市速递部门的工作人员历

经半小时车程! 顺利将录取

通知书送到十八里河王垌村

韩永帅同学的家里$

韩永帅是郑州市第四十

七中学
$*

届国家级宏志班

高三 ,

#

-班的学生 !今年高

考考了
)'(

分! 被清华大学

土木工程系录取$

事故发生时无老师在旁边带队(学校被判赔 <=>'元

+,-./01

喜领通知书 母亲喜极而泣

本报讯 !记者 杨勇
-

文 樊勇

军
-

图"

(

月
##

日 ! 为逃避交警检

查!一辆驾驶室严重变形的货车想

趁晚上上高速!没想到被高速交警

抓个正着$

当日
#*

时
&$

分许!省高速交

警黄河二桥大队民警在京港澳高

速原阳收费站执勤时!远远看到一

辆货车向收费站上道口缓缓驶来!

民警示意该车靠边停车!发现该河

北牌照货车的驾驶室严重变形!副

驾驶位置向内深度凹陷,如图-!除

了货车司机外!卧铺上还蜷缩着一

名男子$

询问得知!该货车在新乡境内

遭遇车祸 ! 车上所载货物部分受

损!所幸无人员伤亡!车主担心在

当地修车太贵!就指示司机把车开

回河北老家后再修理!司机知道这

样的车辆不能在高速路上行驶!就

想趁晚上无人时上高速$ 据民警介

绍! 这样的车辆在道路上行驶!不

但自身安全不能得到保证!也将会

给其他正常行驶的车辆带来安全

隐患$

最后!民警对司机进行了严厉

的批评!责令其将车辆稍作维修后

再上路行驶$ !线索提供 布安景"

破相货车
234567

云南妹跨省%相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