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一越野车从波隆立交桥隔层坠落，
两人受伤。 长沙交警供图

本报5月5日讯 “打我的是妈
妈交的男朋友。”近日，在玩了2个小
时玩具情境模拟游戏后，5岁的被害
人优优(化名)终于向长沙市岳麓区
检察院检察官周萃说出了真凶，一
起仅有伤情鉴定的案件得以侦破。
目前， 犯罪嫌疑人彭某因涉嫌故意
伤害罪已被起诉至法院。

2018年9月，周萃接到了长沙市
妇联工作人员的电话， 反映湘雅医
院接诊了受伤严重、 未脱离生命危
险的优优，并怀疑是被他人伤害。因
无人报案，公安机关没有立案侦查。
优优妈妈钱女士称， 女儿是在家中
使用马桶时不慎跌落致伤。 但主治

医生认为， 胰腺损伤不可能由普通
的跌伤或是摔伤造成， 肯定是人为
的外力导致。

掌握基本情况后， 周萃要求公
安机关移送相关证据， 并与侦查人
员一道梳理现有证据。 在得知该案
没有被害人陈述后， 她一方面要求
警方法医进一步完善伤情鉴定，来
判断被害人的致伤原因;另一方面，
建议公安机关通过侦查实验， 验证
优优妈妈的男朋友即彭某供述的真
伪， 通过心理疏导的方法获取优优
的陈述。

在优优不愿陈述的情况下，周
萃来到优优家， 通过玩具模拟情境

游戏、 绘画游戏等方法取得优优信
任， 最终优优说出了殴打她的人是
彭某， 为公安机关突破彭某的口供
提供了有利的佐证。 该案移送审查
起诉后， 周萃与公安民警再次来到
优优家中，通过辨认笔录、同步录音
录像的方式，取得优优的指证，向法
院提起公诉。

“该案被害人是幼儿，害怕或者
不愿意把被殴打的事实告诉他人，
而前期犯罪嫌疑人彭某零口供，导
致本案一度受阻。”周萃认为，在办
理未成年被害人案件的过程中，不
能过于依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应
当以庭审为中心， 让全案证据形成
证据锁链。 针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取
证工作，不仅要讲究方法和策略，也
要防止在取证过程中对孩子造成二
次伤害。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邬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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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隔层绿化带，越野车栽下立交桥
长沙交警：车内两人受伤，暂无生命危险，已送医治疗

本报5月5日讯 “有台越野车
冲到波隆立交桥下面去了！”今天下
午， 多名网友向@三湘都市报 微博
爆料， 有台小车车头朝下立在波隆
立交桥桥下。此后，长沙交警通报，
车内男驾驶员和12岁女孩受伤，暂
无生命危险。

今天下午3点，记者赶到波隆立
交桥事发地点 ， 这台车牌为湘
AB4M*2的香槟色小车是从波隆立
交桥隔层行车道冲向路边绿化带，
由于绿化带是个陡坡， 小车沿着绿
化带冲下坡，冲破绿化带护栏，再坠
落几米后车头撞地。有目击者称，小

车是先撞向桥墩后再冲向绿化带后
坠落。小车的安全气囊弹开，车头变
形，副驾驶座一侧车门变形，地面散
落车身碎片及一些树枝。

记者在现场看到， 事发地旁边
的桥墩有刮痕， 绿化带被压出一条
车痕， 小车冲下的中间隔层和坠下
的最底层都有民警在现场维持秩
序，引导过往车辆。小车失控的位置
处在两个弯道的中间， 是一条直行
道，视野较好，没有遮挡物。

下午3点多， 小车被拖离现场，
开福区城管部门在现场对绿化带进
行勘验。

长沙交警通报，5月5日13:53
许，长沙交警接到报警，在波隆立交
桥有车辆坠桥。 民警到达现场后了
解到， 湘AB4M*2小型普通客车由
东向西行经波隆立交桥中间隔层绿
化带路段时， 冲向路边绿化带并坠
落到桥下。 车内有29岁左右男性驾
驶员和一名12岁左右女性乘客，两
人受伤，已经送往医院进行治疗，暂
无生命危险。 事故相关情况正在进
一步调查中。

(扫左上角二维码看现场视频)
■记者 虢灿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酒瘾网瘾科主治医师、 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周霞峰表示，家长的做法很关键。家长
要做好模范带头作用，引导小孩远离网络游戏。平时回
家后尽量不要碰手机， 要多陪孩子做一些互动性强的
游戏，周末有时间陪小孩多亲近大自然，离开网络游戏
的氛围。

本报5月5日讯 今日，
家住长沙县的刘女士向本
报热线反映， 称“五一”假
期，年仅8岁的“熊孩子”在
两天时间里，竟然在一款游
戏中充值了7000多元，她希
望游戏方能退款。

刘女士在长沙县经营
一家内衣店，5月3日晚上，她
在核对账单时发现， 用于店
铺收款的微信账户中， 余额
少了7882元。查看账单发现，
这些钱分别于5月2日、5月3
日转到了一个名为“东莞市
讯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
账号里， 而这段时间手机一
直在8岁儿子小明手中。以为
遭遇骗局的刘女士， 立即拨
打了110报警。

警方调取监控视频发
现，部分资金转账时间与小
明拿手机玩游戏的时间正
好吻合，“你看，手机竖起来
的时候在输入支付密码，横
放就开始玩了。”

见此情况，小明这才承
认，是自己在一款游戏中充
值了。“点一个键失灵了，就
一直点就点到了充值界面，

没想到乱输支付密码输对
了。”

原来，小明玩的是一款
名为“第五人格”的手游，游
戏内可充值购买饰品、新角
色和新皮肤。十余笔充值记
录中，最大额度为648元，充
值最多的也是这一项。“支
付密码和开机密码一样，没
来得及改。”刘女士说道。

随后，刘女士拨打了游
戏公司的客服电话。客服人
员表示，因不属于恶意扣款，
通常情况下不能退款， 但如
果能提供相关证据， 证明是
孩子所为，可提交相关资料，
待核实后再做处理。目前，刘
女士已提交相关证据。

湖南卓进律师事务所
律师聂炜认为，8周岁到18
岁的青少年儿童属于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的阶段，这一
阶段实施的民事行为是需
要法定代理人，也就是小孩
的监护人进行同意和追认，
否则属于无效行为。“按法
律规定须退还，但家长也要
提供相关证据。”

■记者 杨洁规

“熊孩子”玩游戏
“乱点”充值7000多元
家长以为遭遇诈骗，希望游戏平台退款

幼儿被打无人报案 检察官一招锁定关键证据
相关新闻

4月22日，株洲市民谭先生买东西时用手机支付，发
现扣款短信中的余额明显少了，觉得不对劲，赶紧查微
信近两天的交易记录，发现4月21日，他的微信向儿子的
微信转账了1000元，还向一名叫“一生所爱”的微信好友
转账2800元。

谭先生感到很诧异，立即盘问儿子，一问才发现，
儿子小理是为了买手游账号。 小理首先在谭先生的手
机中添加了自己的指纹，再用父亲的微信添加“一生所
爱”为好友，直接转了2800元。为了防止父亲发现，转账
后，还立即删除了该好友和扣款短信。而转到自己微信
中的1000元，也转给了该好友。

事后，谭先生联系这名微信好友，但对方回复称：
“交易已经完结，属于正常交易流程。”

“钱肯定是要不回了， 只当是买个教训。” 谭先生
说，除了一个微信，对方的信息资料根本无从知晓。

偷刷父亲微信，花3800元买手游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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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孩子沉迷网游，家长引导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