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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女子打伤闯入家醉酒男被认定为正当防卫相关报道

正当防卫

火灾隐患曝光台

2月24日，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村民刘娟（文
中均为化名）被新晃侗族自治县公安局决定并执行
监视居住。

原来，今年1月16日13时许，刘娟家中院子里
来了个喝得醉醺醺的王军，他见刘娟独自一个人在
家，便扬言要发生性关系。一气之下，刘娟拿起家中
的杉木扁担，对王军左腿等部位进行殴打，王军被打
伤倒在地上后，刘娟停止了殴打。对此，新晃侗族自
治县人民检察院的指控中，认定当时王军是对刘娟
进行言语侮辱，并以刘娟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
起公诉。因为被刘娟打伤后，刘娟不肯赔钱，王军
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刘娟赔偿2万元
损失……

重大火灾隐患单位被立案查处
本报怀化讯 近日，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

消防救援大队对两家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单位
进行了立案查处，并实施挂牌督办。

通道侗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监督执法人
员对通道县春田老地方和七号公馆进行消防监
督检查时发现两家单位均未按消防技术标准设
置自动消防设施。根据《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
法》，经大队集体研究讨论，直接判定两家单位为
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并对两家单位的违法事实进
行了调查取证，将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依据告知了当事人，下发了《行政处罚决定
书》，并及时提请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对两
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进行挂牌督办。

下一步，大队将加强工作指导，督促隐患单
位按时整改销案，确保辖区火灾形势稳定。

通讯员尹垚 何琴

带宠物狗进站坐火车被拒
本报怀化讯 10月 10日，一名男子带着一条

宠物狗，准备从怀化火车站乘坐火车，被民警和
工作人员阻止，因为宠物乘车铁路另有规定。

据了解，这名男子姓李，22岁，贵州人。当天
上午 8时许，他牵着一条宠物狗准备从怀化火车
站进站乘车，被车站值勤民警和工作人员发现，
告知他宠物狗不能带进车站，必须办理托运。

李某来到车站托运处后，但他的到达站没有
托运业务，宠物狗办理不了托运。李某返回时，
准备把宠物狗放进行李箱带进站，再次被民警及
时制止，并告诉他，鸡鸭等活物都是禁止带进站
的，除导盲犬外，其他犬也是禁止带进站的。经
过反复宣传，李某改乘了其他交通工具。

通讯员靳春涛 刘亚平 记者满延坤

旅客吐血倒地，铁警紧急救助
本报郴州讯 近日，一男子在郴州站候车室

准备进站时，突然吐血晕倒在地，周围旅客紧急
求助铁警，民警接到求助，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并
赶往现场，配合车站工作人员将男子送往医院。
经医院救治后，男子转危为安。

10月9日下午，衡阳铁路公安处郴州站派出
所民警执勤时，接到旅客报警求助称，候车室有
一名乘客在准备进站时，突然吐血倒地，情况非
常紧急。

接到求助，民警立即和车站工作人员赶往现
场，并紧急联系120急救中心。民警赶到现场，看
到一男子倒在地上，口吐鲜血，脸色发白，整个人
已经失去了意识。

民警让患者平躺在担架上，并协助车站工作
人员疏散围观群众。很快 120 急救人员到达现
场，立即对该男子进行救治。在民警和车站工作
人员的协助下，该男子被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接
受进一步治疗。

无独有偶，在衡山西高铁站也有这样的情
况。10月 10日，衡阳铁路公安处衡山西站派出
所民警在值班中接到旅客报警求助，称在当日
G280次列车上，一名由深圳北前往泰安的旅客
突发疾病，腹痛难忍，需要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接到求助后，民警立即开展工作。一边向车长了
解患者具体症状及身体情况，一边紧急联系当地
医疗部门赶到衡山西站。

列车到站后，民警在地方防疫部门配合下，
将患病男子从列车上搀扶至车站防疫检测点，并
第一时间对男子进行体温测量，在排除了新冠症
状后，将男子送往了地方医院。

经治疗，两名男子均已出院。
通讯员莫彧鑫 徐晓彤 记者满延坤

挪用200万元炒股，还有同伙帮忙
本报长沙讯“真的太谢谢了，感谢你们为我

们公司挽回经济损失！”日前，某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负责人来到望城公安经侦大队，将一面写有

“雷霆出击，破案神速”的鲜红锦旗交到办案民警
的手中，以表示深深的谢意。

9月 21日，望城警方接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监察部经理黎某报警称，从 2018年至今，该公司
下属湖南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员工李某某、胡
某某涉嫌挪用资金 200余万元。接报案后，望城
警方高度重视，迅速组织经侦大队、高塘岭派出
所联合开展调查工作。通过分析研判及多方调
查取证，办案民警发现，时任该公司财务部部长
的李某某分别在2018年6月、10月利用虚假财务
资料分两笔挪用公司200余万人民币用于个人炒
股。公司会计胡某某在发现李某某制作虚假记
账凭证并挪用公司资金后，不但没有阻止，还帮
助其入账、隐瞒，并获得李某某 5万元分赃，致其
得以继续挪用资金不被发现。随后，为掩盖公司
账务实际资金余额已出现 200余万元的窟窿，李
某某再次虚构 200余万元的支出项，来保持公司
资金余额与真实情况相符。

直到近日，该公司在资金核查中发现凭证存
在异常后，随即报警。经过缜密布控，9月22日，
民警将涉嫌挪用资金的犯罪嫌疑人胡某某、李某
某抓获归案。面对民警的询问，嫌疑人李某某后
悔不已。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男，44岁，广东
省深圳市人）、胡某某（女，30 岁，益阳市安化县
人）对自己挪用公司资金的事实供认不讳。目
前，李某某已将挪用的赃款全部退回，两名嫌疑
人被望城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办
理中。 记者满延坤 通讯员覃亚林

本报记者周凌如 长沙报道

醉酒男子闯进家里，扬言要发生性关系，
家住新晃的刘娟气急败坏地拿起扁担朝对方
打了过去。

事情的发展却大大超出刘娟预料，检方将
男子的行为定义为言语侮辱，起诉刘娟涉嫌故

意伤害罪。
近日，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一审审理

了该案。在法院的判决中，事情却出现了反
转。法院认为，男子醉酒后扬言要发生性关
系，他的行为不可控，不能苛求刘娟去预测可
不可能发生。一审认定刘娟的行为属于正当
防卫，宣判其无罪。看新闻学法律

打伤闯入家醉酒男，正当防卫
男子酒后闯入家中要求发生性关系，女子将其打伤被起诉故意伤害，法院判定无罪

本报记者黎棠 长沙报道

“消防车高速路上救火被收通行费”，10月10日，抖音
上一则短视频被网友们迅速关注成为热点。视频中，益阳
桃江县的一名行政执法大队的负责人说消防车是去救火
的，消防车拉着警报准备出去的时候，被高速公路收费站
的工作人员要求收费。湖南高速益阳分公司的工作人员
则解释说，参与灭火的情况属实，但是不能提供免费的依
据，所以他们也没有这个权利。

10月 11日，记者联系了湖南高速益阳分公司平洞高
速桃花江收费站，收费站旷站长告诉记者，确实有这么一
回事，主要是因为这辆消防车为无牌地方消防救援车，不
符合免费车辆的要求。

消防车高速路上救火被收40元通行费？
高速集团：消防车未悬挂专用号牌；经沟通后已退还往返通行费

据了解，按照桃江县要求大栗港镇成立的
地方应急消防队，承担着周边乡镇、村庄等区
域的灭火救援任务，车上统一喷涂有标识、警
灯等设备，消防车配发到乡镇上已有 3个月左
右，车辆属于公务车辆。

湖南高速集团益阳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按照《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通
行高速公路的免费车辆范围为军车、执行任务
的警车、消防救援车、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
道”车等车辆，军车、警车等必须为悬挂号牌的
制式车辆方可免费通行；按照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辆悬挂应急救援
专用号牌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办发〔2018〕114
号），对悬挂专用号牌的消防救援车辆免收车
辆通行费。

负责人表示，收费站对无牌地方消防救援

车收费符合规定，但在处理方式上还是欠妥。
10 月 11 日上午，湖南高速集团益阳分公

司、桃江县消防救援大队、桃江县大栗港镇人
民政府就“桃江县大栗港镇消防车上高速灭火
被收费”事情进行了友好沟通。

湖南高速集团益阳分公司充分肯定大栗
港镇应急消防队的救援行为，对大栗港镇应急
消防队接到火警后第一时间上高速公路对自
燃小车进行救援表示感谢，并按照应急救援处
置的原则，主动退还大栗港镇消防队往返通行
费 40元。同时，为避免类似事情发生，湖南高
速集团益阳分公司、桃江县消防救援大队、桃
江县应急管理局等单位将进一步协商并报有
关部门批准，规范乡镇一级消防救援车辆的管
理，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置，优先保障救援力
量顺畅通行。

事件 没有牌照，消防车被拦停收费

回应 收费符合规定，但处理方式欠妥

10月 9日下午 5时许，一辆小轿车在平洞
高速上发生了自燃。据了解，驾驶员夏先生和
同事驾车在大栗港镇办完公事后，从平洞高速
大栗港互通前往桃江县城。汽车在高速公路
上行驶后不久，他们发现车的引擎盖里往外冒
烟，于是立马靠边停车查看，车头部分突然燃
烧了起来。夏先生他们立即离开汽车，转移至
安全地带，并向大栗港镇政府报警求助。

接到报警求助后，大栗港镇应急消防队立
马派出一辆消防救援车前往现场。当应急消
防队准备从大栗港镇收费站上高速时，因为这
台地方消防车没有牌照，工作人员把栏杆放下
来，并表示这辆消防车需要持卡上高速。由于

当时情况紧急，消防车的救援人员立即领卡前
往现场灭火。

据参与救援的大栗港镇应急消防队的彭
先生介绍，大火扑灭后他们继续向前行驶至桃
花江收费站准备下高速返回，同行的桃江县公
安消防救援大队的消防车辆没有被收费顺利
通过，而等他们的消防车通过时被拦了下来，
工作人员表示要收取20元的通行费。

“当时我们的司机表明了上高速的来意，
按照常理来说不应该收费，但是收费站工作
人员说这辆车不属于免费通行车辆，一定要
收费。”彭先生说，他们一来一回共交了 40 元
通行费。

法院在判决书中，对判决理由进行了陈述。
法院认为，刘娟的房屋属单家独院，除一条较陡约

40 米的入户小路与乡村公路相连外，没有其他道路，王
军直接来到刘娟家中便要求与刘娟发生性关系，犯意明
显。王军处醉酒状态，明确提出要与刘娟发生性关系，
对刘娟来说，王军不可控且行为难以预测，对可能发生
的性侵害行为，刘娟采取防卫措施，具有紧迫性和必要
性，而不应苛求刘娟去预测可不可能发生，更不应苛求
刘娟的防卫程度。

刘娟一方面没有伤害王军身体健康的主观故意，另
一方面刘娟在防卫时采取的反抗措施并未超出必要的限
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为了使
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
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
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以及第三款“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
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
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的
规定，刘娟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构成犯罪，不应负刑事
责任。

因正当防卫产生的伤害而造成的损失，防卫人不应承
担赔偿责任。本案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军诉请赔偿的
经济损失，法院不予支持。 记者周凌如

醉酒后行为不可控
不能苛求被告人预测

说法

2 月 24 日，刘娟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被
新晃侗族自治县公安局决定并执行监视居住。

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以刘娟涉嫌
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在检方的指控
中，认定当时王军是对刘娟进行言语侮辱。

因为刘娟打伤王军后不肯赔钱，王军还提
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刘娟赔偿 2万元
损失。

“案发当日，王军喝醉后去到刘娟家里发
现刘娟一个人在家，意图与刘娟发生性关系，
刘娟人小体弱，孤立无援，处于现实极度危险
之中，为摆脱危险，情急之下用一根扁担殴打
王军的腿。当王军倒地后没有危险性之后，刘
娟及时终止了殴打。”对于刘娟的行为，他的辩
护人提出，刘娟应该是属于正当防卫，而且没
有过当。

到底王军的行为属于言语侮辱还是意图
强奸，刘娟的殴打行为属于故意伤害还是正当
防卫？

新晃法院的判决，让案件迎来了反转。新
晃法院审理认为，刘娟的房屋属单家独院，刘
娟单独一人在家，王军在醉酒状态来到其家中
要求与其发生性关系，刘娟身材瘦小，为制止

即将发生的性侵害而拿起家中杉木扁担将王
军打伤，属于为使本人免受性侵害而采取制止
不法侵害的行为，虽造成王军轻伤，但刘娟的
行为属正当防卫，不应负刑事责任。公诉机关
指控刘娟犯故意伤害罪适用法律错误，
刘娟的行为不属防卫过当，而是
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一审判决刘娟无罪，驳
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
军的诉讼请求。

一审认定正当防卫，判决无罪

今年1月16日13时许，刘娟家中院子里来
了个不速之客。一男子喝得醉醺醺的，见刘娟
独自一个人在家，便对刘娟说：“你说话轻一
点，你老公不在家，我老婆也不在家。我们来
做盘麻批（方言，指性交）。”

该男子名叫王军，与刘娟住在一个村子
里。当天中午，王军在亲友家中吃饭喝醉了
酒，原本亲友通知了王军的妻子。王军妻子赶
过来，扶着王军走了一段路后，叮嘱王军自己
回家休息，她离开看牛去了。

谁知这一放手，就出现了意外，王军独自
跑去了同村村民刘娟家里。刘娟家房屋属独
居小院，除一条较陡约40米的入户小路与乡村
公路相连外，没有其他道路。

王军在刘娟家中院子里说的话，恰巧被路
过的邻居听见了，但他没有当回事。“我们听习

惯了王军说的这种脏话，就干活去了。”
对于王军的话，刘娟非常气愤，她拿起

家中的杉木扁担，对王军左腿等部位进行
殴打，王军被打伤倒在地上后，刘娟停止了
殴打。

双方仍继续争吵，争吵中王军从刘娟家的
院子里爬到了入户路上躺了一会，又爬回刘娟
家院子里躺着，刘娟便自行离开家来到村委
会，向村干部报告情况。

此后，王军被妻子和同村村民抬回家中休
息。当日17时许，刘娟通过电话向公安机关投
案自首，次日 0时 52分，王军被家人送至新晃
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治疗，共住院 23天，花医
疗费9855.52元。

经新晃侗族自治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鉴
定，王军左侧腓骨中上段骨折等属轻伤二级。

醉酒男子闯入院子称要发生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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