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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2014年，常德安乡的张先生与带有两个女儿的王女士重新组建了家
庭，但一场车祸打破了这个小家庭的幸福和谐。

2017年9月，王女士因车祸受伤，伤情构成十级伤残。同年9月14
日，张先生停止向王女士付生活费。

仅仅5个月后，张先生突发重病，生活困难，此时他想起了两名继女，
希望她们可以承担起赡养责任。

但两名继女不愿支付赡养费用，张先生将她们告上法庭。

继父母与继子女是因婚姻关系而
产生的一种亲属，属于姻亲。现实中，
常见的继父母与继子女的关系有以下
两种：

第一种，名分型：即生父或生母与
继母或继父再婚时，继子女已经成年
独立生活，或虽未成年但仍由其生父
母提供生活教育费，没有受其继父或
母的抚养教育，所以仅仅是名分上的
继子女与继父母的关系。

第二种，共同生活型：即生父或母
与继母或父再婚时，继父或母对其承担
了部分或全部的生活教育费，继父或母

与继子女已形成了抚养教育的关系。
依据《婚姻法》第二十七条规定：

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
间的权利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
关系的有关规定。

也就是说，若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
已经形成了抚养关系的话，那么在继父
母年老的时候，作为继子女就需要对继
父母履行赡养义务，也就是说此时的赡
养费就需要继子女来承担。反之，若双
方之间并未形成抚养关系，则继子女对
继父母是没有赡养义务的，而实际是否
支付赡养费，可以看继子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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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继父重病向继女索要赡养费

赡养纷争

看新闻学法律 “我一直把她们当作亲女儿。”身患重病的张
先生向常德安乡法院递交了一份诉状，起诉的正

是他口中视如亲生的两个继女，靠着低保生活的
张先生希望继女每月向他支付1000元赡养费。

继女有义务赡养继父吗？近日，安乡法院
的一纸判决书给出了答案。

继父重病该不该付赡养费
因生活困难要求两名继女每月给1000元；法院：未构成抚养关系无须赡养

以假换真调包和天下被刑拘
本报常德讯 近段时间以来，常德津市公

安局接到多起用假烟换真烟的案件，为此，津市
市公安局加大对商户周边的巡逻防控，经过长
时间的蹲守，终于发现嫌疑人作案车辆，5月 15
日，将这名用假烟换真烟的盗窃犯朱某明抓获
归案，经警方调查，朱某明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在
津市、临澧、桃源等地作案 10余起，涉案金额上
万元。

5月上旬，津市市公安局汪家桥派出所接到
孙女士报警称：自己商店内的和天下被调包换成
了假烟。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案发现场，并调
取了店内的监控录像，视频显示一名穿着黑色西
装外套、棕色裤子的男子走进了店中，佯装购买
香烟，却趁店主不注意时，将手里的香烟放入了
裤兜中，然后从外套里面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假烟
放在柜台上面与真烟进行“调包”，整个过程一两
秒钟就完成了，之后迅速离开现场。

办案民警经对之前几起类似案件进行研判分
析，确定为同一人所为，遂并案侦查。通过前期侦
查，警方很快锁定犯罪嫌疑人，并查实其真实身份
信息，嫌疑人朱某明，58岁，常德武陵区人，其非常
狡猾，行踪不定，在津市、临澧、桃源流窜作案，从
不在同一地方久待，一直无合适的时机实施抓捕。

5月15日，津市市公安局汪家桥派出所与嘉
山派出所合成作战，掌握其在临澧县某街道活动
的信息后，办案民警立即前往该地进行蹲守，将
正准备销赃的朱某明当场抓获，并在其驾驶的一
辆白色丰田小轿车内搜到部分还未来得及销赃
的真烟，并缴获假烟若干。

目前，犯罪嫌疑人朱某明因涉嫌盗窃被公安
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记者陈诗娴 通讯员罗蓝 刘定朋

交警带走马路中间转圈哈士奇
本报长沙讯 5月 18日晚 7点 30分许，芙蓉

交警七中队民警陈磊在远大路车站北路口执勤
时，发现有一只哈士奇在路中间打圈圈，非常危
险，同时影响到过往车辆通行安全。

陈磊民警和中队文明交通劝导员一起，将哈
士奇制服并带回岗亭。

5月 19日，陈磊告诉潇湘晨报记者，截至 19
日中午，仍然没有人来认领它，现急寻狗主人，希
望尽快将它领回家。

值得一提的是，哈士奇虽然一直被称为
“拆家小能手”，但这只小狗进入交警岗亭后表
现十分乖巧温顺。 记者骆一歌

擅自改造货车车厢被罚款
本报长沙讯 5月18日，常德交警支队直属

一大队在市城区芙蓉路查获一起非法改装的小
货车。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做出罚款 500 元的处
罚决定。

当天上午 10点 36分，常德交警支队直属一
大队在城区芙蓉路开展城市交通秩序专项整治

“清爽行动”。这时一辆小货车沿芙蓉路向紫菱
路口驶来，执勤民警发现小货车有疑似加高加宽
违法，当即将小货车拦下。经查，小货车驾驶人
罗某，存在“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
关技术数据的”的违法行为。据驾驶人罗某交代
自己为了做生意方便，擅自改装了车辆后车厢外
形。对于罗某的违法行为，民警现场对其进行了
法制宣传教育，指出了私自改装小货车后带来的
危害性，并责令其恢复原状。

执勤民警依法开具《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处理通知书》，对罗某“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
登记的有关技术数据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罚
款500元的处罚决定。

交警提醒：不要为了自己的一时需求，擅自
改变机动车外形及已登记的技术数据，要认真学
习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使用机动车，确
保安全出行。 记者骆一歌 通讯员刘小满 苏莹

对于继父的要求，小芳与小娟无法接受，
在她们看来，这个继父仅仅只是名义上的。

“除了两次春节，我平时从来没有去过他
家。”小芳认为，张先生从来没有将她当作亲
人，双方关系不好。

小娟更是直言，她一直生活在外婆家。“我
所有花费均由母亲转给他后，再由他转给我，
每月 500 元，最后一次转账是 2017 年 9 月 14
日，此后他再没有管过我的生活。2018年初，
他甚至不顾母亲腿伤，将母亲和我赶了出来，
双方关系不好，平常没有沟通，他还将我电话
设为黑名单。”

安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张先生与王
女士结婚时小芳已经年满二十周岁，张先生对
其不存在抚养的义务，张先生所给付资金应属
于资助，而非抚养，故双方之间不构成法律上
的抚养关系。小娟已年满十四周岁未满十五

周岁，属于未成年人，但小娟自幼在武冈的外
婆家生活，张先生与王女士结婚后，小娟也一
直在武冈及娄底读书，并未到安乡生活，也未
与张先生、王女士生活在一起，其虽然有三个
春节到安乡度过，但时间都很短暂，不能由此
认定双方是共同生活。

综合查明的案件情况，张先生账户给付小
娟的费用共计1万多元，时间跨度仅两年左右，
双方关系不佳，张先生并未尽到管理教育的责
任，故双方之间也未形成抚养关系。

张先生虽身有疾病，因听力、语言表述存
在缺陷，构成残疾，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张先生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张先生每月领取低保资
金、残疾补助金及王女士给付的 500 元，共有
1050 元，除去住院开支，每月还有 800 多元可
供支配，对于农村生活水平已经足够。综上，
一审判决驳回了张先生的诉求。

在与王女士相识之前，张先生孑然一身，没
有子女，也没有生育能力。2014年，王女士与张
先生重新组建了家庭。

王女士曾有过一段婚姻，还与前夫生育了
两个女儿。王女士再婚时，她的大女儿小芳（化
名）20岁了，小女儿小娟（化名）14岁，虽说有了
继父，小芳与小娟却没有在安乡生活，也鲜少和
继父相处，小芳仅到张先生家过了两个春节，年
龄小一点的小娟也仅到张先生家过了三个春
节，每次都只是短短相处一阵子，其余时间小娟
一直在外婆的照顾下生活、读书。

起初，张先生的生活也算宽裕，婚后在深圳
从事厨师工作，业余还跑过滴滴出租。然而意外
很快打碎了这个小家庭的幸福和谐，2017年 9
月，王女士在与张先生返回湖南途中因车祸受
伤，经鉴定，伤情构成十级伤残。5个月后，张先
生也生病了，因脑部疾病住院。出院后，张先生
因听力及语言能力受损，经鉴定，构成二级残疾。

自 2015年 12月起至 2017年 9月 14日，张
先生向王女士共计给付 1.1万余元。2017年 9
月14日后，张先生再没有给付过生活费。

“我将小娟、小芳视为亲生女儿，现二人均已
参加工作并成家。我突发重病后，王女士照顾几
次后离开家外出，小芳小娟也没有来看望。我现
在生活特别困难，需要人照顾。”张先生说。

记者注意到，2019年初，张先生曾向法院
提起诉讼，后撤回对小芳、小娟的诉讼，经法院
调解，王女士每月支付张先生 500元。张先生
与王女士享受政府低保，每月共420元，该款由
张先生领取使用。

但此后，张先生认为，他生病前每月按时
将生活费、学费转入二人账户，继女理应承担
赡养责任，因此再次提起诉讼，要求小芳和小
娟二人按每月 1000元标准给付赡养费。值得
注意的是，该案庭审中，小芳、小娟的代理人正
是她们的母亲、张先生的妻子王女士。

本报记者周凌如 常德报道

继父患病后诉请继女赡养

法院：给大女儿的钱是资助不是抚养

什么情况下需要赡养继父母

全国刑拘涉黑嫌疑人近40万人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9 日从全国扫黑办获

悉，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共打掉涉黑组织3120
个，涉恶犯罪集团 9888 个，刑拘犯罪嫌疑人
388442人，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
67190人。

公安部副部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杜航伟表
示，下一步，全国公安机关将持续加大追逃力度，
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工作措施、科技支撑以及国
际合作，努力实现涉黑涉恶逃犯清零见底。

本报长沙讯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全省各级政法机关会同纪检监察机关，打
掉了一批涉黑涉恶犯罪组织及其“保护伞”。

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经进入决战
决胜的新阶段，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确保依法严惩、除恶务尽，省扫黑办近日
对 20 起涉黑涉恶案件进行挂牌督办（第五
批）。现将有关案件公布如下：

郴州市北湖区龙海案，株洲市渌口区文
争强、李志兵案，株洲市杨秀峰案，茶陵县文
堂顺案，炎陵县谭江华案，衡山县刘德勇案，

湘潭市岳塘区谢韬案，汨罗市廖申龙案，常德
市武陵区李克明案，常德市鼎城区贾红、贾伯
伦案，邵阳市龙海波案，益阳市赫山区陈义生
案，桃江县唐珀鸣案，永州市李远山案，溆浦
县向英果案，辰溪县覃善云案，通道县吴新丑
案，涟源市李军耀案，新化县曾德洪案，花垣
县王仕勇、王仕海案。

请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案件知情人、受
害人积极向省扫黑办（举报信箱：长沙市芙蓉
区韶山北路1号省委大院3办公楼省扫黑办，
邮编：410011；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省公安厅

刑侦总队，邮编：410001）或相关办案单位提
供以上挂牌督办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违法犯罪
线索、外逃人员线索、涉及案件背后的腐败和

“保护伞”线索。对有价值的线索，省扫黑办
将交相关单位认真核查，做好检举揭发人员
的保护和保密工作。对提供重大线索的举报
人，将予以奖励。

以上案件中实施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人
员、在逃人员，包庇、纵容黑恶势力的公职
人员，要尽快投案自首，依纪依法争取从宽
处理。 记者陈诗娴

省扫黑办挂牌督办20起涉黑涉恶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