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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重点·赔偿款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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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的刘先生因为经常出差，有买保险的习惯。2013年，他爬树不慎摔

心

核

示 成一级伤残，获赔249万元。该笔赔偿费由他妻子管理。然而，治疗一年多后
提

妻子竟拒付医疗费，也不愿将剩余的百万元赔偿拿出来。刘先生的父母为
此起诉儿媳，希望拿回这笔钱为儿子治病。4月26日，法院将开庭审理此案。

白领意外摔伤致残，获赔249万元 治疗一年多后，妻子拒绝继续付治疗费

公婆诉儿媳，争夺赔偿款管理权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肖秀芬

家人为监护权闹矛盾

购买了20份意外险，爬树为女儿捡玩
具不小心摔成一级伤残，长沙男子刘中磊
获得了249万元巨额赔偿金。然而，刘中磊
的父母与妻子却对治疗方案产生歧义，妻
子拒 将赔 偿 款全 部用 于 支付 医疗 费 。为
此， 年过七旬的公婆将儿媳告上了法庭，
请求法院撤销儿媳对儿子的监护权，并返
还百万元赔偿款。4月26日，长沙市岳麓区
人民法院将开庭审理此案。

爬树摔成一级伤残，获赔249万
45岁的刘中磊原本是一家大型通讯
公司的技术骨干，属于精英型人才，有着
很好的前途。然而，一起意外却让他的生
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3年10月27日，刘中磊带着当时年
仅4岁的女儿在小区里玩遥控飞机， 不料
飞机卡在了一棵大樟树上，因离地面太高
没能将遥控飞机取下。28日中午， 刘中磊
下班回家， 借了一个人字梯爬上了树，不
料从2米高的树上摔下，头部着地。
随后，刘中磊被送往医院救治，虽然
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丧失了语言能力，存
在沟通障碍，生活无法自理。司法鉴定结
果显示，刘中磊重度颅脑外伤、失语、大小
便障碍、外伤性癫痫，达到一级伤残。
因工作中需要经常出差， 担心发生
意外 ， 刘 中磊 一直 有 购买 保险 的 习惯 ，
2013年购买了20份人身意外险，每份最高
赔付金额为10万元。2014年9月，保险公司
赔偿全部到位，共获赔249万。

刘中 磊38 岁 才 结 婚 ，
妻子彭媛媛（化名）比他小
17岁。婚后，彭媛媛在家当
全职太太。 关于对刘中磊
的监护、赔偿款的支配，刘
中磊的父母与彭媛媛产生
了很大分歧，并多次争吵。
2014年11月， 彭媛媛
向岳麓区法院提出申请，要
求法院指定自己为监护人。
对此李中磊的父母提出了
异议。最终，法院宣告刘中
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但
没有支持彭媛媛担任监护
人的请求。
今年1月，当地司法所
和社区组织了 两次 协 调，
最终指定李中 磊的 父 母、
妻子三人为共同监护人。
刘中磊的母亲李腊元
表示， 赔偿款一直由彭媛
媛支配，事发后至今，刘中
磊所花费的医疗费已超过
100万。目前刘中磊每月的
医疗费仍需4万元左右。
起初彭媛媛照顾刘
中磊也算尽心尽力， 但从
今年1月份开始，她却拒绝
再支付刘 中磊 的医 药 费，
“还剩下150万， 她那么年
轻， 肯定有自己的考虑。”
李腊元心中不免有猜疑。

4月1日，湖南省中医附一，摔成一级伤残的刘中磊正在接受康复治疗。

记者 唐俊 摄

为赔偿金家人将对簿公堂
今年3月， 李腊元与老伴一
起将儿媳告上法庭，要求撤销彭
媛媛的监护权，并返还剩余的赔
偿款用于刘中磊治疗。4月26日，
岳麓区法院将开庭审理此案。
“出事后，我一再跟他们强
调， 愿意照顾刘中磊一辈子，他
们就是不信。” 彭媛媛无奈地解
释，她不再将赔偿款继续支付医
疗费，是因为刘家人一直拒绝办
理医保，
“
没有医保报销，按照现
在的情况，150万元最多能撑3
年，以后怎么办？刘中磊可指望
着这笔钱生活一辈子啊。”

看新闻学法律
伤残赔偿金是个人财产
湖南森力律师事务所
律合君成团队彭健律师介
绍，我国《婚姻法》及相关司
法解释规定，一方因身体受
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
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属于
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刘中磊
的保险赔款属于他的个人
财产， 并非夫妻共同财产，
只能够用于他个人的治疗
或生活，不论其妻子是否是

监护人，都不能挪用这笔赔
偿款。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
者被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精神病人，需要有人对他的
生活及其他方面进行照顾，
法律规定，配偶是第一顺序
位的监护人， 其次是父母。
但如果对监护人有争议，则
可以申请社区指定，对指定
不服的，由法院裁决。

巧借东风饰古城
—来自邵阳市住建局的报道
——

资江涌春潮，古城焕新颜。
走进邵阳，一种强烈的感觉撞
击人们的心房：邵阳大变样，变得
更加壮阔秀美！
繁绿点缀，笔直宽阔的东互通
世纪大道、蔡锷大道犹如两条横空
出世的巨龙， 托起古城腾飞之翼；
西苑公园、魏源广场、北塔生态园
像一朵朵初绽的花蕾， 美轮美奂，
光彩照人；昔日的小街小巷，早已
抖落旧日的风尘，展现出华丽光鲜
的面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笑容
如阳光一样灿烂……
标志性建筑如雨后春笋，拔地
而起；市内街道提质改造 ，如火如
荼； 基础设施建设更是突飞猛
进——
—
近年来，特别是2014年，邵阳
市住建局紧紧围绕市委、 市政府
“八个建成”宏伟目标，锐意进取，
真抓实干，挥动如椽大笔，谱写了
城市建设的崭新篇章。

项目建设 高歌猛进
征途漫漫，岁月如歌。2014年
对邵阳市住建局来说，是项目建设
任务最重、 资金压力最大的一年，
也是硕果累累、可圈可点的一年。
这一年，全局共承担了十三个
重点项目建设， 完成投资超过10
亿元。其中东互通世纪大道全线沥
青路面工程和景观绿化工程全部
完成，路灯、通讯杆线和标志标牌

标线全部到位，并于9月30日竣工
通车， 圆满实现了当初“拓宽、拉
直、推平、做美”的构想；南互通敞
口工程完成了土石方工程， 其他
建设紧锣密鼓； 学院路延伸段征
地拆迁、道路建设均已启动；西苑
公园累计完成总投资2.5亿元，完
成主入口广场建设、 人工湖湖底
80%的土石方工程和约1500米的
人工湖主园路路基修建； 西湖北
路实现主车道全线通车， 完成建
安总产值2.1亿元；大祥立交桥东
西向主线竣工通车； 邵阳大道西
段在春节前主路通车； 雪峰大桥
累计完成建安投资9500万元，完
成南岸全部36根桥墩基桩和6号
主桥墩扩大基础施工围堰； 资江
南岸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完成项
目立项审批和棚改项目立项申报
工作，区域配套道路已开工建设；
宝庆路提质改造完成投资3500万
元；双坡路改造完成验收移交；建
设中路改造顺利完成； 敏州西路
改造累计完成投资7500万元，全
面完成了道路、绿化、亮化、美化
的提质改造。
“历经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
出艰辛”。十三个建设项目，犹如十
三处战场。一年来，邵阳住建局干
部职工风里来、雨里去，奔赴在各
个建设工地，“五加二”、“白加黑”
全天候地战斗在一线，不知吃过多
少苦头，流过多少汗水。

生态建设 异彩纷呈
漫步邵阳城区， 满街花团锦
簇，处处绿荫如盖。邵阳，这座“深
呼吸”的城市，饭菜里都能“吃”出
氧气的味道！
以创建省级园林城市为契机，
全面开展了植绿补绿行动。“栽绿
补绿”、“见缝插绿”、“拆围透绿”等
一系列绿化行动轰轰烈烈，道路绿
化提质升级， 庭院绿化蔚成大观，
“三边三区三年行动”圆满收官。
2014年， 邵阳成功创建省级
园林城市，目前，全市建成区绿地
面 积 1761.76 公 顷 ， 绿 地 率 达
31.46%；绿化覆盖面积1966.76公
顷，绿化覆盖率达35.12%；公园绿
地面积达466.64公顷，人均公园绿
地8平方米。
完成全市所有风景名胜区总
体规划编制，完成新邵白水洞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和邵东佘湖山、洞口
罗溪省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
评审，顺利通过住房城乡建设部对
南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执法检
查和隆回花瑶-虎形山风电项目
的调研考察。

城乡建设 全面推进
如果将城区比作月亮，围绕在
城市周边的乡镇就是“捧月之星”。
2014年， 邵阳市住建局继续以推
进新型城镇化为主题，以保障和改

邵阳市市委书记郭光文（右二）视察东互通建设。

邵阳市市长龚文密（左三）视察西苑公园。

善民生为重点，不断完善城镇基础
设施，提升城镇品位，打造“城乡共
繁荣”的美丽景象。
做好新型城镇化项目储备。在
全市组织了60个公用基础设施维
护项目上报。树立新型城镇化发展
标杆，推荐邵东县为我省推进新型
城镇化发展示范县。
大力推进重点城镇规划。邵东
县廉桥镇、团山镇、佘田桥镇，新邵
县坪上镇等18个建制镇被评为全
国第二批重点镇，重点镇数量跃居
全省前列。加快传统村落保护与发
展，组织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崇木
凼村， 绥宁县李熙桥镇李熙村等
11个传统村落参加省厅组织的传
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审查，目前已

通过5个。
切实抓好污水管网建设。先后
组织“十二五”重点流域重点镇廉
桥镇、 邓元泰镇等8个镇参加省厅
组织的供水和排水工程专项规划
设计专家复核， 目前已基本通过。
加大污水管网建设投入，全年完成
管 网 建 设 28.9 公 里 ， 完 成 投 资
4800.4万元。
着力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全年
全市共完成15800户， 动工率、竣
工率均达100%。
东风何时至， 已绿湖上山。敢
于创新、勇于拼搏的邵阳住建人又
步履铿锵，激情满怀，从春天出发。
■记者 陈志强 陆益平
通讯员 吕军保 刘雯 尹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