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的延续生命的延续
赔案

500万元投保人车祸罹难 国寿主动
服务迅速赔款

被保险人宋先生，系河南省辉县一个体私
营业主。先后于2012年8月16日、2013年6月
13日分别投保《国寿新鸿泰两全保险（分红
型）》和《国寿鑫丰两全保险（分红型）》，累计保
额505.511万元。2013年12月14日，宋先生
驾驶小型普通客车不幸在辉县学院路附近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当场身亡。案发次日，辉县
客户服务中心接到宋先生配偶闫女士的报案
电话。

接到报案后公司高度重视，迅速派出理赔
人员主动协助客户家属准备理赔资料，并迅速
与当地120及交警部门取得联系，省、市、县三
级客户服务中心专人负责最大限度缩短理赔
时间，核实后迅速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给付客
户家属身故保险金505.511万元。

赔案
因与人发生矛盾被害 家属获赔173

万元

被保险人吴某分别于2009年和2010年投
保《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分红型）》和《国寿鸿盈
两全保险（分红型）》。2014年7月1日吴某的
儿子孙某到公司递交理赔申请，称其母吴某被
人杀害。经调查核实，2013年6月28日吴某在
自家开办的石材厂突然失踪，客户家属报案后
由登封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介入侦查，案件
很快水落石出。2013年6月28日吴某因与何
某、王某发生矛盾，二人怀恨在心，用木棍将吴
某杀害。案件查实后，郑州市分公司立即依据
合同约定向家属给付意外死亡保险金173.075
万元。

赔案
农民工保险意识强 多个险种共赔

139万元

家住沁阳县西向镇的毋某，于2007年在
沁阳支公司投保“新简易人身保险”。之后又
办理了两份国寿“鑫丰”两全保险。2013年毋
某在务工时不慎从高处坠落身故。2014年沁
阳支公司接到报案申请，经调查核实属于保险
责任范围。根据合同约定给予毋某总计
139.016万元的身故保险金。

赔案
矿区出险2死2伤 国寿理赔90余

万元

前不久，洛阳市洛宁县下峪乡恩德矿区沙
沟矿区102洞发生一起安全事故，导致2死2伤
结局。

事故原因为放炮时炮烟未除净，致一工人
被炮烟毒倒，三名工友前去救助，救助者也因
缺氧中毒，导致一人从梯子上滚下头部重伤死
亡，另外两人被送往洛宁县人民医院抢救治
疗。因其单位在洛阳分公司投保了《国寿安心
意外伤害保险（A）型》、《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
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人均身故保额为45万
元。洛阳分公司迅速给付保险金及医疗费，总
计赔付90.3285万元。

赔案
脑溢血突发 受益人获赔77万元

孙某于2002年和2005年分别投保《国寿
千禧理财两全保险（分红型）》和《国寿鸿鑫两
全保险（分红型）》保险。2007年和2007年又
投保国寿《美满一生年金保险（分红型）》保险。

2014年8月25日孙某的爱人到公司递交
理赔申请，称孙某因突发脑出血医治无效后在
家中病故。公司迅速进行核实，并立即依据合

同约定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共计77.208
万元。

赔案
建筑工不慎坠亡 国寿三险种共赔

74万元

前不久，杨某在太原钢铁集团不锈钢股份
有限公司施工时不慎从30 米处坠落身故。其
所在河南中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为职工统一
在濮阳分公司购买团体安心意外伤害 50万
元、安心卡两张保额3万元，共计6万元；吉祥
卡三张，每张保额6万元，共计18万元，合计保
额74 万元。经调查核实，属于保险责任。濮
阳国寿迅速上报省分公司，经省公司复核同意
后作出一次性赔付 74万元身故保险金的批
复。

赔案
22楼工地干活失足 国寿赔付72万

元

被保险人刘某某，生前是河南林州某建设
集团公司的工作人员，该公司承包了商丘市某
建筑工地的工程项目，同时参保了中国人寿的

《建筑工程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2014年5月15日下午，刘某某在建筑工

地6号楼22楼楼梯间干活，因16层以上没有外
墙保护，不慎从22楼外墙摔至地下二层，当场
死亡。接到报案后，调查人员立即赶到现场调
查取证，并替客户准备理赔资料。经调查核实
出险事故属保险责任。商丘分公司迅速作出
理赔决定，一次性赔付刘某某身故保险金72
万元。

赔案
顶梁柱工地出意外 60万元赔款抚

慰一家老小

家住商丘宁陵县的27岁小伙吕某某是家
里的顶梁柱，父母已近花甲，两个儿子最小的
只有几个月大。2014年6月4日下午，在宁陵
县深港第一城建筑工地17号楼工作的吕某某
不小心从二楼摔下,头部与腹部受伤，被送入
宁陵县人民医院抢救，因重度颅脑损伤、多脏
器出血功能衰竭等致命创伤于10天后抢救无
效死亡。

接到报案后公司迅速展开调查，核实该工
地参保国寿建筑工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意外
伤害保险金额为57万元，医疗保险金额3万
元，公司迅速给予60万元赔付款。

赔案
42岁因公殉职 国寿团体险速赔50

万元

赵某是一名42岁的壮年汉子，四川省旺
苍县大两乡人嘉陵村人，生前系某县国有矿产
资源管理处员工。2013年11月16日，赵某在
朱阳镇崟鑫十三坑洞内工作时因塌方身故。
单位统一为员工投保国寿高危人员团体意外
伤害保险。陕县支公司接到报案后迅速理赔
勘查，确认出险情况属实，赔付赵某身故保险
金50万元。

赔案
冠状动脉旁路手术 先赔40万元再

免后期费

郑州市二七区鞋城的沈女士2014年5月
因冠心病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进行
冠状动脉旁路手术。沈女士曾于2008年5月
投保国寿康宁终身保险，保额20万元。治疗
结束后沈女士于6月19日到郑州分公司递交
理赔申请资料，公司迅速核实，于一周内赔付
沈女士保险金40万元，并免交以后各期保险
费2.26万元，合同继续有效。

政法生涯中
那难忘的第一次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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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为爱好文学，从 2000 年进入
检察院以来，一直与宣传工作打交道
乐此不疲。记忆尤为深刻的是 2001 年
的春季，新野县公安局转来一封字体
工整的悔过书，内容流畅悔意恳切，洋
洋洒洒 4 页，是一名死刑犯写来的。我
做好采访提纲后，带着一丝好奇、一丝
恐惧，与办案干警到看守所采访。这
是我平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死刑犯，
也是第一次采访这样的罪犯。

办案干警去提审罪犯，我一个人
坐在审讯室内，紧张得小腿直打哆嗦，
心跳声不绝于耳。随着一阵刺耳的脚
镣声由远及近，一个子高挑、面容清
秀、皮肤白皙的帅气小伙出现在我的
面前，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他竟是一个
杀人犯。

我们就相隔一张桌子，尽管他还
戴着手铐，但我时刻防范着一个死刑
犯会爆发的突然状况。而他的一个灿
烂笑容，让气氛缓和下来。我深呼了
一口气，定了定神，即刻进入采访状
态，听他讲他的“故事”……

贺某才过 20 岁生日，住在豫西一
个富饶的乡镇上，家庭条件宽裕，父母
和哥哥姐姐对他十分宠爱，贺某从小
在蜜罐中长大。上乡中学时，因为贪
玩 贺 某 成 绩 一 落 千 丈 ，只 好 辍 学 在
家。父母怕他学坏，为他开了一家图
书音像店。之后，他结识了许多社会
朋友，尤其是经常和他在一起玩的三
个在校学生，他岁数最大，是他们的大
哥。他们经常结伙盗窃电缆等物品拿
去卖钱，用于下馆子、进城玩的费用。

随着盗窃次数的增多，所得的赃
款 消 费 不 完 便 与 其 他 两 个 小 伙 伴 分
了，却一直没有分给只有 13 岁的小滨，
做贼心虚的贺某怕小滨心中不悦而去
告发他们，于是召集二个小兄弟商议：

“咱们一直没给小滨分钱，就怕他去告
发，不如咱们把他做了！”会意的小伙
伴知道他的意思，竟都同意了。于是
三人分头上街买了一桶汽油，找来绳
子，筹备齐了便约上小滨来到野外一
处废弃的窑内。贺某趁小滨不备，将
小滨勒死，后点火焚尸。一个让人毛
骨悚然的现场，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
惨案，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他们
剥夺了。

贺某羁押入狱后，铁窗内的他失
去了自由，像一匹狂奔的烈马受到了
束缚，他无助无望想到了以死解脱。
这一反常现象被看守所所长看到，对
他进行严厉批评，继而又多次促膝长
谈，使他看到了自身罪孽的深重，对不

起养育自己的父母，对不起哭晕多次
的死者父母，对不起被自己害死的小
伙伴儿。

在狱中，他看到新闻中报道了当
地一位青年教师得尿毒症需要换肾的
消息后，他找到看守所所长，要求被执
行死刑后将自己的肾无偿捐献给那位
教师，让那位教师生命得以延续，培养
出更多的好学生。回到监室，贺某便
写下了那封长达 4 页的悔过书，字字忏
悔情，声声悔恨泪。

他尝到与亲人生离死别之痛，每
次的家人会见，不管刮风下雨，贺某的
妈妈都是早早来到这里。虽然隔着铁
窗，贺某还是清晰地看到妈妈苍老了
许多，头上又多了许多白发，妈妈那流
淌的泪水，像针一样扎着他的心，他只
有在心里默默地为她老人家祈祷，祝
福妈妈身体健康，他希望将自己的生
命延续在青年教师身上，传递生命的
希望。

采访结束后，随着刺耳的脚镣声
渐渐消失，我的心情却愈发沉重起来，
耳边依然是脚镣的响声，自己的双脚
也像铐上了千斤脚镣，竟重得走不动
了。

回到办公室，我奋笔疾书，一气呵
成几千字的通讯《一个杀人焚尸青年
在高墙内的忏悔》。看守所中的高音
喇叭把这篇文章连续播读了好多天，
高墙电网上萦绕着一位失足青年的忏
悔声，而蓝天白云之上，依然有快乐的
鸟儿在自由飞翔……

新野县检察院 熊红山 10大理赔案例

作为一名政法干警，你会面临很多第一次：第一次接警、第
一次办案、第一次面对生命危险、第一次面对诱惑、第一次被当事
人感动……现在，我们向您征集《第一次……》，希望您能将政
法工作生涯中印象最深、感触最深的故事讲述给大家听。

字数要求：
1500至2000字
投稿邮箱：
jrablxy@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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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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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