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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吕文杰

“我躲得这么远，以为法院拿

我没办法，没想到最终还是把我

找到了。”5月4日，内乡县法院执
行法官长途跋涉来到云南省富民

县，找到失信被执行人余某，被戴

上手铐的那一刻，余某才意识到

自己已经触犯了刑法。

2013年10月，原告张某与被
告余某协商，以余某的名义购买

一辆运输车，原告一次性首付

106950元，并以被告名义办理了
行驶证。2016年春节假期，原告
将车辆停放在被告公司院内。春

节过后，原告再去开车时，发现该

车已经被余某开到了云南昆明，

双方为此产生诉争。2016年9月，
内乡县法院判决车辆归原告所

有，余某不服，上诉至市中级人民

法院。同年11月，市中院主持调
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车辆归原

告所有，原告在10日内一次性支
付被告余某7万元现金。

调解协议生效后，余某躲了

起来，后来法院下达了执行通知

书，余某仍然置之不理。2016年
10月，内乡县法院以余某构成拒
不执行法院裁定判决罪，移交至

该县公安局，最终在公安民警的

配合下，执行干警远赴千里之外

的云南，将余某抓捕归案。据承

办法官介绍，余某的行为已构成

拒不执行法院裁定判决罪，余某

不仅要归还车辆，还要受到刑事

处罚。累累累2

千里外躲避执行

执行故事

本报讯（记者张萌萌 通讯员赵博

马海洋）5月4日，邓州市检察院组织
该院30余名青年干警，前往淅川南水
北调移民精神教育基地接受教育。

青年干警从心灵上接受了“讲政治、

顾大局、敢担当、能牺牲、勤为民”的

南水北调移民精神的洗礼，大家纷纷

表示，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无愧于

人民检察官的光荣称号。累累累2

加强思想教育

本报讯（记者张萌萌 通讯员黄

昕 王晶雅）5月3日，西峡县法院召
开人民陪审员分区培训会，对该院人

民陪审员改革试点工作开展情况及

陪审员管理与保障机制进行简要介

绍，并结合当前法院工作形势以及面

临的时代背景，详细阐述了人民陪审

员的重要作用。累累累2

举办业务培训

� 干警动态

本报讯（记者王淼 通讯员杨峰

玉阁）民警在辖区正常走访调查，凭职

业敏感发现异样，当场抓获一涉嫌购

买赃车的嫌犯。

近日，新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民

警和王集派出所民警对辖区一起被盗

案件进行排查走访，当走访至新野县

汉城街道书院路某小区门口时，一辆

停在路边的无牌摩托车引起了民警的

注意。与此同时，一个正在路边聊天

的青年发现民警后，赶忙走过来，二话

不说发动摩托车就要离开。民警行动

迅速，一人及时拔掉摩托车钥匙，一人

挡住青年的去路。后经过依法盘查，

该青年曹某提供不出行车证及该辆摩

托车的有关合法手续。经过上网比

对，民警发现该摩托车竟是2015年1
月淅川县金河镇李某的被盗摩托车，

价值6000余元。
经过审讯，嫌犯曹某供述了自己

2016年6月以1500元的价格购买该辆
摩托车的犯罪事实。目前，曹某因涉

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被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累累累2

火眼金睛 查获赃车

本报记者 张萌萌

通 讯 员 顾东升 程远景

5月5日中午，方城县拐河镇横山
马村农民杨某某在该县法院执行局办

公室内，激动地从执行干警手中接过

17万元的赔偿款，一起长达3年的诉
讼纷争终于成功化解。

4年前，杨某某到王某某、杨甲夫
妻经营的饲料门市部加工饲料，杨某

某把手伸进机器出口清理余料时，杨

甲推上电闸使粉碎搅拌机转动，导致

杨某某右手腕部开放性、粉碎性骨

折，右手拇指不完全离断。杨某某先

后辗转多家医院救治，花费医疗费用

12.6万元，仍落下了六级伤残。经方
城县法院和市中级法院两级法院审

理判决，王某某夫妻共应向杨某某赔

偿各项损失18万余元。判决生效后，
王某某夫妻并未按照判决履行义务，

杨某某遂申请法院对二人进行强制

执行。

案件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向王

某某夫妻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和报告

财产令，王某某夫妻不但不履行义

务，还将名下房产转移给儿子，妄图

躲避执行。因二人拒不履行义务，执

行人员对被执行人王某某实施了司

法拘留，并对其进行法理解析。在执

行人员耐心的劝说和法律的强大威

慑下，王某某夫妻认识到了行为的严

重性，开始积极与申请人杨某某协商

赔偿事宜，并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

向杨某某一次性赔偿了现金 17万
元，杨某某放弃追要其他款项，该案

得以结案。累累累2

强制执行促和解

本报讯 （记者吕文杰）近日，社旗

县公安局赊店派出所经过10多天的摸
排蹲守，成功打掉一个盗窃摩托车、电动

车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7人，带破
案件30余起，追回20余辆被盗车辆。

今年2月份以来，赊店派出所辖区
发生多起盗窃电动车、电瓶、摩托车案

件。4月13日，警方在县城区同兴市
场西侧一院内发现被盗车辆并当场抓

获一名可疑男子。

经突审，该男子叫李某某，曾因盗

窃多次被判刑，今年刚刑满释放就参

与了多起盗窃三轮摩托车的案件。根

据李某某的供述，警方迅速抓捕到另

一窃贼张某和销赃人李某。

4月21日上午，民警在确知嫌疑
人刘某所在的出租屋后，联合巡特警

大队果断行动，先将等待刘某的同伙

徐某抓获，后通过蹲点守候，将外出购

物归来的刘某抓获。

目前，涉案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被
依法刑事拘留。累累累2

顺藤摸瓜 抓捕窃贼

■ 民警故事

本报记者 张萌萌

通 讯 员 王新兵

“快点把俺当家的放了吧，为

这事我几天来吃不好、睡不好，我

们知道错了！”4月29日一大早，社
旗县中年妇女吕某带着儿子，拎

着鼓鼓的提包，风尘仆仆地赶到

社旗县法院执行局，焦急请求提

前解除对其丈夫的拘留。

原来，2015年，吕某的丈夫

范某因借款合同纠纷被法院判

决清偿原告债务及利息共计 50
万元。判决生效后，范某未按指

定日期履行，原告遂申请法院强

制执行，但范某却与干警玩起了

你来我跑、你前脚走我后脚回的

“游击”战，案件执行一度陷入困

境。

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好猎

手。为早日把隐藏很深的范某

“揪”出来，干警们调整了执行方

案，清晨6点即赶到范某所在的村
庄附近。为了不打草惊蛇，干警

们在村外下车，徒步来到范某家

门口，刚起床不久的吕某正在院

中散步，没等其回过神来，执行干

警已经疾步进入卧室，将正在酣

睡的范某当场擒获。

范某被拘传到法院后，和干

警软磨硬泡，以各种理由百般抵

赖，执行干警当即决定对其采取

强制措施移送拘留所，没过几天,

范某就联系吕某马上还钱。吕某

连夜多方筹措资金，天不亮就赶

到法院，将50万元现金交到执行
干警手中。承办该案的干警清点

后，为范某办理了提前解除拘留

手续，并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

范某深有感触地说：“谢谢你们原

谅了我的过错。通过这次惨痛的

教训，我深刻感受到了法律的严

肃，以后再也不敢心存侥幸、以身

试法了。”累累累2

50万元“赎”老赖

本报记者 赵 黎

通 讯 员 宋德明 孟祥渝

采取合同诈骗方式，空手套白狼，

不付钱将他人小麦拉走卖掉，用卖得

的货款还自己欠别人的账，却拖欠货

款不还。近日，社旗县检察院以合同

诈骗罪对被告人李军（化名）提起公

诉，法院依法判处李军有期徒刑四年

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两万元，责

令李军退赔货款16万元。
2016年9月3日下午，36岁的河南

武陟人李军租一辆轿车，来到社旗县

唐庄乡官营村李某的粮食收购点，提

出要收购一批小麦，让李某帮助介绍，

并约定，每收购一车小麦，给李某500
元介绍费，李某欣然应允。次日，李某

带着李军分别到该县大冯营镇杨庄村

张某的粮食收购点和丁庄村刘某的粮

食收购点，以每公斤0.54元的价格收

购两车小麦，价值201700元。当时约
定，张某和刘某只对着李某结算货

款。但李军并未支付货款，而是给李

某写了一张欠条，约定李军将小麦卖

出后，立即支付给李某小麦款和1000
元介绍费。李军将小麦拉走后，因小

麦霉变，只卖得188294元。扣除帮忙
人应得的利润6334元，李军用手机银
行支付给李某12700元，其余款额分别
还了李军欠别人的债。后经多次催

要，李军又付给李某3万元，剩余货款
李军一直推托不给。

2016年9月22日，社旗县公安局对
李军上网追逃，同年10月5日，李军被安
徽界首警方抓获，并移交社旗警方。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军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利用给被害人好处的欺骗

手段，欺骗被害人作保，赊账收购小麦

并低价出售，且出售后并不全部支付

货款，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累累累2

耍小聪明耍进监狱

干警风采

本报记者 王淼 通讯员 代凤

为了彻底消除隐患、化解矛

盾，桐柏县法院埠江法庭副庭长

王光伟在办理案件时不是就按

办案、简单处理，而是更加注重

向 当 事 人 辨 法 析 理 ，他 常 说 ：

“作为一名法官，要做好群众的

‘良师益友’，将情绪停留在法庭，

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将和谐带给

社会。”

做好群众的“法律顾问”

现年70余岁的张老太膝下共
有五个子女，却无人愿意赡养老

人，无奈张老太将儿女们告上了

法庭。通过调查，王光伟了解到，

张老太年轻时与前夫贺某育有四

个女儿，30年前，贺某去世，张老
太改嫁了现在的老伴儿李某，二

人婚后未生育子女，李某与前妻

育有一子小李。现因张老太跟李

某都年事已高，李某又卧病在床，

小李认为张老太不是自己的亲生

母亲不应由其赡养，为摆脱负担,
将张老太送至其大女儿家。而张

老太的其他女儿们却认为，张老

太已嫁入李家多年，应由李家养

老送终，她们已各自成家，不应再

承担赡养义务。

王光伟经过审理查明，小李

在张老太嫁给其父前已经成年，

按照法律规定，其确实不用承担

赡养义务。但按照当地农村的习

俗，张老太虽然是小李的继母，但

与小李一家共同生活多年，没有

功劳也有苦劳，应该由小李养老

送终。该案在当地造成了一定的

影响，王光伟深知，如果按照法律

僵硬地进行判决，该案很好办理，

但社会效果并不理想，毕竟小李

的做法虽不违法，但违背了相应

的公序良俗。

因此，王光伟多次到小李家

中做其思想工作，同时还向张老

太的老伴说明了情况，小李的父

亲得知后，老泪纵横，表示愿意帮

助法庭做通小李的思想工作。通

过多方调解，几天后小李主动找

到了王光伟，表示愿意赡养张老

太，双方达成了赡养协议。案件

调解后，群众对王光伟兼顾天理、

国法、人情的审判方法赞不绝口，

纷纷表示从中学到了许多法律知

识。

做好当事人的“倾听朋友”

“妈妈，你别走。”小明（化

名）口齿不清地边说边跑上前紧

紧地抱住李丽（化名）不松手，李

丽别过头去，不敢看孩子希冀的

眼神，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淌不

止。

此时，王光伟的心里更是五

味杂陈。这位叫李丽的母亲，是

他正在审理的一起离婚案件的原

告，她和丈夫结婚近10年了，夫妻
并没有太大的矛盾，这次之所以

提出离婚，完全是因为孩子。6岁
的小明在很小时一次高烧未能得

到及时治疗，导致其智力障碍，生

活不能自理。原本温馨幸福的小

家，从此被阴霾笼罩，在这六年

中，夫妻俩一边要赚钱支付小明

各种高昂的治疗费用，一边还要

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小明，再加

上精神上的压力，李丽几近崩溃，

无奈只得提出离婚。其丈夫知道

李丽的辛苦，对离婚一事并不反

对，可对于小明今后的抚养问题，

双方未能达成一致。

王光伟清楚，李丽之所以提

出离婚，并不是想逃避照顾小明

的责任，而是精神太过压抑，无法

排解，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让自

己解脱出来。他知道李丽对小明

有着很深的感情，即便离了婚，她

心里的负担也并不会因此减轻，

而对于小明来说，父母双方的照

顾则是缺一不可。

于是王光伟打定主意要帮他

们挽救这个支离破碎的家。他把

李丽单独带到调解室，待其情绪

平稳后，以同为人父母的身份和

她聊起了孩子，李丽开始向王光

伟讲述起了小明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王光伟静静地听着，随着李

丽的回忆或微笑或安慰。直到傍

晚时分，李丽才抹着眼泪向王光

伟道谢，说自己说出来后感觉轻

松多了。之后，王光伟经常去小

明家看望他，并不时地跟李丽夫

妇拉拉家常，帮助他们释放心中

的压力。不久后，李丽主动到法

庭撤诉，表示不再想离婚了，要和

丈夫一起照顾好小明。累累累2

辨 法 析 理 促 和 谐

市公安局仲景派出所组织警务室民警深入社区入户走访，体察民情，化解矛盾，深受辖区群众好评

本报记者 张萌萌 通讯员 周广 摄

本报记者 吕文杰

社旗县饶良镇年过八旬的李

老太最近和7个子女闹得不可开
交，法院介入调解才发现，原来是

移民及房屋补偿补助金惹的祸。

2011年，李老太全家响应南
水北调工程的号召移民至社旗

县，国家为李老太发放了移民补

偿补助金以及房屋补助金 6.6万
元。丧偶多年的李某年事已高，

5个儿子对老人的养老问题进行
了协商，最后达成了由小儿子马

某某领取补偿金并为老人养老

送终的赡养协议。

在一个屋檐下长期生活，避

免不了磕磕碰碰，时间久了，李老

太与小儿子家的矛盾不断加深，

而其他子女也以补偿金是小儿子

领取的为借口，对老太太不尽赡

养义务。

“小儿子常年在外打工，也不

给我留生活费，让我用钱时到其

他村民家借。”李老太愤愤地向法

官倾诉心中的不快。

“平时好吃好喝地伺候着老

太太，有病了给她看病，但俺妈

还不满意，成天说俺们不孝！”

马某某也向法官吐着心中的苦

水。

通过与双方不断交流和深入

了解，在饶良法庭工作多年的法

官们认为，这种因家庭赡养而引

发的纠纷，如果强行判决，非但不

利于矛盾的解决，反而会彻底割

裂双方的亲情。

接下来的一个月内，法官们

一有时间就往李老太及其几个儿

子家中跑，与李老太的儿子们共

同分析原来温馨和睦的家庭为什

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境况，并不失

时机地促使李老太的几个儿子坐

在一起开了一场家庭会议，重新

达成了几个兄弟共尽义务的赡养

协议。

马某某也主动提出把补偿补

助金交给母亲保管，而李老太也理

解小儿子这几年为自己花了不少

钱，只接受了部分补偿补助金。在

法庭的调解下，其他几个儿女们也

表示，以后多抽出时间看望老母

亲，让老人安享晚年。累累累2

心里的“疙瘩”解开了

本报记者 来付祥 通讯员 屈熙尧 王静

凌晨时分，万籁俱寂。此时，内乡

县法院一支20余人组成的执行队伍正
向熟睡中的“老赖”们袭去。

执行干警到被执行人李某家中

时，机灵的李某听到动静后便赶紧穿

衣服从后门逃走。执行干警走后，胆

大的李某又回到家中，但执行干警也

没闲着，在去完另一被执行人家中后

突然杀了个回马枪。正在家中做饭

的李某怎么也没想到执行干警会突

然杀回来，他无奈地说：“我真是服

了！你们的手段真高！我跟你们一

起回法院把钱还了，这样躲来躲去也

不是办法。”累累累2

回马一枪 逮住老赖

■ 法治一线

本报记者 王淼

通 讯 员 李娜 王崇

“谢谢你！谢谢你给我送来

了轮椅，以后我做事情可方便多

了。”日前，镇平县法院法官来到该

县彭营镇田营村贫困户高书娇家，

为她送去了轮椅，以方便其生活，

高书娇非常开心。

高书娇一家成为镇平县法院

的帮扶对象后，法官们经常同他们

拉家常、问冷暖，讲解优惠政策，详

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收入情

况、生活情况等，努力为他们排忧

解难，并鼓励他们要勇敢面对困

难。根据高书娇一家的实际情况，

法官们为他们制定了脱贫措施。考

虑到高书娇因病致残、行动不便，法

官们协调市残联为其争取了一个轮

椅，极大地方便了她的生活。法官

们还鼓励高书娇一家要坚定信心，

相信党和政府，争取勤劳致富。

镇平县法院高度重视精准扶

贫工作，始终以群众是否满意作为

检验工作成效的“试金石”，深入贫

困户家中开展扶贫工作，通过主动

作为、进村入户、访困问需，科学制

定扶贫计划，协调相关部门，争取资

金，发展产业，助力贫困户增产增

收，争取早日实现脱贫致富。累累累2

情暖贫困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