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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新北法院刑庭
罪名：敲诈勒索罪
老张今年已64岁，19年前，他在一家企业跑供销。一次厂里要拉货，

老张认识了开面包车的小丽，喊她帮着拉货。 一来二去，两人就熟悉
了。在一次拉完货回来的途中，两人在宾馆开房休息时发生了关系。此
后，两人就多次借着拉货之机在一起幽会，而两人当时都有家室。

2002年时，因老张被小丽骗去广东做传销，两人关系一度闹僵，后渐
渐疏远。老张本以为两人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2008年，小丽又找到老
张家里，告诉老张她和丈夫离婚了，自己欠了别人的钱急着还。于是，老
张陆陆续续借给她数万元还债。

2012 年 5 月，小丽又去找老张，这次她开口借 15 万元。得知小丽深
陷赌博，老张不再理她，把她电话号码拉黑了。没想到，几天后老张从门
卫处收到了一封信。信是小丽写的，信上声称如果不给钱，就去老张家
里。

“我跟这个女的事情，家里一直都不知道，如果被家里人知道了，这个
家就完了，我也没脸在外面混了。”就在老张犹豫时，又收到了小丽送来的
第二封信。两天后，小丽直接来到厂里找老张。没办法，老张只好打给她
15 万元。不料，几个月后，小丽又来问老张要“借”10 万元，老张只好满
足。这次之后，小丽安稳了几年。

令老张没想到的是，2017年初，小丽又出现了。这次，她一开口就要
“借”50 万。老张不给钱，小丽就守在老张单位门口。无奈，老张只好又
满足她的要求。不料，才过了几个月，小丽又找到老张，而且要价一次比
一次狠。在小丽的逼迫下，老张两次分别给了她108万、150万元。

今年年初，小丽去单位找老张，一连几天赖着不走。无奈之下，老张
报了警。

小丽今年 46 岁。被警方抓获后，小丽供称，2008 年的时候因为婚外
情被丈夫知道后离婚。此后，她就一直沉湎于赌博。而输了钱后，她就找
老张要。

起诉书显示，小丽多次因赌博被警方处罚，2015 年因开设赌场罪被
判刑。2008 年以来，小丽沉迷赌博并欠下巨额赌债，多次找老张借钱还
债。后发现老张回避自己、不愿出钱帮自己偿还赌债后，利用老张不愿隐
私被他人知晓的心理，通过写信、打电话、发短信、至老张单位门口蹲守等
方式，多次敲诈勒索老张共计323万元用于偿还赌债。

最终，新北法院一审以敲诈勒索罪判处小丽有期徒刑13年。
法官点评：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

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本案中，一开始，老张因情人的身份，借给
小丽数万元，这是其自愿行为，这些钱虽然小丽没有及时归还，但不算敲
诈。后来，小丽再去找老张借钱时，在老张明确表示不愿意的情况下，用
写信、找上门、赖着不走等方式威胁老站，小丽的行为构成犯罪。

本版稿件由殷益峰采写，特别感谢通讯员李丹丹、庄园、王芳

如果你不给钱，我就去你的家里

一个六旬男人被情人敲掉了323万元（1有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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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新北法院刑庭
罪名：敲诈勒索罪

老张今年已 64 岁，19 年前，
他在一家企业跑供销。一次厂
里要拉货，老张认识了开面包车
的小丽，喊她帮着拉货。 一来
二去，两人就熟悉了。在一次拉
完货回来的途中，两人在宾馆开
房休息时发生了关系。此后，两
人就多次借着拉货之机在一起
幽会，而两人当时都有家室。

2002年时，因老张被小丽骗
去广东做传销，两人关系一度闹
僵，后渐渐疏远。老张本以为两
人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 2008
年，小丽又找到老张家里，告诉
老张她和丈夫离婚了，自己欠了
别人的钱急着还。于是，老张陆
陆续续借给她数万元还债。

2012 年 5 月，小丽又去找老
张，这次她开口借 15 万元。得
知小丽深陷赌博，老张不再理
她，把她电话号码拉黑了。没想
到，几天后老张从门卫处收到了
一封信。信是小丽写的，信上声
称如果不给钱，就去老张家里。

“我跟这个女的事情，家里
一直都不知道，如果被家里人知
道了，这个家就完了，我也没脸
在外面混了。”就在老张犹豫时，
又 收 到 了 小 丽 送 来 的 第 二 封
信。两天后，小丽直接来到厂里
找老张。没办法，老张只好打给
她 15 万元。不料，几个月后，小

丽又来问老张要“借”10万元，老
张只好满足。这次之后，小丽安
稳了几年。

令老张没想到的是，2017
年初，小丽又出现了。这次，她
一开口就要“借”50 万。老张不
给钱，小丽就守在老张单位门
口。无奈，老张只好又满足她的
要求。不料，才过了几个月，小
丽又找到老张，而且要价一次比
一次狠。在小丽的逼迫下，老张
两次分别给了她 108 万、150 万
元。

今年年初，小丽去单位找老
张，一连几天赖着不走。无奈之
下，老张报了警。

小丽今年 46 岁。被警方抓
获后，小丽供称，2008 年的时候
因 为 婚 外 情 被 丈 夫 知 道 后 离
婚。此后，她就一直沉湎于赌
博。而输了钱后，她就找老张
要。

起诉书显示，小丽多次因赌
博被警方处罚，2015年因开设赌
场罪被判刑。2008年以来，小丽
沉迷赌博并欠下巨额赌债，多次
找老张借钱还债。后发现老张
回避自己、不愿出钱帮自己偿还
赌债后，利用老张不愿隐私被他
人知晓的心理，通过写信、打电
话、发短信、至老张单位门口蹲
守等方式，多次敲诈勒索老张共
计323万元用于偿还赌债。

最终，新北法院一审以敲诈
勒 索 罪 判 处 小 丽 有 期 徒 刑 13
年。

施展苦肉计都难挽回她的“爱”

他掏出军刺，捅向想要分手的情人
地点：武进法院刑庭
罪名：故意杀人（未遂）

男子吴某今年44岁，案
发前在一家企业做驾驶员。
和情人阿虹（化名）认识时，吴
某和前妻结婚不久。2012年
前后，吴某与前妻离婚，阿虹
也因为前夫赌博离婚。两人
随后开始同居。

在相处几年时间里，阿
虹觉得吴某没房子，工作不
稳定，就一直没让吴某跟自
己父母见面，两人仍保持着
半地下情人的关系。

2017 年 6 月前后，吴某
觉得阿虹对自己明显冷淡，
就在阿虹的汽车里装了一
个 GPS 定位跟踪器。第二
天晚上，吴某守在阿虹汽车
边看见阿虹跟一名男子一
起逛街，于是走上前质问那
名男子。没想到，阿虹却当
面告诉他，那名男子是她新
谈的男友。

去年 8 月初，阿虹正式
向吴某提出分手。吴某苦
苦挽留不成，就上演一场苦
肉计。他吃了几片安眠药，
然后发了一段告别视频给
阿虹。阿虹得知后，赶到吴
某住处，将昏迷的吴某送到
医院急救。

见阿虹来救，吴某认为

阿虹对自己还是有感情的，
再 次 向 阿 虹 提 出 不 要 分
手。但阿虹把吴某送回家
后又提出要离开。吴某情
绪激动，掏出一把军刺，威
胁要阿虹和他一起。不然
的话，就杀了阿虹全家。

无奈，阿虹被迫在陪吴
某待了一晚。第二天上午，
趁吴某去厨房，阿虹找到机
会逃走。吴某则立即追到
阿虹家中。

据 吴 某 称 ，他 本 想 去
“杀她全家”，但看到阿虹一
位亲戚手中抱着一个8个月
大的孩子，遂打消了“杀全
家”念头，决定去杀了阿虹
再自杀。

在阿虹家楼下，吴某坐
进阿虹的车子，再次商谈分
手的事。当阿虹提出坚决
分手后，吴某从身后拿出一
把军刺，阿虹慌乱中逃出车
外，吴某下车一把将阿虹抓

住并摁倒在地，用军刺刺入
阿虹的背部。随后吴某开
着阿虹的车去派出所自首。

阿虹被刺后，在市民的
帮助下得救，其左腰部背部
刀刺伤、外伤性左肺破裂、左
侧膈肌破裂、脾破裂、左第九
肋骨裂等，经法医鉴定，阿虹
的伤构成重伤二级。

近日，武进区法院开庭
审理了此案。公诉人指控
吴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

（未遂）。吴某辩称，当时他
本可一刀将阿虹毙命，但想
到两人毕竟相处同居多年，
下不了手。但阿虹拼命喊
救命，刺激了他，于是就用
军刺捅了阿虹的后背。

法院审理认为，吴某杀
人动机明显，但因意志以外
的原因没有得逞，属于杀人
未遂。最终，法庭一审以故
意杀人罪（未遂），判处吴某
有期徒刑8年。

故意杀人未遂，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
为，由于行为人的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这里需
要注意的是，行为人的主观上要达到夺人性命的目
的，但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实现。

故意杀人未遂仍按故意杀人追究犯罪嫌疑人的
刑事责任，比照既遂从轻处罚，具体如何判决还要根
据具体案情分析。

撞了豪车，车主的免赔承诺不一定算数
因为如果车主向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就会向你追偿

地点：经开区法院横山桥法庭
诉讼事由：保险代位追偿纠纷

近日，经开区法院横山桥
法庭调解了一起追偿保险款
的案件。

本月初，一家保险公司将
男子谢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谢
某赔偿车辆损失1.5万元。这
起纠纷起源于去年年底的一
天，谢某开着自己一辆小面包
车倒车时，不慎撞上一辆宝马
车。经交警处理认定，谢某承
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因谢某的面包车没有投保
强制险和商业险。事发后，张
某拿着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
到自己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理
赔。保险公司依据车损险合同
赔偿了张某1.5万元。

保险公司在理赔时，要求
张某出具一份机动车辆保险权
益转让书，上面写明收到赔款
后就保险标的一切权益转让给
保险公司，并授权保险公司向
责任方追偿。

令承办法官感到意外
的是，谢某到庭后很气愤，他
说当时撞车后已经跟宝马车
主张某达成协议。谢某告诉
法官，当时张某体谅其经济
困难，仅让其支付3000元了
事，双方还达成协议，此事再
无瓜葛。为此，谢某还对张

某心生感激。
但是，对自己与张某达

成协议、支付 3000 元赔款，
谢某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

后在法官耐心释法下，谢
某明白了自己作为肇事方应
承担的赔偿责任，经调解最终
谢某立即支付1.2万元。

本案中，谢某说已跟张某达成协议，赔偿张某
3000元，一次性了结此事的说法没有依据。而宝马车
主张某当初向保险公司理赔时，向保险公司作出书面
承诺：自己没有收到张某的理赔款，也没有免除张某
责任。因此，张某把追偿权转让给保险公司后，保险
公司起诉谢某是有法律依据的。

如果宝马车主张某在事发后，明确表示免除张某
责任的，或者真的收取了张某 3000 元赔偿后，双方达
成调解协议的，他也就无权向保险公司去理赔了，因
为他明确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因此，也提醒一些豪车车主，在遇到此类事故时，
不要轻易做出免赔的承诺。而作为侵权者来说，如果
你撞了豪车后，车主明确表示不要你赔偿的，要及时
固定好证据，以免车主事后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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