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夫”+欠债，她选择携儿女“殉情”
骗保假死丈夫的家人现身出殡仪式 她生前不知为何到处借钱，“出事前将房产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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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野圭吾小说《预知梦》提到，男主角失岛忠昭
为填补工厂经营过程中造成的财产损失，投保一份
总金额一亿元的保险，并用弓箭线营造意外死亡的
假象，以骗取巨额保金。

“电视剧都不敢这么写。”10月12日，大家认为
坠车身亡的新化县琅塘镇晚坪村村民何某，在其妻
子戴某花及一双儿女溺水后意外出现。随后，他向
当地警方自首并道出欠网贷十余万元、疾病缠身等
问题，让晚坪村一时间成为全国焦点。

10月13日-14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来到新化
县琅塘镇晚坪村，挖掘背后的故事……

■记者 丁鹏志 黄亚苹 实习生 刘孝敬 马卓

14日下午4点半，记者
再次来到何某家里， 并见
到了何某的大伯。

据何某大伯介绍，何
某生前不抽烟、 不喝酒也
不赌博，“我们在打牌他看
都不会看一眼。”

“尽管小两口在新化
县城租了房子独住， 但何
某与妻子基本每周都回
家。”何某大伯说，“何某一
回家就搞卫生， 自己的衣
服都洗得干干净净。”

在何家老屋门厅，挂
着一幅观音像十字绣，何
某大伯说“这是何某绣
的”。

“何某在家人眼中是
一个孝顺且能干的孩子。”
何某大伯介绍， 何某在琅
塘四中（今新化四中）读完
高一后， 便转校去当地一
所职高就读，“毕业后曾被
学校推荐到富士康工厂当
过一段时间‘管理层’。”

“虽然戴某花姓戴，但
我们一直都把她当作自家
人。”何某大伯说，“10日上
午， 戴某花提出要回老家
一趟， 当时是年过60的公
公（何某父亲） 送她回去
的。 如果真像网上说的吵
架， 你觉得她公公还会亲
自送她回家吗？”

14日下午5点， 经当地
村支书确认，10日中午，在
外务工的戴某花的同学电
话联系上他， 表示在朋友
圈内看到戴某花绝笔信，
可能情况危急。

随后，村支书向当地
公安机关报案， 公安机关
通过监控、 手机定位等方
法确定戴某花及其儿女去
向，并与戴某花婆家人、娘
家人沿着资江河岸寻找。

记者通过走访得知，
在事发当天中午， 戴某花

以给儿子买鞋为由将其从
幼儿园接走。

一则网络流传的视频
显示，10日中午12点04分，
身着黑白外套的戴某花牵着
3岁的女儿欣欣（化名）与儿
子熙熙（化名）走在村里的主
路上，手上提着两个纸袋。

经过一天的寻找，11
日，在当地谭家村和大龙村
交界处一水塘边寻找人员
发现上述纸袋，其中一个装
着欣欣的日常用药，另一个
纸袋子里装着尿不湿。

背后

戴某花出事后外地同学先求援

戴某花的堂弟戴先生说， 父辈
共三兄弟， 堂姐戴某花的父亲是老
大，“叔叔家庭情况很一般， 戴某花
读完初一就因交不起学费，辍学了。
辍学后堂姐在一家陶瓷厂打工，积
攒了一年的工资才付得起初中二、
三年级的学费。”

在戴先生眼里， 堂姐性格有点
内向，而且从来是报喜不报忧。“我堂
姐总共欠了多少债我不太清楚，但
我知道她大概花了多少钱， 起码有
40多万元。” 戴先生说，2017年戴某
花在娘家拿到一笔28万元的征地
款，加上老宅基地出售款，共30余万
元，“这些钱在农村生活，日子应该能
过得很不错了， 但是她还是到处在
借钱。”

戴某花的舅舅刘先生也表示，
今年以来， 戴某花跟他女儿也在频
繁借钱，“都是通过微信， 今天要三
百，过两天又借五百。这些事我开始
还不知道，直到戴某花出事后，我女
儿才告诉我的。”

9月7日， 新化琅塘镇男子
何某驾驶着其借来的车辆失
踪。19日，失踪车辆在资江河中
发现，何某生死不明。之后，其
妻子戴某花到处寻找丈夫，甚
至向自媒体求助发文寻夫。

10月10日中午，戴某花在
朋友圈留绝笔信后带儿女水库
溺亡。第二日，消失一个月的丈
夫现身，12日前往派出所自首。

据新化县公安局通报称，

经警方初步调查，何某为逃避
网络贷款， 购买了赔偿100万
元的人身意外险，制造车毀人
亡的假象 ，企图骗保。目前，
何某因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
和保险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刑
事拘留。

多名家属向记者证实，去
年戴某花刚拿到土地征收款等
近30万元， 而后又向娘家人借
钱，钱财去向不知所踪。

10月14日早8点， 天空飘
着毛毛细雨。 新化县琅塘镇晚
坪村何某家堂屋前， 被拉起了
警戒线。 戴某花的灵柩摆放在
正屋右侧，而她的两个孩子，由
于年纪太小，按照当地习俗，只
能置放在屋外。

现场，琅塘镇政府、派出
所民警、 司法所工作人员等在

警戒线外排起了人墙， 戴某花
的众多亲属聚集在此， 有的被
拦在了警戒线之外不准入内。

据亲友介绍：“警戒线是今
早镇里过来拉起的， 除了他们
家的直系亲属外， 不准我们其
他人进去， 他们准备今天要把
戴某花和她的崽女抬出去下
葬。”

【现场】 屋前拉起警戒线，亲朋不准入内

对镇政府准备将戴某花3
人进行出殡的举动， 戴某花的
娘家人表示“在事情还没解释
清楚前， 不能就这么随便下
葬”，并对此事进行了阻止。

“现在我们的要求很简
单，第一就是在何某失踪的这
段过程当中， 他的二哥到处
说我堂姐有神经病， 我们就
想要他出来当面对质，为什么

说我堂姐有神经病。这点要求
不过分吧。” 戴某花的一名堂
弟戴先生告诉记者，“第二个
就是， 我堂姐有40多万元的
钱到底去哪里了， 如果是真
的花在正当事情上，那我们也
没什么说的。但我们现在听说
何某还吸毒，并且对我姐又打
又骂，这让我们娘家人难以接
受。”

诉求未得到回复，娘家人曾拒绝出殡

戴某花的三婶也表示，何
某打过戴某花，“戴某花第一次
被打时正怀着小女儿， 并在深
圳打工。她给我打电话，说被何
某打了， 一边打电话还一边跟
我说‘满娘，打死了，打死了’。”

“乡下人没那么矫情，媳妇
嫁出去有小问题都会自己解
决，不会告诉娘家人。”在三婶
看来， 那次戴某花打电话来抱
怨，应该是遇到了“自己解决不
了的事”。

“从那次之后，戴某花就再
也没跟家里人提起她被打的事
了，我们有时候问她呢，她也不

说，只说男方的好。”戴某花的三
婶说，戴某花和何某是通过相亲
认识的，“开始我们就听到一点
消息说何某有吸毒史，就不同意
他们交往，但反对没用啊。”

戴某花的另一名婶婶也表
示，“她被何某蒙蔽了， 他当着
我们娘家人的面对戴某花是很
好，但是背着我们就打骂。”

堂妹戴新艳也回忆称，戴
某花与何某刚结婚不久， 戴某
花曾在QQ空间发说说称何某
打人，“后来我偶然刷朋友圈也
看到过她发这样的信息，但过5
分钟再去看就发现被删了。”

【回忆】 至少两次被打，一直报喜不报忧

14日10点35分左右， 何某的大
哥出现在现场，与戴某花的亲人交涉
着什么。记者准备上前时，被政府工
作人员请出了警戒线范围。 几分钟
后，戴某花的婶婶和叔叔等亲人均被
政府工作人员请到了边上停着的医
护车上。之后，十几名村民开始为戴
某花等人的出殡仪式做准备。

11点，当出殡队伍出发的时候，
原本已经停歇了的雨水，突然变得大
了起来。 戴某花的一名堂妹告诉记
者，“何某的大哥当时出来跟我们说
‘承认戴某花孝顺父母， 与何某感情
很好，没有精神病’。但何某的二哥自
始至终都没有出来。”

【质疑】
曾有40余万，但还到处借钱

【交涉】
何某家人现身出殡仪式

10月14日，晚坪村何某家门前，摆放着一辆何某儿女曾经
用过的双人手推车。 记者 黄亚苹 摄

戴某花生前发布的寻夫朋友圈。记者 丁鹏志 摄

“按照琅塘镇习俗，在
结婚时，女方需‘展示’嫁
妆的大体数额。” 戴新艳
说，在结婚之前，戴某花手
持有奶奶的遗产和结婚前
的打工积蓄，近10万元。

戴新艳说：“拿到30万
元拆迁款后， 戴某花在琅
塘镇花费11万元购买了一
套四室两厅的商品房，但
在今年9月，她却以偿还借
款为由将上述房产抵押给
了一个表嫂。”

另一个值得深思的细
节是，据戴新艳介绍，10日
中午12点21分， 戴某花给
大舅妈的女儿发信息说，找
大舅妈借的1万元过几天去
团结村自取，并在短信内交
代了对接人的电话、姓名等
信息。“但在6分钟后， 戴某
花就在朋友圈发布了千余
字的‘绝笔信’。”

“这些迹象表明，堂姐
像是在交待后事。”戴新艳
说。

【讲述】 何某家人：“我们一直把她当自家人”

【事件】 男子骗保假死，妻子携子女自杀殉情

戴某花家人：“出事前她将房产抵押给表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