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人把银行卡忘在了ATM机了，岳
阳人彭某一时起意，取走3000元。揣着这
笔烫手的钱几个小时后，他主动到派出
所投案。近日，汨罗市人民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彭某因犯盗窃罪，判处罚
金人民币3000元。

2018年2月8日下午2点多， 彭某在
弼时镇一家银行ATM机排队取款时，发
现前面取款的人把银行卡遗忘在ATM
机里忘记取走，彭某从该银行卡中通过
ATM机取走现金3000元后离开。

拿着这笔钱彭某坐立不安，当晚7点
多，他揣着钱走进了汨罗市公安局弼时
派出所投案并退还3000元。

法院审理认为，彭某以非法占用为
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
行为已构成盗窃罪。案发后，彭某主动
到公安机关投案，系自首，依法可以从
轻处罚。他到案后主动退赃，取得了被
害人的谅解， 对其可酌情从轻处罚。遂
作出如上判决。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杨宗辉 胥扬

在医院捡到一张社保一卡通银行
卡，李某交给了儿媳，还跟她一起去了
银行套出了密码， 分3次取走了1.21万
元，回家交给老伴保管。没多久，东窗事
发，3人都被民警传唤。近日，长沙县人
民法院一审宣判该案。

2018年6月11日， 长沙县人李某在
长沙县第二人民医院捡到了一张社保
一卡通银行卡。 拿着卡琢磨了几天，李
某把捡卡的事告诉了儿媳方某和老伴
吴某。当天傍晚，婆媳俩一起来到银行，
方某竟然成功套取了这张卡的密码。确
认卡里有钱后，婆媳俩分3次从ATM机
里取走了1.21万元。

另一边，发现卡丢了的失主赶紧挂
失，却发现钱被取走，赶紧报案。

20多天后，李某等三人被民警依法
传唤到案，并将这1.21万元依法扣押。

公诉机关以李某、方某犯信用卡诈
骗罪，吴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提
起公诉。近日，长沙县法院一审开庭审
理该案。

法院审理后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
立。在信用卡诈骗共同犯罪中，李某、方
某均系起主要作用的主犯，应当按照参
与的全部犯罪处罚。3人到案后如实供
述犯罪事实，并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
以从轻处罚。被骗财产已发还被害人家
属，且对李某等人表示谅解，对李某、方
某还可酌情从轻处罚。

法院判决李某、方某犯信用卡诈骗
罪，均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吴某犯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罪，免予刑事处罚。

■记者 虢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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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5 月 7 日 讯
2017年5月，彭同学在长沙
姬妍星愿整形医院做了双
眼皮手术， 术后出现了双
眼皮以及两眼严重不对称
的迹象， 医生测量其左眼
双眼皮长度为9毫米，右眼
为6毫米。在与美容院协调
无果后， 彭同学一纸诉状
将其告上法庭（详见本报4
月7日A07版）。今日，彭同
学致电记者， 称医院伪造
签名， 经鉴定，《手术前告
知暨知情同意书》（以下简
称《手术同意书》）签名非
她所写。

鉴定显示，术前同意书
签名非患者所写

去年8月，彭同学一纸
诉状将长沙姬妍星愿整形
医院告上法庭， 在她前往
医院查看门诊病历时，院
方提供了一份有她签名的
《手术同意书》。 记者在该
《手术同意书》 上看到，就
医者一栏中署有彭同学的
签名， 医师签名栏中只有

周某的签名，未加盖公章，时
间为2017年5月16日。

在彭同学将其手术的相
关情况投诉至开福区卫生计
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院方出
示的《手术同意书》上，在原
有基础上， 增加了主诊医生
周某某的签名， 且加盖了公
章， 与其复印的仅有周某一
人签名的《手术同意书》相冲
突。“我在手术前， 没见过这
份同意书， 更没有在上面签
字。”由此，彭同学质疑，医院
涉嫌伪造病历， 且周某仅有
执业助理执业资格证， 按规
定不能单独进行手术， 其涉
嫌非法行医。

对于彭同学的指控，医
院矢口否认。今年3月，彭同
学向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申请对病历中的签名进行字
迹鉴定。鉴定意见显示：送检
的“2017年5月16日”的《手
术同意书》上“彭某某”签名
字迹与所提供的样本上“彭
某某” 的签名字迹不是同一
人所写。

彭同学说， 尽管维权占
用了大量时间， 花费了不少

金钱，但她不会放弃。目前，
正申请前往北京做整形医疗
事故鉴定。

医院涉嫌伪造病历，卫
计部门立案调查

5月7日上午， 记者陪同
彭同学来到开福区卫生计生
综合监督执法局， 并当面提
交了《司法鉴定意见书》。

局长何斌表示， 去年9
月就收到彭同学的投诉，也
做出过回复。同时，就彭同
学提出的医院涉嫌伪造病
历、违规行医等问题多次展
开过调查，但医院拒不承认
相关行为。

何斌说，收到证据后，他
们将就医院涉嫌伪造病历正
式立案调查，预计3个月内可
结案。

5月7日下午， 记者致电
长沙姬妍星愿整形医院负责
人赵田。赵田表示，对于病历
一事并不清楚，目前，案件正
在审理中， 医院会尊重法院
的最后判决。

■记者 杨洁规

本报5月7日讯 “小
孩手卡在门缝里了， 快来
救救他吧。”、“儿子脖子卡
在玻璃门里了， 求求你们
快来救人”……近年来，孩
童因贪玩而被卡门缝等事
件频发。 今年五一假期期
间， 湖南邵阳就发生了一
幕惨剧。

5月1日， 湖南邵阳大
祥区红旗路松坡图书馆，2
名小孩在玻璃门边玩耍，
其中一名小男孩将头伸进
门缝不慎被卡， 旁边小女
孩赶忙上前施救。 但由于
小女孩不懂操作， 将门前
后转动均未成功， 男童不
幸离世。

悲剧： 幼童头卡门缝
解救不当丧生

“我们到现场时是12
点20分， 孩子已经救出来
了， 但没人打120急救电
话。” 邵阳大祥区消防中队
队长李斌介绍，被卡孩子是
一名约三四岁的男童，卡在
图书馆铝合金外框大门。

“那个门两边是平行
的， 中间有条缝， 小孩贪
玩，头部往缝隙里钻，一下
拔不出来。”李斌说，从当

时事发时的监控记录发现，
只有一名约六七岁的小女孩
在附近玩耍， 而小女孩不懂
操作， 将门前后转动均未成
功。过了约十分钟，才有两名
女子路过，将大门掰开。

现场目击者说， 小孩救
出来后尚存意识，“身体是软
的，脖子外表没事，里面估计
受了伤。”随后，消防救援人
员陪同孩童家长将其送往就
近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

回顾：
孩童被卡事件频发

记者进行梳理， 近年来
孩童被护栏卡住、 被玩具卡
住， 甚至被洗衣机卡住事件
频发，家长监管疏松，消防在
此类事件中出警占比呈直线
上升趋势。 长沙消防支队宣
教科科员胡宇波介绍，“大多
数情况都是家长麻痹大意，
想当然而造成意外事件”。

4月22日上午， 常德市
一小孩卡在湖南文理学院
艺术楼玻璃门里，脖子被两
扇玻璃门转轴处卡住，导致
小孩脖子被卡处非常疼痛
且身体不能动弹，情况十分
危急。常德消防员陆龙飞凭
借自身多年的救援经验，通

过同时反方向转动两扇玻
璃门，给玻璃门间制造出最
大空间度，尝试让小孩慢慢
跟随空间变大而往外移，最
终成功解救出孩子。

5月3日， 邵阳市北塔区
一5岁左右的小孩左脚卡在
电动车后轮和连接杆之间，
脚踝有移动空间， 只是脚掌
取不出来，脚跟已擦破流血，
痛苦不堪。 参与救援的消防
员迅速将轮胎放气， 扩大脚
踝所卡位置的空间， 脚顺利
抽出。

提醒：家长看管需留意

李斌遗憾地表示， 发生
在邵阳的悲剧， 若早点通知
医务人员救治， 被困小孩还
有希望抢救。

李斌提醒，门缝、电动扶
梯、 桌椅空洞等一些日常被
忽视的地方， 恰恰是孩子的
手脚最容易被卡住的位置，
家长在照看孩子时要格外留
意。孩子如果被卡住，切勿生
拉硬扯， 可使用食用油等润
滑剂辅助， 小心将被卡部位
移出，如自行解决不了，最好
报警求助， 情况危急时最好
同时拨打120协助救治。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张卿

孩童被卡事件频发，当家长的该长心了
邵阳一幼童头卡玻璃门缝，施救不当遭遇不幸 提醒：孩子遇紧急情况应注意正确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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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形后双眼皮长度不一，女硕士怒告美容院》后续

手术同意书签名非患者所写？
美容院被指伪造签名，卫计部门立案调查

捡到银行卡，让儿媳套取密码取现1万多元
犯了信用卡诈骗罪，老两口和儿媳均被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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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将银行卡忘在ATM机里，他取走3000元
男子自首，还款3000元被罚款3000元

5月7日下午2点11分左右， 长沙市营盘
路隧道西往东方向， 一辆面包车突然撞到隧
道墙壁引发侧翻。事故车车牌为湘A7X**R。
驾驶人表示，在行驶途中，车辆左前车轮突然
爆胎， 为避让右方车辆， 只好撞上了隧道墙
壁。 记者 石芳宇 目击者供图

面包车爆胎
撞上隧道壁侧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