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盗窃后着急数钱
被抓现行

不合理费用未约定
应由保险公司承担

街边槐豆
最好不要食用

社区动员清污水
为辖区商户排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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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讯 夫妻感情出现危

机!妻子要求诉讼离婚!丈夫柳

宏林"化名#苦苦挽留$ 在又一

次发生争吵后! 妻子执意要回

娘家! 柳宏林便从厨房拿出尖

刀将妻子捅伤$ 他这样做竟是

为了将妻子留下来! 以达到不

离婚的目的$ 结果柳宏林不但

因此失去了自由! 而且也没有

得到妻子的谅解$

!"""

年柳宏林与孔艳 "化

名%结婚$婚后!夫妻常因家庭琐

事发生争执 ! 关系比较紧张 $

!""#

年
$

月! 孔艳向法院提起

离婚诉讼!由于认为其夫妻之间

感情尚存!法院驳回了孔艳的诉

讼请求$而柳宏林并没有因此改

正自身的缺点! 还是我行我素!

致使孔艳再度心生不满$

!""%

年
&

月
'(

日!两人再

次因琐事发生争执$ &等着法庭

上见吧' (孔艳说完便收拾好衣

服准备回娘家$ 见妻子离婚的

想法很坚决!柳宏林有所顾忌!

便上前劝说妻子$ 可孔艳坚决

不从! 随之两人又发生激烈争

吵$ &要是妻子受伤了就不能回

娘家了! 我就有机会好好照顾

她!肯定能感化她!离婚的事也

就不存在了$ (柳宏林突然产生

了这样的想法$ 于是!他从厨房

里拿出一把尖刀便向孔艳捅

去$ 孔艳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

后经法医鉴定! 孔艳伤势已构

成重伤$案发后!柳宏林于
!""%

年
)"

月
)#

日前往公安机关投

案自首$

安阳市文峰区法院昨日开

庭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柳宏林因

婚姻家庭矛盾! 持刀伤害他人!

致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

害罪$持刀致人重伤!后果严重!

应予以严惩$但鉴于其因家庭矛

盾!又有自首的情节!当庭认罪

态度较好!在量刑时酌情予以考

虑$ 事发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

人孔艳对造成的伤害损失提出

赔偿! 合理部分柳宏林应予承

担$遂依法判柳宏林犯故意伤害

罪!判处有期徒刑
$

年!并赔偿

受害人孔艳医疗费) 鉴定费)住

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等合计人

民币
("$"*%"

元$

柳宏林的一番苦心!终究未

能让妻子回心转意$ 目前!孔艳

再次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起诉状!

坚决要求离婚$

!线索提供 杨金书 马俭字"

安报讯 俩盗贼行窃成功

后 !急着清算自己的 &劳动成

果($ 不料!就在他们美滋滋地

数钱时!被赶到的民警当场抓

获$

!""%

年
&

月
!"

日凌晨 !

刘某)许某一起开车窜至汤阴

县某钢铁厂$ 他们先将面包车

停在附近的村庄内!然后一同

潜进了该厂仓库!盗窃铜漆包

线
!"

盘) 铜漆包线圈
$""

公

斤) 铜漆包线备用线圈
!+#

公

斤! 共计价值
%&$#"

元$ 得手

后!两人迅速驱车赶往收购者

赵某住处$ 赃物过秤后!赵某

当场支付两人
,"!#"

元$ 就在

两人接过钱正数得高兴时!被

闻讯赶到的民警当场抓获$

汤阴县法院日前审理后认

为!被告人刘某)许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核其行为已构

成盗窃罪*被告人赵某明知系

犯罪所得赃物而予以收购!其

行为已构成隐瞒所得罪$ 分别

判处刘某 ) 许某有期徒刑
))

年)

)"

年!并各剥夺政治权利
)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各
#

万元*

以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赵某有

期徒刑
+

年!缓刑
$

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
+

万元$

!线索提供 苏勋 王志强"

安报讯 马某购买了一份

意外伤害保险后! 在一次意外

事故中受伤$ 当他向保险公司

索赔时! 双方对其中部分费用

&是否为不合理费用!应不应当

赔偿(的问题争执不下$ 结果!

马某将其投保的保险公司推上

被告席$法院审理后认为!保险

中未明确约定的不合理费用!

保险公司应予承担$

!""%

年
$

月
#

日!安阳市

民马某与安阳市某保险公司签

订保险合同! 马某购买了该公

司的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产品$

!""%

年
,

月
)&

日! 马某乘坐

的客车发生事故! 马某因此受

伤$ 后马某先后在鹤壁市第二

人民医院和安阳市人民医院治

疗 ! 共花去医疗费
)+%$$*$(

元$ 马某在向其投保的保险公

司索赔后!只得到
))(+"*$!

元

的保险金! 其余
)&)$*",

元被

该公司审核为核减金额! 未予

理赔$ 马某认为保险公司的做

法不合理! 遂要求保险公司赔

偿
)&)$*",

元保险金$

安阳市北关区法院近日审

理后认为! 马某与保险公司签

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

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予

保护$ 保险公司辩称其他费用

))"$*#"

元为不合理费用!但双

方在保险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

不合理费用的范围! 故其辩称

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法

判决保险公司赔偿马某保险金

))"$*#"

元$

!线索提供 宋萍"

安报讯 &污水清理了!再来

买菜就方便多了$ (昨日上午!在

安阳市北关区新村社区工作人

员的共同努力下!朝阳路市政工

程处家属院拖了一个多月的污

水问题终于得以解决$

安阳市朝阳路市政工程处

家属院的下水道由于长期无人

清理!造成堵塞!污水顺着家属

院流进相邻的清流大街菜市场

里$ 由于疏通费用问题协商无

果!污水横流了一个多月也没有

解决$ &这里每天都臭哄哄的!谁

还过来买菜+ (恶臭难闻的污水

使得菜市场的几个商户生意颇

受影响$

昨日上午! 新村社区总动

员!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共上

阵终于把该家属院的污水以及

附近的垃圾清理干净$

!线索提供 李如生"

安报讯 &槐豆拿回家泡水

能降血压) 血脂! 好多作用呢

,,(近日!记者发现有市民采

摘街道旁的槐豆食用$ 对此!安

阳市园林管理部门提醒市民!槐

树曾打过农药!毒药可能还有所

残留!居民食用需谨慎$

昨日上午!记者在洹滨北路

看到!两位手持竹竿的老年人正

在卖力地采摘干槐豆荚$ &我们

听说槐豆有药性! 可以调整血

脂)降低血压)帮助减轻体重!老

伴有高血压! 准备摘一些回去!

泡茶喝喝试试看$ (当记者问起

为何采摘槐豆时!忙着捡拾槐豆

荚的大妈说$ 而据记者了解!在

春秋两季!总会有个别市民采摘

街道槐豆食用$

据安阳市园林绿化管理处

工作人员介绍!为防治病虫害!

工作人员会为槐树打农药!槐

豆可能残留有农药! 居民食用

需谨慎$

以案说法

!"#$

!""#

年
$

月
%!

日 责编李梦扬 校对郝晓波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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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报讯 既不愿意交每月
#

元的卫生费! 又苦于垃圾没办法

处理$于是!安阳市铁西路花园社

区粮油工业饲料公司家属院的部

分居民想了个&妙招(-将垃圾从

楼上扔进窗外的水渠里$

昨日!记者路过粮油工业饲

料公司家属院时! 一个装满垃圾

的袋子突然从窗口飞出! 在空中

划了一道弧线后! 重重地落入万

金渠中$ &扑通' (一声!砸起的水

花溅到了路边一位老太太身上!

老太太当即大声斥责着楼上的住

户$

&他们天天都往楼下扔垃

圾' (附近居民师大妈气愤地说!

这些垃圾都是该家属院
)

号楼
$

单元的住户扔下来的$由于该单

元的住户不愿交卫生费!垃圾没

人清理! 但同时为了自家干净!

他们便随手把垃圾扔到了窗外

的万金渠中$

为弄清原因!记者随后走访

了该单元的居民$ &这垃圾不是

俺扔的$ (

#

楼的住户不耐烦地

说! 随后便把门重重地关上了$

接着!记者又敲开了
$

楼一家住

户的门$ &从窗口扔垃圾这个现

象是有! 但不是我们家干的' (

&不是他们扔的! 难道垃圾是从

天上掉下来的+ (住在
)

楼的张

女士气愤地说$由于张女士家住

在
)

楼!楼上住户扔下的垃圾堆

积在窗外$ &窗户都不能开了$这

些人只顾自己干净!怎么不想想

别人的处境+ (张女士向记者抱

怨$

据花园社区工作人员陈绍

祥称!社区曾就此事多次和该单

元的居民商议!可是他们就是不

愿意交每月
#

元的卫生费$ 对于

乱扔垃圾的行为!社区也进行过

劝阻!可效果不明显$ &创造好的

居住环境要靠每一个居民努力$

不能只顾自己干净而脏了大

家$ (陈绍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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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刘新超
!

文 温春菊
!

图

!这垃圾箱招谁惹谁了"被人弄成这样#$昨日下午"记

者在安阳市西营坑东面一街道看到"一个布满灰尘的垃圾

箱被%分解&"其中一面已不知踪迹"其余几面也有不同程

度损坏'随后"记者在安阳市西大街(文峰中路等路段都发

现了!支离破碎&的垃圾箱'

安报首席记者 王富晓 记者 丁玲 摄影报道

垃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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