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发四川仁寿，
涉事老人被控制,敬
老院院长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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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7月4日专电（记者
陈健）4日，有报道称，48岁女精神病
人容英，在入住四川仁寿四公镇敬老
院后，被发现怀孕27周。亲属直指容
英在敬老院可能遭遇强奸或诱奸。警
方于3日晚已控制涉事老人，“初步调
查，涉嫌强奸”。

据媒体报道，一个完全失去生活自
理能力的女精神病人，入住当地敬老院
不到16个月，被查出怀孕27周。事发
四川仁寿县四公镇，怀孕者名叫容英
（化名），今年48岁。亲属指出，容英在
敬老院可能遭遇了强奸或诱奸。

这名妇女患先天性精神病，无法
与人正常沟通，生活不能自理，育有
一女，2014年3月丧偶，随后被村干
部安排进入四公镇敬老院。今年7月
1日，敬老院将其送到附近的松峰乡
卫生院检查，结果显示“妊娠”“臀
位中孕单活胎”。

公开资料显示，仁寿县四公镇敬

老院于2010年1月竣工投用，总投资
400余万元，有床位86张。

4日，记者从仁寿警方获悉，容英
在敬老院怀孕事件，其亲属已于7月3
日向仁寿县警方报了案。仁寿县公安
局汪洋派出所所长杨波表示，接到报
案后，警方于3日当晚对涉事老人予
以了控制。“经初步调查，因涉嫌强奸，
警方依法对这位老人实施强制措施。
具体情况尚在进一步调查取证中。”

4日上午，仁寿县四公镇党委政府
召开紧急会议，已对分管副镇长鲁天
然作出暂停工作的决定，并免去四公
镇敬老院院长刘明峰职务。

与此同时，仁寿县民政部门介入
调查此事，并要求各乡镇对所属敬老
院展开排查，严格把关入住对象。同
时，加强敬老院内部管理，坚决杜绝类
似情况发生。仁寿县卫计委已对这位
怀孕女精神病人展开关爱行动，其余
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

48岁女精神病人
敬老院内怀孕

“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
……”安徽舒城的王先生就遭
遇了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情：被
妻子算计，还被自己同事成功

“挖墙角”，王先生愤怒地起诉
离婚。昨日，这起离婚纠纷案
件在舒城县法院审结，法院经
调解，解除了王先生与妻子潘
女士的婚姻关系。

王先生诉称，他与妻子潘女
士于2007年上半年相识，下半
年结婚，第二年生育一子。夫妻
二人从未分开过，一直带着孩子
在外地工作，他为了家庭努力打
拼，有了车子，去年还买了房子，
本来生活挺幸福，可没想到，妻
子竟与他的一位同事好上了。
去年下半年一天晚上，妻子主动

炒菜劝酒，他不胜酒力，饭后倒
头便睡。妻子趁他睡熟后，将家
里中所有现金2万余元还有一
辆轿车都带走了，与那位同事私
奔。妻子走后，他发现自己和儿
子仅剩5元现金。

事后，王先生考虑孩子和
家庭，原谅了妻子，但妻子并未
悔改，与他那名男同事再次私
奔，男同事还与王先生电话谈
判，说他将来与潘女士结婚后，
不再要孩子了，想把王先生的
孩子也要去。妻子的行为让王
先生气得浑身发抖。

庭审中，被告潘女士承认
自己出轨行为，经调解，二人自
愿离婚；婚生子由王先生抚
养。 （据安徽商报）

21人杀矿友骗赔
5人二审获死刑

轰动一时的河北武安张伟兰
等21人杀害矿友骗赔案3日二审
宣判，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裁
定驳回张伟兰等人的上诉，全案维
持原判。

一年谋杀4工友

2011年7月，四川省宁南县男
子姜发品经人介绍，到河北省武安
市云驾岭村，欲通过租住在该村的
四川籍工头张伟兰联系打工矿点。

其间，后张伟兰纠集赵俊、张
成勇、闫登鹏、王华涛、王正富、王
朝松预谋，张伟兰指使王朝松选定
了作案矿点武安市胜利铁矿。

同年10月26日，姜发品（假冒
“闫仕勇”身份）在同赵俊、张成勇、
闫登鹏一起在该铁矿井下干活时，
被赵俊、张成勇、闫登鹏杀死。之
后赵俊向矿方谎报是塌方事故所
致。张伟兰、秦秀琼、闫登鹏、王华
涛、王正富分别冒充死者家属向矿
方骗取赔偿金61.3万。

自 2011 年 10 月至 2012 年 8
月期间，张伟兰等人以同样手段先
后谋杀了袁德福、谢世有、李子华3
名工友。2012年2月，张伟兰等人
在涉县西戌镇一家矿井谋杀李子
华后，在冒充死者家属向矿方索要
60万元赔偿金时，被矿方识破报
警。截至案发，张伟兰等人诈骗共
计180余万元。

5人一审被判死刑

2014年8月7日，河北省邯郸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
判决。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
处被告人张伟兰、赵俊、张成勇、徐
城德、闫仕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闫
登鹏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
告人王华涛、谢友贵、陈荣来无期
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4年12月9日至10日，河
北高院在邯郸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河北高院裁定驳回上诉，全
案维持原判。 （据法制晚报）

无人公交冲上路
女子被撞身亡

3日上午9点15分许，湖北武
汉一辆无人驾驶的601路公交车突
然冲过马路，将一名骑电动车的女
子连人带车撞倒后卷入轮下，送医
后因女子伤势过重不幸遇难，被撞
倒的女子姓李，今年41岁。事发时
公交车上并无人驾驶。公交公司
称，该车中途发生故障，没想到在
停车送修前发生了事故。

事发地点为武汉市汉口新湾
五路阳光新苑小区门前，附近就是
公交车的终点站。

据了解，发生车祸时公交车处
于无人驾驶的状态，事发之后，公
交司机才从调度室跑出。

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称，这辆
公交车在事发前的运营中，司机发
现车辆的气刹出现漏气，导致气压
不足，在结束运营后准备将车送至
修理厂。但就在司机下车向调度
室反映此事时，公交车自行前进酿
成事故。该工作人员还提到，当时
女子正好在路边停车打电话，并未
注意到来车。

出事的公交车系自动挡，靠气
刹制动和驻车。公司规定司机下
车时必须做到“刹车、熄火、挂空
挡”。公交公司负责人介绍，至于
司机当时停车后有没有熄火并拉
上手刹，目前都还在调查中。

（据法制晚报）

一对情侣因闹矛盾，女方
张某怒扔15万元现金，惊魂未
定之际，急忙向警方求助。在
河北沧州边防支队新村边防派
出所“警民联系”微信群的帮助
下，遗落现金失而复得。

6月23日晚，在沧州边防
支队新村边防派出所辖区，张
某与同行的男朋友闹矛盾，一
气之下将一个包裹15万元现
金的黑色塑料袋从汽车里扔了
出去。因为赌气，两个人都没
有拣回现金就驾车离开了。当
二人情绪缓和后再回去找时，
连同塑料袋在内的现金已经不
见了踪影，张某急忙向边防民
警求助。

当晚20时接警后，值班民
警一面安抚张某情绪，一面赶
赴现场展开查找工作。经过连
夜走访群众并调取周边监控录
像，但仍未取得有价值信息。
随后警官姜辉将这一情况发到

“警民联系”微信群中，以期待
群众提供线索。第二天，姜辉
就在微信群中获得群众提供的
一条信息：一辆银白色微型单
排车的车主曾在张某描述的地
点捡过东西。民警立即通过街
面监控，最终排查出了同一时
段出现在事发地点的类似车辆
30 余辆，经过仔细地筛选辨
认，最终确定是韩某捡到了这
15万元现金。

根据车辆登记信息，民警
与韩某取得了联系，最终丢失
的15万元又回到了张某手中，
面对失而复得的15万元张某
喜极而泣，向民警和捡到钱的
好心人表示感谢。姜辉表示，

“‘警民联系’微信群自去年11
月份建立以来，大家在群里发
布群众遇到的困难事，为辖区
的治安管理提供了第一手资
料，同时也方便了辖区群众。

（据河北新闻网）

一男子与爱慕已久的驾校
女同学同乘公交车，公交车急
刹时女子倒在男子怀中，男子
亲了女子的脸。

21岁的男青年小程和24
岁的女子小张是同一驾校的学
员，一起学车1个月。3日上
午，他俩一起到纸坊参加驾考，
都顺利过关。随后同乘901路
公交车回程。

13时10分，公交车行至湖
北武汉江夏区文化大道联投龙
湾车站时，突然急刹车，车厢内
许多人没站稳差点摔倒。小张

身子歪向一边，就要摔倒时，被
小程双手接住。就在小张庆幸
没摔跤时，她的脸却被小程亲
了一口，让她好不尴尬。小张
有男朋友，虽然小程是熟人，但
她仍觉得遭到非礼，于是拨打
110报警。江夏大桥派出所民
警将两人带到派出所。

小程说，他已经喜欢小张
许久，想到驾考结束再难相见，
遇到公交车急刹时小张倒在怀
里，他一时冲动亲了小张。经
过民警训诫，小程向小张赔礼
道歉。 （据东方网）

日前，记者报道了湖北恩
施州宣恩县原副检察长张德志
与情人长期保持婚外情关系一
事。7月3日下午，恩施州检察
院工作人员通报称，调查组根
据调查结果，已对当事人张德
志的通奸错误做出党内严重警
告和行政记大过的处理决定。

举报人黄女士此前曾爆料
称，其与张德志于2011年相识，
尔后二人保持婚外情关系，在外
租房同居，并前后三次为张堕
胎。而张德志在堕胎后曾分两
次给了她15万元抵偿，并留下
一张10万元欠条，但尔后拒绝
为其堕胎留下的身体隐疾负责。

记者曾就此事与张德志取

得联系，张在电话中表示对该
问题不愿多提，声称“没有这回
事，照片可以拼接”。

3日下午，恩施州检察院一
工作人员口头通报称，此事经
媒体报道后，恩施州有关部门
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调
查。恩施州检察院根据调查认
定的事实，依据有关规定，已于
今年5月15日对张德志作出党
内严重警告和行政记大过处
分，并将其调离办案岗位。

上述工作人员称，调查组
查明，张德志和黄某二人确实
存在不正当性关系，犯通奸错
误。目前张德志已被转入后勤
部门工作。 （据新京报）

女子灌醉丈夫与其同事私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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