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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汽车市场的快速
发展和市民车险投保意识的逐
步提高，车险保费收入稳步增
长，与此同时，车险欺诈也随之
而来。近年来车险骗赔呈现数
量多、案值大以及手法多样化的
发展态势，严重危害了汽车保险
的健康发展及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人保财险常州市分公司（以
下简称常州人保）车险分部经理
陈杰告诉记者，今年他们已对 5
起车险欺诈案件立案侦查。“还
有一些案件是在我们发现后，对
方能及时认识到问题严重性，及
时更正的。”

陈杰特别提及一起两家修
理厂勾结诈保的案件，值得所有
车主警惕。据了解，这是一起双
方事故，两车均受损。常州人保
接到报案时，双方车辆已经离开
现场，前往各自修理厂处理。由
于两辆车分别在钟楼与武进修
理，分属于不同片区，且双方申
请定损时间相近，因此，在定损
中无人发现两车异样。

当进入赔款流程时，定损人
员再次检查赔款车辆情况，发现
案件存在蹊跷。“两车确实发生
碰撞，但标的车的损失部位与三
者车的损失部位略有不符，且从
上报的两车损失情况来看，并不
是 一 下 子 碰 撞 出 来 的 。”陈 杰
说。定损人员随即中止赔款程
序，重启案件调查。由于两车均
已修复，调查人员无法通过车辆
损失部位确认两车是否存在保
险欺诈行为，于是调取事发路段
的监控录像。陈杰表示，从监控
录像来看，两车的碰撞过于直
接，不像因未注意路况突然变道
而导致的交通事故。但是仅凭

车辆行驶轨迹，只表明此案有疑
问，并不能说明是保险欺诈行
为，那么案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呢？

调查人员走访双方车主后，
“欺诈”案情逐渐浮出水面。“当
时车主质疑车辆损失并不严重，
但修理时间却很长，几次询问都
没有修好，认为修理厂修车效率
过低。”陈杰说，结合理赔系统中
双车的定损价格均过万元，并非
如双方车主所称损失不大，疑问
越来越大。于是他们再次与车
主核实其车辆事故发生经过，车
主表示，发生了一个小事故后，
车辆送到修理厂维修，后面又发
生的碰撞自己并不知情。

是否修理厂利用客户事故
车辆维修期间假造事故进行骗
保？经过调查人员强大的心理
攻势、多次规劝以及说明法律后
果，加上双方车主的质疑态度，
修理厂终于坦白了案件经过：本
案人保标的车雪铁龙被另一家
保险公司承保的车辆追尾，追尾
车辆全责，另一辆奔驰轿车也是
同样的情况。双方车辆均送到
各自修理厂修理，修理厂之间有
联系，看到双方车辆损失均不算
严重，因此修理厂工作人员心生
一计，决定合作，再次制造一起
事故，将损失扩大的同时，向雪

铁 龙 承 保 的 常 州 人 保 诈 取 赔
款。于是，两家修理厂将停在各
自店内的车辆开至事故地点，伪
造了一场因变道导致双车相碰
的事故。 孙婕 靳轲

编 者 的 话

机动车损失保险常常是不
良动机投保当中的主要险种，其
中以汽车维修企业、保险从业人
员参与或协助实施的保险欺诈
居多。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
是，不少车主在发生事故后，嫌
麻烦不愿向保险公司报险，就留
下保险单让修理厂来全权处理
修车事宜，这就给修理厂骗保提
供了可乘之机。别看车主自己没
有掏现钱，修理费也是由保险公
司买单，但这种游戏背后却存在
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最后受损的
还是车主自己——“小事故”制
造成“大事故”、车辆出险率提
升、增加车辆受损配件更换⋯⋯
打击保险欺诈，不仅维护保险公
司的合法权益，更是维护了车主
的合法利益。对车主而言，选择
车辆维修单位时，应严格审核修
理厂资质，尽量选择具有一定规
模、较高专业素质、行业内较受
好评的修理单位。如发现汽修厂
存在骗保行为，应及时向公安机
关报警。

车是“真”事故车，修理厂却作祟诈保

“嫁入范家前，我从来没有
想过自己会与留青竹刻结缘。”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留
青竹刻的市级传承人徐敏当时
并没有想过，她会担下这门艺术
的传承责任，一干就是20多年。

徐敏的公公范遥青是常州
留青竹刻省级非遗传承人，被誉
为“竹刻五杰”，竹刻中的陷地刻
就是范遥青独创的。他年轻时
曾受竹刻大师白士风指点，后又
拜于文物鉴赏家王世襄门下。
1995 年徐敏嫁入范家后耳濡目
染，对留青竹刻产生了极大的兴
趣，便跟着范遥青学起竹刻来。

留青竹刻要在竹子表面一
层不到 0.1 毫米的青皮上雕刻图
案，十分考验手上功夫和耐心。
初学时，徐敏跟着公公范遥青学
习各种刀技刻法，“为了打好扎
实的基础，光是练习铲底这一
项，就花了 3 年时间。”早上 6 点
开刀，是徐敏多少年雷打不动的
习惯。“时间不够用”，白天竹刻，
晚上写书法、画画、读书，徐敏的
一天总是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一件留青竹刻的作品，从选
材、竹片处理、创稿，再到开切、
铲底、创作，往往需要耗费至少 2
个月的时间甚至更久。

徐敏的工作室设在雕庄一
座宽绰疏朗的仿古建筑内。徐
敏说，雕刻不仅要环境安静，更
要内心平静，一刀复一刀，是在
与自己的内心对话，是自己学养
的自然流露，只有创作激情与内
心平静和谐统一，才能刻出精美
典雅的作品来，刀下的花草竹
树、飞禽走兽才会充满灵性和生
机。

如今，徐敏一家祖孙三代五
口人，有三人从事竹刻艺术。除
了自己和公公外，她的儿子范千

里去年从苏州大学毕业后，也开
始投身留青竹刻艺术，成为常州
留青竹刻新生代的代表。

“花花世界，静守己心。”徐
敏说，她这一辈子，传承好留青
竹刻就已经够了。

市总宣 吕亦菲 文 胡平 摄

徐敏：一刀复一刀，与内心对话

华再清是武进区东安实
验学校的一名退休教师，三尺
讲台上，他将“爱军、学军”的
思想传达给一代又一代学子；
三尺讲台下，他身体力行，以

“拥军、颂军”的传统影响身边
人。30多年来，他始终心系国
防事业。

一封倡议书，他成
了全团战士家长学习的
榜样

上世纪 80 年代，华再清
响应国家号召，将儿子送往部
队当兵，从此，他与军人结下
了不解之缘。

儿子去部队没多久就写
信回家，诉说部队生活艰苦，
并 一 度 产 生 想 要 放 弃 的 念
头。华再清立即以一个家长
的身份，提笔向全团战士家长
发出倡议书《让孩子安心军营
多作贡献，家长有义不容辞的
责任》，号召全团战士家长要
为固长城添硬砖。团党委接
信后，立即向全团战士宣讲，
并将“倡议书”打印千余份寄
到每个战士家中。战士家长
们纷纷寄家书，教诲儿郎安心
服役，争当合格军人。一时
间，这个团思想政治工作十分
活跃，练兵热情迅猛高涨，团
队被原南京军区评为“思想政
治工作先进团”，华再清被评
为该团 1988 年度“十佳新人
新事”榜首。

为了丰富部队战士的文
化娱乐生活，华再清把小学到
初中共 18 册音乐书上的简谱
识谱知识摘录、刻写、油印，分
发给战士们，还每年从广东遂
溪新华书店为战士们邮购新
出版的歌本。近年来，华再清
还编辑了战士们爱唱的 100
首军歌歌曲本——《献给最可
爱的人》，并利用节假日去共

建部队教唱。

倡议成立“少年军
校”，举办爱军夏令营

为 了 让 学 生“ 学 习 解 放
军，当好接班人”，华再清倡议
成立“少年军校”。1997 年 6
月，“东安中心小学少年军校”
正式被命名为“武进区第三少
年军校”，华再清被任命为武
进区第三少年军校政委，华再
清特邀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的向守志上将担任“名誉校
长”，并与多个部队开展军校
共建活动。

少年军校成立后，华再清
与驻军部队协调，申请安排军
人担任校外辅导员和军训教
官。每年暑期，举办爱军夏令
营，学生走进军营观摩学习。

几十年的努力，华再清带
领少年军校走出了一条规范
化建设之路，学校先后被命名
为“全国少年军校示范校”“全
国首届国防教育特色学校”。

投稿3000余篇，为
国防事业鼓与呼

30多年来，华再清采写有
关部队、军人和军属题材的稿
件 3000 余篇，先后被《中国国
防报》《国防教育报》《中国双
拥》等几十个报刊采用，有 10
多篇稿件还获了奖。其中，

《国防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
还在全国征文评选中荣获一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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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再清：身站三尺讲台，
心系万里“长城”

华再清（右）慰问军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