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淼 通讯员 白丞博

典型案例
保护令为当事人撑腰

“这下终于解脱了，感谢法院为我撑

腰，以后我再也不用整天活在恐惧中

了！”拿到离婚判决书后，桐柏县的陈某

握着承办法官的手激动地说。

二十年前，陈某与董某结婚，二人

育有两个孩子。婚后董某好逸恶劳不务

正业，不仅对子女未尽到抚养义务，还

经常对妻子陈某实施家庭暴力。陈某多

次报警，董某经公安机关多次批评和惩

罚后依然不思悔改。二人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董某还曾因违法犯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案件开庭后，董某依然我行我

素，对公安、法院等部门的警告不予理

睬，继续威胁、恐吓申请人。陈某向法

院提出申请，书面请求法院作出人身安

全保护令裁定。

桐柏县法院调查后，当天发出人身

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董某对妻子陈某

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董某通过电话、短

信、微信等电子通信设施对陈某发送恐

吓、侮辱内容的信息；禁止董某到陈某

的店铺内寻衅滋事，影响陈某工作；禁

止骚扰、跟踪、接触其妻子的近亲属

等，裁定有效期为6个月。并随即将裁
定书送达申请人陈某、被申请人董某及

其住所地的居委会、派出所。该离婚案

件也经桐柏县法院审理后判决准予二人

离婚。

有了法院的人身保护令和离婚判决

书这个“双保险”，陈某终于可以逃离充

满恐惧和屈辱的婚姻，开始重新安心生

活了。

耐心规劝
让家庭重归于好

“家庭暴力虽然需要法院出重拳加以

惩治，但是并不是所有存在家暴情况的

家庭都需要通过一纸离婚判决来解决。

对于夫妻间或其他家庭成员间偶然发生

的家庭暴力，只要通过发布人身保护令

等司法手段可以制止家暴，使施暴者改

过自新，我们还是会尽力维护家庭和睦

和稳定。”谈到对存在家庭暴力案件的处

理，南阳市中级法院民三庭庭长卢国伟

表示。

2017年4月初，当事人陈女士来到
社旗县法院，一定要亲自感谢法官李连

生。原来陈女士因家庭琐事遭丈夫多次

打骂，派出所多次出警处理，但是情况

依然得不到改善。通过看报纸了解到可

以申请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于是

陈女士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走进了社旗县

法院。法院收到陈女士的申请后立即进

行立案并展开调查，随后作出人身保护

令裁定并派法官冒雨送达给陈女士丈夫

和当地村委会、派出所。

陈女士丈夫接到保护令后认识到了

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承诺以后再也不会

打骂妻子，并在以后的生活中严格遵守

保护令的要求。一纸保护令，消除了家

庭暴力的威胁，化解了家庭矛盾，成为

维护家庭稳定的“定海神针”。

各方支招
家暴发生时，该怎么办

如果遭遇家暴或者周边有人遭遇家

暴，该如何求助？南阳中级法院民二庭

庭长李新华支招。第一招：就近求助。

工作人员介绍，受害者可以首先向受害

人或者加害人所在的单位、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等单位投

诉、反映或者求助。第二招：选择报

警。公安机关24小时接受报警求助，受
害人本人或者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拨打

110报警，要求警察制止家庭暴力，及
时调查取证。报警的同时，可要求警察

告诫施暴人，警察批评教育加害人并出

具告诫书。告诫书可作为法院认定家庭

暴力的证据。如果家暴情节严重的，还

可要求依法拘留施暴者，追究刑事责

任。第三招：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除了禁止实施家暴外，人身安全保

护令还可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

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责令被申请

人迁出申请人住所；以及其他保护申请

人人身安全的措施。

律师提醒�
第一时间报警并注意

保留相关证据

河南大为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训训告

诉记者，按照我国法律在法庭审理案件

时适用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提起诉讼的一方必须向法庭提交施暴证

据。受到家暴侵害，当事人首先要保存

遭受家暴当时的相关证据。比如：带血

的衣物、被打掉的牙齿、撕破的衣服，

施暴者的凶器等。身上的伤痕一定要用

拍照或录像的方式进行保存。其次，要

注意保留相关书证。医院看病记录(包括
医疗本、诊断证明、医疗报告、住院病

历等)。对方道歉时，要求书写保证书或
悔过书。最后，在遭受到严重家暴时应

及时向相关机构寻求帮助。比如：公安

机关、法院、妇联组织、人民调解组

织、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或其他组

织，并保存相关证明或书面记录。李训

训强调，报警要尽量选择拨打“110”，
记录出警人员的联系方式，方便将来调

取证据，必要时可要求警察给双方做笔

录、依程序进行伤情鉴定、出具告诫书

等。�4

核心提示

2016年3月1日,《反家庭
暴力法》正式实施，这为家暴

受害者“撑起了腰杆”。法律

规定，当事人遭受家庭暴力或

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

时，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

护令。昨日，记者从南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了解到，两年来，

我市两级法院共审理涉及家庭

暴力案件600多起，发布人身
保护令34份，为700余名家暴
受害者摆脱家暴提供了司法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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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区法院在狠抓审判工作的同时，把文化建设与增强法官司法能力建设、提高司法为民服务水平结合起来，突出卧龙法院自

身特色，弘扬“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卧龙法院精神 �4 本报记者 张罡 通讯员 毕明凯 摄

本报记者 李佳

自由恋爱多年，按照风俗办了婚

礼。三个月后，却因为琐事要分开。男

方起诉要求返还彩礼，法院判决支持部

分返还。

“结婚”三个月
两人闹起矛盾

31岁的李某和29岁的邵某曾是大
学同学，自由恋爱六年。2017年1月，两
人按照习俗举办了婚礼，但是，并没有进

行结婚登记。按照当地的习俗，结婚前，

需要由男方给女方彩礼。为了筹办婚礼

及购买金银首饰等，李某一家前前后后

共支付给邵某13万元。“结婚”后，小两口
度过了一段短暂的蜜月期，谁知好景不

长，婚礼刚刚举行完不到三个月，俩人就

因为各种琐事产生矛盾，导致邵某一气

之下回娘家居住。其间，双方家人及朋

友多次调解无果，自2017年9月开始，两
人不再联系，均有了想分开的想法。

仅仅维持三个月的婚姻，就耗费了

十几万元，李某认为，他与邵某没有办理

结婚登记手续，邵某在婚礼后三个月就

与他解除了同居关系，应该返还彩礼。

李某提起诉讼，要求邵某退还彩礼 13
万元。

庭审中，李某列出了13万元的具体
开销，包括8万元彩礼、购买钻戒支出1.8
万元、订婚前购买衣服支出6000元等共
计13万元。而邵某却称，她只收到李某
给付的彩礼8万元。且钱已经用于购买
黄金镯子、衣服以及举办酒席等花费。

返还彩礼2.5万元
法院认为，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

手续，仅同居生活三个月就因家庭琐事

发生矛盾、解除同居生活。两人共同生

活时间短，李某要求邵某返还彩礼的诉

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

至于彩礼，法院认定为8万元。主要考虑
到邵某为筹备婚礼，购买黄金首饰、衣

服、结婚用品等实际花费了大部分彩

礼。最终法院判决邵某一次性返还李某

彩礼2.5万元。

彩礼如何返还
看看具体规定

那么什么情况下，彩礼需要返还

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

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

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

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

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

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

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

为条件。

司法实践中，彩礼中除金钱部分需

要返还外，有些实物也需要返还。至于

返还彩礼的数额可根据双方过错程度、

双方的经济状况等因素，酌情确定。�4

本报讯（记者吕文杰）日前，内乡县法院以非法

经营罪，判处被告人罗某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2015年11月以来，杨某、李某、王某等人在内乡
县师岗镇某村非法设厂加工生产、销售烟丝。案件

发生后杨某、李某、王某等人被依法逮捕。在追踪同

案犯时，发现罗某在明知烟草及其制成品系国家专

营的情况下，依然从平顶山郏县往内乡县师岗镇为

该厂运送3吨烟叶，挣得运费1100元。
内乡县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罗某伙同他人，违

反国家规定，在没有取得烟草准运手续的情况下，明

知运输的是烟草专卖品，为牟利而将烟叶从郏县运

至内乡县境内，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

罪，且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过程中，被告人罗某

起辅助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被告人罗

某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遂作出上述判

决。�4

本报讯（记者吕文杰）将轿车卖给他人并收取

钱款后，又将该车卖给另外一名购车人。近日，社旗

县检察院以诈骗罪对李某提起公诉，法院判处李某

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10万元；责令退赔受害人近
50万元。

去年4月9日，社旗县城郊村民李某与赊店镇居
民杜某签订购车合同，合同约定杜某以6万元的价格
购买李某的小轿车，李某收到车款后，向杜某出具一

份收款条，但没有将车立即交付给杜某。几天后，李

某又以5万元的价格将该车卖给该县城郊村民郑某，
又以多种借口推脱不办理过户手续。直到郑某的女

儿开着涉案车辆在县城行驶时，被杜某碰见盘问，郑

某的女儿才知道李某已将该车卖给了杜某。

办案人员还发现，早在2014年4月，李某将他人
土地出租给居民张某、李某、郭某，骗取土地出让金

44.9万元。后多次推脱，无法兑现租赁的土地，直到
2015年10月李某才写下愿意归还44.9万元的保证
书，但至案发也没有归还。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骗

取公民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照

《刑法》相关之规定，作出上述判决。�4

本报讯（记者吕文杰）将已经报废的车辆号牌

安装在另一辆已达报废标准的轿车上，心存侥幸地

在农村道路上行驶。近日，该驾驶员被市公安局交

管支队第十勤务大队民警查获。

当日，第十勤务大队民警执勤时，稽查系统预警

提示，套牌嫌疑车辆尼桑小轿车在龙祥路和蒲山街

多次出现。经过研判布控，民警在蒲山镇长虹街北

将该套牌嫌疑车辆拦截。

经查询核实，该车辆逾期未检验且已达到报废

标准，驾驶员米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经询问得

知，该车是米某的朋友几年前抵账给他的，他将自己

已报废的桑塔纳轿车车牌取下，悬挂在尼桑轿车上，

以为在农村道路上行驶“比较安全”，结果还是被发

现了。

目前，米某因涉嫌使用其他车辆号牌、驾驶报废

机动车、无证驾驶，被该大队作出罚款3000元的处
罚，车辆被依法收缴并予以拆解。�4

“病车”上路 民警查获

本报记者 张罡

近日，卧龙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

巡回法庭暨送法进校园活动在河南省

经济管理学校拉开帷幕。该校全体学

管人员及2017级在校学生近4000余人
现场观看庭审过程并接受普法教育。

酒后毁物伤人

2017年9月的一天晚上，家住卧
龙区西华小区的李某和另外几个朋友

到光武路与工农路交叉口的一家饭店

吃饭。席间，六个人喝了六瓶白酒，

平时能喝三、四两白酒的李某多喝了

几杯，饭局没有结束就喝“断片”

了。随后，晕晕乎乎的李某乘坐“滴

滴打车”又来到工业路与八一路交叉

口的一个夜市摊，继续饮酒。几瓶啤

酒下肚，烂醉的李某无故把夜市摊的

桌子也掀翻了。担心再出事，他的两

位朋友就拦下一辆出租车打算把他送

回家。送至西华小区某家属院时，因

值班保安要求登记，李某张嘴就骂值

班保安。随后又进入保安值班室，将

值班室内的茶瓶、对讲机、手电筒

摔坏，并把进出门挡车杆毁坏。

在酒精的作用下，李某的撒泼行

为仍在继续。他跌跌撞撞来到街头意

欲拦下出租车。司机下车后，李某又

将车上的乘客进行殴打。几名乘客同

李某厮打在一起，后排乘客被李某一

拳打在鼻梁骨上，当时鲜血直流，经

鉴定为轻伤二级。

庭审中，由于案件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被告人对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卧龙区法院依照法律判处李某

有期徒刑七个月。

现场普法教育
庭审结束后，卧龙区法院少审庭庭

长王慧结合近年来发生在学生身边的

校园欺凌、网络诈骗、寻衅滋事、伤害、

盗窃等类型案件，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深

入浅出地向学生们讲解了人身安全和

财产安全问题，并介绍了法律对犯罪的

界定及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征、成因

以及危害。告诫学生们“勿以恶小而为

之”，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要

遵守法律法规，遵守校规校纪，增强辨

别是非和自我保护能力，自觉抵制各种

不良行为及违法犯罪行为，做遵纪守法

的好学生。如果受到侵害，一定要通过

法律途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不要以暴

力制止暴力，要学会保护自己。

“我作为一名中职学生，应该更加

遵守校规校纪、法律法规，做一个合格

的好公民。”法治报告会后，在谈及感受

时，河南省经济管理学校的一名李姓同

学说：“过量饮酒有很大危害，这个案例

让我深刻地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做

任何事都不能盲目冲动，只能做那些对

社会有益的事情”。�4

下图为庭审现场

本报记者 张罡 摄

《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两年来，我市共发出人身保护令34份—

有法律撑腰 向家暴说不

要回的彩礼

私运烟叶 牟利被罚

一车二卖 诈骗获刑

操场上的法治课

加强 未 成 年 人 思 想 道 德 建 设

本报记者 张罡

兼职“网络刷单员”，刷单“任务”完成越

多，佣金返还就越多……面对这轻而易举的“兼

职”，相信肯定会有人心动。19岁的小王，本想通
过“兼职”挣点外快，不料却落入诈骗陷阱，被骗

2058元。
在某公司打工的小王日常工作任务不是太重，

就想着再干一份兼职多挣些钱。

4月11日下午，小王通过手机在一网站上发布
一条找兼职的工作信息，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

码。几分钟后，他的手机上便开始收到了来自香

港、广州、上海、辽宁等全国各地的兼职短信。

“你的求职简历已被查阅通过初审，请及时联

系QQ：18XXXXXXXX”进行面试”。小王看到其中
一条这样的面试初审信息后，就通过手机QQ添加
了对方为好友，对方的QQ昵称是“客服小雨”。聊
天中，对方自称其公司是专门做网上代刷工作的。

在得到小王愿意兼职的肯定答复后，对方便发来了

一份网络代刷员“刷单工作流程”。

这份刷单工作流程明确了佣金按刷单信誉商品

的价格计算，根据交易金额的高低来返还佣金，交

易金额越高，返还佣金也相应提高，但刷单员需垫

资购买他们指定的商品并给好评，刷完之后数分

钟，公司就会返还刷单员的本金和佣金。

觉得操作简单，又有利可图，小王便按照客服

的提示操作起来。第一单，小王根据公司要求是要

刷一款女士大衣，金额是686元，但对方要求他不
能在该购物网上付款，而必须在公司提供的二维码

支付，这样才能返还本金和佣金。毫无防备之心的

小王便立即扫码付款，满心欢喜等待返还佣金。岂

料，对方又告知他，刷3件大衣才够一单，此时小
王依然没有意识到被骗,又找同事借了1千多元，又
订购了两件大衣。以为这下终于可以拿到返还的佣

金了，谁知对方又说，刷3件是1单，必须做够3单
才能结算佣金。此时，意识到被骗的小王这才慌忙

赶到派出所报警。

接到报警的市公安局梅溪派出所办案民警在询

问情况后，立即对小王的刷单被诈骗案件予以立

案，并积极完善相关手续，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民警针对此类网络兼职刷单的骗局提醒大家：

通常诈骗分子会通过手机短信、QQ、微信群、以及网
站、论坛等发布“兼职”信息，一旦有人上钩，就让加

QQ或微信群，并以高额佣金回报做诱饵，声称刷得
越多，挣得越多。预防此类网络刷单诈骗案件，需要

广大市民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的信息，拒绝诱惑，

避免掉入刷单兼职被骗的陷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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