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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 民警对唐某及其
女儿进行了严厉批评和教
育， 告诫他们千万不能酒后
驾车以及将机动车交由未取
得机动车驾驶证的人驾驶，
这样的行为存在非常大的道
路交通安全隐患， 可能会造
成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

相关规定，石门县公安机关
依法对唐某作出饮酒驾驶
机动车记12分罚款1000元、
暂扣驾驶证六个月；将机动
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的人驾驶罚款1000元的
处罚。

父女俩悔不当初， 接受
了处罚。

糊涂父亲怕酒驾被查，竟让15岁女儿代驾
饮酒驾车被记12分罚款1000元，暂扣驾驶证6个月

本报7月12日讯 喝得醉醺醺的开
车上高速，醉酒司机把车停到了行车道和
应急车道中间， 掏出手机拨打110：“我被
骗了20万元……” 接线员跟他确认地址，
他怎么也答不出来，随后倒在驾驶座上睡
着了，直到巡逻的民警发现了他……今天
上午， 长沙交警环城大队通报了该案，驾
驶员张某南涉嫌危险驾驶罪，且有醉驾上
高速等从重情节，将面临严重处罚。

6月8日晚上8点多， 环城大队民警在
绕城高速巡逻时，发现天心区大托路段一
台丰田小车停在应急车道与行车道之间，
后方车辆不得不绕开同行，十分危险。

民警下车查看， 发现车里一男子趴
在方向盘上睡着了。“拍打车窗把驾驶员
喊醒，发现他满身酒气。”环城大队122中
队指导员杨忠如告诉记者， 经过呼气式
酒精检测， 男子血液中酒精含量远超醉
驾标准，随后被带到医院进行抽血检测。

男子名叫张某南，29岁，浏阳人，被
查获时他正在从宁乡回浏阳的路上。

张某南交代，8日中午他在宁乡灰
汤跟几个生意伙伴一起喝酒，喝了不少
白酒和啤酒，张某南迷迷糊糊就开车出
发了。从长韶娄高速转绕城高速，准备
回浏阳，开着开着，酒劲上来了，他把车
稍微靠边停了下来， 没有直接睡觉，而
是掏出手机，拨打了110……

“迷迷糊糊像做梦一样， 觉得自己
被骗走了20万元，就想打电话报警。”张
某南说。手机通信记录显示，张某南拨
打了两次110。

经抽血检测，张某南血液中酒精含
量为305.1mg/100ml，远远超过醉驾标
准，也超过法律规定的醉酒驾驶从重处
罚的200mg/100ml标准，此外，张某南
开车上高速的行为同样属于从重情节。
因涉嫌危险驾驶罪，他将被从重追究刑
事责任。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刘晨卉 宋星雨

法官介绍，早在1991年7月
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夫妻
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
律地位如何确定问题的批复》司
法解释中就明确规定，在夫妻关
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
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
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
权利义务关系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

也就是说，不管是否使用丈
夫的精子和妻子的卵子进行人
工授精，只要夫妻双方属合法夫
妻，一致同意通过人工辅助生产

子女，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进行操作，夫妻双方就是试管
婴儿法律意义上的父母，视为婚
生子。

本案中，双方都想要孩子抚
养权。面对此种情况，承办法官
本着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立
场出发，对小婷、小江进行耐心
细致的劝导，最终，两人在近日
达成了调解协议：小婷、小江双
方同意离婚； 孩子在4岁前由妈
妈抚养，4岁至10岁由爸爸抚养，
10岁之后由孩子自主决定和谁
一起生活。

儿子欠钱不还， 法院执行
干警找上门，父亲不但不配合，
还出言辱骂执行干警， 他没有
想到这个举动会带来严重后
果。 郴州汝城县人民法院依法
决定， 对一名辱骂执行法官的
案外人员采取司法拘留15日的
强制措施。

7月3日下午， 汝城县人民
法院执行干警在执行一起金融
借款合同案件时， 驱车前往汝
城县卢阳镇某村被执行人曾某
家中。

曾某没有在家， 只有父亲
曾某新在， 执行干警出示证件
并说明来意。 曾某新一听就来
了脾气， 用粗俗的语言辱骂执
行干警。执行法官依法警告，其
言行已经构成严重阻碍司法工
作人员执行公务的行为， 曾某
新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继续
挑衅司法权威。随后开车出门，
不知去向。

汝城法院执行局局长安排
两名干警7月4日清晨到该村蹲
守， 发现曾某新出现在家中后，
迅速前往将其抓捕归案。

法官提醒， 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是每位公民的权利。公
民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
时，必须遵守法律，通过正当途
径和合法渠道表达诉求和寻求
救济， 否则定会受到法律的严
厉制裁。

本案中， 曾某新是案外人，
他用极其粗俗的语言辱骂执行
员，不仅严重侵害了执行干警的
合法权益，扰乱了正常的司法秩
序，更是对司法权威和司法尊严
的挑衅， 法院对其依法进行制
裁。法律保护守法、诚信公民，但
对不守信用、妨碍执行的行为必
须依法严惩，绝不姑息。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宋星雨 刘晨卉

通讯员 蒋先昧

连线

醉醺醺开车上高速
两次拨打110说被骗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后车子怎么办？
找专业代驾还是找有驾驶资格的亲友帮忙？7月12
日，记者从常德市石门县交警大队获悉，该大队查获
一起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饮酒老爸竟让15岁女儿代
驾。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刘宏

实习生 王孝清 袁馨婷

小车调换驾驶员，民警查获

7月5日21时20分许，石
门交警大队壶瓶山中队民
警在中队门口对过往车辆进
行检查时， 突然发现远处一
辆白色小车突然放慢速度，
形迹可疑。 民警正准备上前

进行检查时， 小车在距离五
六十米的地方停下来， 驾驶
位与副驾驶位上的人迅速调
换座位。换好位置后，小车准
备调头逃跑， 民警迅速将其
拦停下来。

触犯交通安全法，被处重罚

担心酒驾有危险，女儿代驾

刚靠近驾驶员，民警就
闻到了对方满身酒气，进行
呼气式酒精检测，该驾驶人
体 内 酒 精 含 量 为
51mg/100mL，属于饮酒后
驾驶机动车。

“刚刚为什么换位置？”
“喝酒了不能开车，我还是
有这个安全意识……”面
对询问， 驾驶员唐某坦言
因为饮酒自己不能驾驶机
动车， 临时让15岁的女儿
代驾。

当天中午唐某喝了酒，

晚上开车带女儿出来吃饭
又喝了点酒，父女两人回家
时唐某想到酒驾的危险性，
决定让女儿当代驾，“虽然
她没有驾照，但是驾驶技术
不错。” 在经过壶瓶山交警
中队门前时，发现民警正在
查车，这才慌忙换座，没想
到弄巧成拙。

对于唐某饮酒驾驶机
动车、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的人驾驶的
两项严重违法行为，民警现
场开具了处罚决定书。

儿子欠钱不还还逃避执法
父亲辱骂执行干警被拘15天

借他人精子生的小孩，离婚判给谁
法官：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致同意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婚生子

两口子多年不孕，四处求医，商量后一致决定，通过供
精助孕的方式怀孕，生下了宝宝。但宝宝出生没能让两口
子感情更好，两人因感情不和都想离婚，而两人都想要宝
宝的抚养权，闹到了法庭上。近日，常德汉寿县人民法院审
结了这样一宗争夺试管婴儿抚养权的离婚案。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刘晨卉 宋星雨
通讯员 魏楚瑜 钟玲

【焦点】 离婚夫妻争夺试管婴儿抚养权

小婷和小江（文中人物均
为化名）结婚多年，但两人婚后
一直没有孩子， 四处求医无果
后， 两人商量好借助试管婴儿
受孕，而精子来自他人。在严格
遵守法律规程、 两口子签署了
一系列文件后， 小婷通过供精
助孕的方式怀孕， 并生下了宝
宝。

宝宝的出生让夫妻俩欣喜
异常，但是两人的感情也由于性
格差异出现了矛盾，经常为一些
家庭琐事争吵，最终婚姻走到了
尽头。多次争吵后，两人都有了
离婚的念头， 但孩子该由谁抚

养？ 两人都想要孩子抚养权，商
议多次也没有结果。

今年6月初， 小婷向小江
居住地的汉寿县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两人离
婚。

庭审中，两人都铁了心要离
婚，但是孩子由谁抚养，小江能
否去探视这些问题成了争论的
焦点。

小婷和她的家人认为，宝宝
与小江并没有血缘关系，不算小
江的亲生孩子。因此，小婷拒绝
小江抚养、探视孩子。两人因此
争执不下。

【法官】 夫妻双方都同意的试管婴儿视为婚生子

唐某酒后让女
儿代驾，被民警查获
后，接受处罚。

警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