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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闻

去法院办事，遇法官“自行放假”

前不久， 衡阳市的全小姐向人民日
报反映，春节假期过后，到石鼓区法院办
事，却遭遇法官“自行放假”。

全小姐的老家在衡阳市石鼓区，现
已在外地工作定居。2004年，她在老家打
了个债权官司，胜诉，但过了近10年判
决至今仍没有执行。今年，她趁春节回
家并向单位请了几天假， 打算找衡阳
市石鼓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了解案
件执行情况。

2月16日是国家规定新年上班的第
一天，下午2时左右，全小姐来到石鼓区
人民法院， 值班人员告诉她执行局没有
人， 并让全小姐自己直接和执行法官联
系。随后，全小姐通过电话联系一位姓任

的法官，询问对方什么时候上班，任法官
回答“农历正月十五后上班”，并称这是
“中国的传统”。

当事法官已被停职检查

该法官“自行放假”一事经报道后，
引起广泛关注。 衡阳当地党政主要领导
非常重视， 责成石鼓区针对报道中反映
的问题认真调查，如情况属实，将比照娄
底市房产局擅自延长假期案例从严处
理。

22日下午，记者了解到，石鼓区人民
法院党组研究决定， 对当事法官任照为
作出停职待查的处理。 对任照为同志承
办的与媒体报道相关案件， 另行安排其
他执行法官办理。 ■记者 徐德荣

■记者 聂诗茼 通讯员 成浩

本报2月22日讯 “我不是故意要逃
跑的， 只是当时太害怕了。”2月20日，常
德鼎城交警将“2·19” 重大交通事故肇事
逃逸司机陈某成功抓获。

2月19日晚7时许， 常德鼎城草坪镇
47岁的陈某驾驶一辆正三轮摩托车搭载
老婆、儿子到武陵镇一亲友家拜年。回家
途中，由于天色已晚、视线不佳，又加上
晚餐时陈某喝了些酒， 在快速行驶中不
慎将一行人撞飞。“当时我听见一声巨
响， 就看见一辆三轮摩托车直接将一个
人撞飞近20米远。”有目击者说道。

撞到人后，陈某并没有下车查看，而
是加大油门逃离了现场。 在其驾车逃逸
的途中， 三轮摩托车又在一弯道处发生
侧翻，陈某的老婆、儿子随后被摔下车，
二人均造成不同程度受伤。 陈某在又惊
又怕的情况下全然不顾妻儿受伤的情

况，扶起摩托车后又急匆匆地往前驶去。
接到群众报警后， 交警对事故现场进行
勘测，受害者为64岁的老人李某，因头部
受到重创，当场死亡。

20日， 办案民警在草坪镇卫生院排
查时， 发现因受外伤正在打点滴的一对
母子情况与目击群众的口供相似， 母子
二人被警方盘问。随后，陈某迫于压力赶
到医院， 向民警承认了自己昨晚交通肇
事逃逸的事实。日前，陈某因涉嫌交通肇
事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市民找法官办事竟被“正月十五后才上班”打发

衡阳“自行放假”法官被停职待查

撞人后逃逸途中再出事，摔伤妻儿
提醒：出了事故就想跑其实更危险

交通肇事逃逸是一种特
别恶劣的交通违法行为，要承
担更为严厉的法律后果。交警
表示，交通肇事后，肇事者处
于一种高度恐慌害怕之中，情
绪思维非常不稳定，逃逸的话
极易对受害者和肇事者本身
造成二次事故。

而肇事后逃逸，事实上形
成了新的违法行为。 因此，交
通肇事逃逸，无论是民事赔偿
责任、行政处罚责任，或是刑
事责任都要比没有逃逸严重
得多。

本报2月22日讯 “希望大家都来救
救他。”提起同事周宇波，株洲市第二看守
所管教大队大队长张厚园一脸沉痛。周宇
波是株洲市第二看守所的狱医， 大年初
一，他在看守所内值班时，突发恶疾命悬
一线，至今仍未脱离生命危险。

巡诊途中恶疾突发

“喊他先休息下，他就是不听。”张厚
园大年初一上午10点左右带队值班时，

在监区碰到了正在巡诊的周宇波，“他用
手捂着肚子，脸色蜡黄。”张强行将周扶到
值班室， 不久后周身体出现严重不适。随
即，周被紧急送往就近的医院。经确诊，其
所患病症为急性重症胰腺炎，随后周被转
院送入重症监护室。

经过十余天的救治，周宇波目前病情
已基本得到控制，但仍未脱离生命危险。

每天为100多名在押人员看病

“全所5个狱医，他是负责人，医术好，
工作量也大。” 张厚园说， 因为所里狱医
少，在押人员多，周宇波平日工作十分繁
忙，“很多人‘进来’后，精神状态不好，容
易发病，他每天要给100多人巡诊、发药，

还要做思想工作。他这是累的。”
在押人员王某提起周宇波感触很深。

王某患有癫痫病，“去年夏天一个夜晚，我
突然发病， 他穿着短裤就跑来给我看病
了。”“还开导我，有好身体才有好未来，话
虽不多，但很实在。”

其实， 周宇波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早
几年曾因肝病住院治疗。同事们常劝他多
注意休息，但他依然超负荷工作。

据周宇波的女儿周赛宇介绍，目前父
亲的治疗费用已花费8万多元，“家里没钱，
基本上是借的，不晓得后续治疗怎么办。”

得知此事后，株洲市公安局高度重
视， 目前已组织部分民警筹资捐款2万
余元。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阎俊

他每天要给100多名在押人员巡诊、发药，还兼职心理咨询

看守所狱医大年初一倒在岗位上

近日，因违规延长休假，彭逢林被免去娄底市房产局党委书记职务，
并提请市人民政府免去其市房产局局长职务。

2月18日，有媒体报道娄底市房产局违规延长休假。报道摘引网友发
帖内容称，新年上班第一天前往该局办理相关证明，却吃了个“闭门羹”。
该局将春节假期提前了两天，正式上班又推后了一天。当记者随后询问为
何没按国务院的规定放假时，该局工作人员竟笑称：“国务院？好遥远啊！”

曾以舞伴身份下药劫财入狱
17年后她故伎重演
药翻80岁老汉

本报2月22日讯 跳舞搭档默契，聊
天很是投机，刚认识不到一天，这名比自
己小40岁的舞伴， 就让年过八旬的刘爹
爹很放心。不料，第二天在游玩归家后，
刘爹爹却遭人下药迷倒，家中财物被盗。
下手的，竟是新结识的舞伴，而这不是她
第一次下药把人迷倒。

今日上午， 这名舞伴方芳站在了长
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

80岁老汉被舞伴迷昏劫财

刘爹爹家住长沙市开福区， 身体健
朗，喜欢跳舞。2012年6月29日，在伍家
岭的一家舞厅内， 刘爹爹结识了46岁的
方芳（化名）。两人跳了一支舞搭档得十
分默契，之后相谈甚欢。于是相约第二天
上午去农家乐游玩。

当天下午，两人尽兴而归后，刘爹
爹毫无戒心地将方芳带回家中稍作休
息。到家后刘爹爹觉得又累又乏，很快
睡了过去，直到几个小时后被自己子女
摇醒。 醒来的刘爹爹发现头脑有点昏
沉，方芳以及自己的手机等贵重物件都
不见了。

今日上午， 站在被告席上的方芳个
子不高，留着短发，身材微胖。她说出了
当天发生的事情。原来，在刘爹爹不注
意的时候，方芳将事先准备好的四粒安
定片碾碎放入水中。 等刘爹爹熟睡之
后，方芳将刘爹爹身上的戒指、手机，以
及家中的相机、 现金等财物拿走， 价值
5000多元。

他不是第一个被下药的人

实际上，在17年前，方芳就以同样的
作案手段抢劫了一名男子， 入狱7年，在
2002年才出狱。法庭上，方芳对抢劫的事
实供认不讳。最终，方芳因犯抢劫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6年零6个月。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提醒， 老年人容
易孤独，儿女要常回家看看，注意老人接
触的朋友和常去的地方是否安全。

老人自己也要注意，不要轻信他人，
更不要随便往家里带人。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丁捷

2012年11月23日， 常德一名青年肖
某驾驶棕色宝马车将行人邬某撞伤。撞
伤邬某后， 肖某慌张不已， 欲驾车逃
逸。在此过程中，邬某被该车右前保险
杠撞倒，随后又被车右后轮碾压，最终不
治身亡。

肇事逃逸易再发事故

交警提醒

本报2月22日讯 近日，有衡阳市民报料，衡阳市石鼓区一法官称“正月十
五以后才上班”，被媒体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今日下午，记者了解到，该名当
事法官已被停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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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自行放假十天被网友曝光
娄底市房产局负责人被免

■漫画/王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