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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老人撞坏他人车辆愁赔偿
民警助其保险代赔解烦恼
本报讯（张友宝 浔阳晚报记者 魏
东升）瑞昌市一位孤寡老人日前驾驶电
动车不小心撞坏他人车辆，得知保险公
司可以帮助他赔偿相关损失后，老人感
叹电动车上牌买保险就是好。
7 月 7 日中午，在瑞昌市高丰镇高
丰加油站路段，60 多岁的孤寡老人温某
驾驶一辆电动小四轮车不慎将邓某驾
驶的小车后保险杠撞坏。因老人的窘
境，面对被损车辆修理问题，双方一时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民警到场后，发现
电动车挂有瑞昌临时牌照，分析该车应
该同时办有保险业务。在车上寻找保
险单未果后，民警立即开车将老人送到
家并找到了该电动车保险单据。得知
有了这张保险单，本该个人掏钱的事，
在一定范围内，保险公司可以代为赔付
时，
老人满脸的愁容立即舒展开了。

志愿者及爱心企业
慰问一线执勤交警

慰问一线交警。
慰问一线交警
。
本报讯（吴国峰 浔阳晚报记者 魏
东升 文/摄）7 月 10 日，瑞昌市志愿者及
爱心企业自发来到该市部分执勤点，慰
问坚守在一线工作的交警。
当日，瑞昌市义工联志愿者们及奥
地利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有限公司江
西分公司一行 10 余人来到该市部分路
口交警执勤点，为一线交警送去纯净
水、功能饮料等防暑降温物品，给在高
温下坚守工作岗位的交警送去夏日的
“清凉”，以此感谢交通警察对市民安全
出行和道路畅通的辛勤付出。

上海知青彭逸维美术作品展
昨日在瑞昌开展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魏东升）7
月 11 日，由瑞昌市文联、瑞昌市残联、瑞
昌市文广新局主办的“青春岁月——上
海知青彭逸维美术作品展”在瑞昌市文
化馆正式开展，这次美术作品展共展出
上海知青彭逸维 68 幅美术作品，以钢笔
素描为主，并展示出部分水彩、水粉、油
画作品，
展览时间为本月 11 日至 31 日。
彭逸维系上海松江美术协会理事，
1969 年 3 月随着全国下放知青潮流来
到瑞昌，在瑞昌，他下过大队养猪，进过
车辆厂做工人，在县剧团画过舞台布
景，在瑞昌二中、黄桥农中当过美术老
师……1988 年以“人才交流”调入上海
松江文化局。
在瑞昌插队 18 年期间，正好处于中
国美术全面变革发展时期，他就开始了
思考绘画艺术的本体属性，探寻和运用
个性化艺术语言反映出新时代的特
征。回上海后，他又不断完善作品自身
品格，艺术风格亦逐渐形成。到本世纪
初，强化主体意识，不断探索绘画技艺，
重视艺术素质，息养功深，其作品日臻
成熟。
为回报瑞昌，感恩瑞昌，彭逸维不
远千里自费把装裱好的美术作品运抵
瑞昌，举办“青春岁月——上海知青彭
逸维美术作品展”，将为两地文化交流
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也更好地丰富瑞
昌市艺术文化。

女子向情人提分手被纠缠
心怀不满殴打他人被刑拘
彭小芳与何小定（均为化名）两个有着
各自婚姻的人保持了一段不正当的情人关
系后,因女方想回归家庭,明确表示断绝这段
不正当的关系,然而男方却希望继续保持这
种暧昧关系不肯分手,并强行扣押女方的身
份证件。为了摆脱纠缠，彭小芳便找人想教
训何小定，不料下手太重致使对方受伤较
重，事发几个月后，彭小芳和行凶者最终被
追究刑事责任。

别再缠着
我 ，不 然 对 你
不客气！

胡鹏 浔阳晚报记者 魏东升

A

为摆脱纠缠
女子找人“教训”情人

今年刚满 30 岁的彭小芳与 35 岁的何小
定两人几年前相识后，不久就发展成为情人
关系。两人相处期间因感情不和，彭小芳渐
渐萌生了分手的念头。今年春节前，当彭小
芳主动提出分手想外出打工时，却未曾想遭
到何小定一口拒绝，并强行将彭小芳的身份
证扣押在他的身上，意图阻止彭小芳与自己
分手并外出打工。为此，两人之间的关系一
直僵持着，由此也产生了一些矛盾。
2018 年 1 月 15 日晚，彭小芳打电话给朋
友何照升（化名）时，语气显得有些抑郁。
“怎
么了，有什么事需要我帮你吗？”何照升感觉
到对方情绪低落后，关切地问。
“ 没什么。”面
对此事，彭小芳本不想多说。但在何照升一
再追问下，彭小芳还是将她与何小定之间发
生的事原原本本讲给了何照升听。彭小芳告
诉何照升，现在两人的关系已经出现裂痕，她
想分手，但是对方却一直纠缠。
听到彭小芳提到何小定这个名字，何照
升心里不由得暗生恨意。何照升今年26岁，
虽
然比彭小芳小几岁，
但因为聊得来，
两人也成了
好朋友。一年前，
何照升通过彭小芳认识了何
小定，有一次在 KTV 一起唱歌时，两人因为一
点小事发生了争执，
何小定当时还动手打了何
照升，
为此，
何照升也一直耿耿于怀。
彭小芳讲完这些事后，便向何照升试着
提起是不是能够帮忙找几个人教训一下何小
定，帮她出口气。听完彭小芳的话，何照升顿
时心生怜悯，当即满口应允。加上过去与何
小定之间产生的过节，“这次一定要好好教
训一下这个人！”何照升暗暗在想。
“只要稍微
教训一下就行了，别把事情搞大。”看到何照
升答应帮忙，彭小芳心中隐隐又有些不安，一
再向何照升叮嘱。

别离开我，
我不想分手！

B

致人受轻伤 行凶者难逃法网

1 月 16 日凌晨，正在湖北省阳
新县的何照升约上两位同姓朋友，
三人开车从阳新回到瑞昌。当日，
彭小芳则通过微信联系何小定见
面，见彭小芳主动联系自己，此时
的何小定心中甚至还心存一丝欣
喜，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迎接他的却
是一顿皮肉之苦。到了约定地点，
见对方一直没来，还几次焦急地给
彭小芳发信息询问。为了稳住何
小定，彭小芳回复说一会就到，并
让何小定微信给她发送具体位
置。得到何小定的位置后，彭小芳
又将位置转发给何照升。
根据何小定发送的位置，何照
升三人开车很快赶到了瑞昌市安
定湖旁边。看到了何小定后，三个
人便将车停在路边，何照升留在车
内，随行的两个人则拿着事先准备
好的钢管径直来到何小定身边，对
着他挥舞着钢管就是一阵乱打。
随后，三人开车驶离现场。
案发后，何小定旋即报警，并
去医院治疗。经检查，何小定右腿
小腿骨折，伤势较重。后经瑞昌市
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何小定
伤情达轻伤。

接到报案后，瑞昌市公安局赛
湖派出所民警对此迅速展开调
查。通过调取事发路段的监控，该
所办案民警发现一辆白色现代轿
车有重大作案嫌疑。通过进一步
调查，民警又发现事发时段何小定
与彭小芳有着频繁的联系；而白色
现代轿车车主何照升与彭小芳又
恰巧熟识……种种迹象表明，此案
与何照升、彭小芳之间有了很多不
是巧合的关联。
2018 年 4 月 8 日，已经逃到外
地的何照升被循迹而来的公安民
警抓获，到案后，何照升交代了自
己的犯罪事实，当日被瑞昌市公安
局依法刑事拘留。2018 年 5 月 21
日，犯罪嫌疑人彭小芳也被瑞昌市
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2018 年 6 月 6 日，彭小芳、何照
升两人通过其他方式向何小定道
歉，赔偿何小定医药费、营养费 6
万余元，并取得何小定的谅解。7
月 11 日，浔阳晚报记者从瑞昌市
公 安 局 赛 湖 派 出 所 了 解 到 ，何 照
升、彭小芳两人目前依法被取保候
审，另外两名行凶者瑞昌警方还在
追捕中。

拉车门碰运气盗窃 男子屡屡得手终被抓
本报讯（胡鹏 浔阳晚报记者 魏东升）
住在瑞昌市汽车站附近某小区的陈于志（化
名）今年 31 岁，个子不高，体重却高达 140 公
斤。虽然已经结婚成了家并有了孩子，但陈
于志常常不回家，喜欢在网吧里泡通宵。
今年 4 月的一天，陈于志凌晨从一家网
吧出来，
偶然发现路边一辆轿车的车门没锁，
于是就在车内翻寻起来，最后拿走了车内仅
有的几枚硬币。
“不过拿了别人几块钱，没什
么大不了的。
”
事后，
陈于志这样想。
有了上次拉车门的意外收获后，虽然到
手的只有区区几元钱，但陈于志自认为找到
了一条意外之财的捷径。只要有机会，陈于
志便开始有意识地试着在市区一些路段用
手去拉路边车辆的车门。只要发现车门没
有锁，陈于志就会把车子翻个底朝天，发现
手机、钱财之类的就顺手摸走。

6 月 22 日，在瑞昌市洪下乡工作的冯先
生来到辖区派出所报案。因为忘记锁车门，
发现里面一个装有单位公章的背包不见了，
冯先生对此十分焦急。民警通过调取监控，
发现当天凌晨一名体型肥胖的男子在冯先
生的车里翻了近 10 分钟。由于男子体型特
殊，
办案民警对这个男子印象十分深刻。
6 月 24 日凌晨，陈于志从外面上网回到
自己居住的小区，
发现一辆皮卡车没有锁门，
便将车内的 15 元零钱拿走。车主刘先生早
晨发现车内被人翻动，
就打电话报警，
看到小
区随后赶来的警察，
陈于志顿时慌了神，
待警
察走后，陈于志通过朋友主动与刘先生取得
了联系，考虑到损失只有 15 元，刘先生选择
原谅了他，
并答应去派出所撤案。
6 月 25 日，陈于志跟着刘先生一起去
赛湖派出所撤案。当看到体型肥胖的陈于

志时，由于印象深刻，办案民警立即将其控
制，并将陈于志盗窃冯先生车内财物的视
频当场播放，陈于志自知无法抵赖，马上交
代了违法行为。当日，陈于志被依法行政
拘留。
细心的办案民警通过梳理近几个月来
的案件，认为陈于志盗窃的事实远不止公安
机关所掌握的两起。果然，面对公安机关的
讯问，陈于志又交代了其他数起公安机关所
没有掌握的犯罪事实。6 月 26 日，陈于志被
依法刑事拘留。
赛湖派出所所长周明喜告诉浔阳晚报
记者，陈于志的行窃手段并无技术含量，通
常忘记锁车门的车主就是这类嫌疑人的作案
目标。周明喜所长提醒车主，不管车停在什
么地方，
车主都要记得上锁，
尽量不要在车内
放贵重财物，
避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