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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河区人民法院
公 告

赵禄峰：

本院受理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

午9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特此公告

湛河区人民法院
公 告

李延军：

本院受理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孙素丹、卢杰、孙永丹、王离淮、李建华

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次日上午8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湛河区人民法院
公 告

徐留征：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平顶山分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五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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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对于符合正当防卫成
立条件的，坚决依法认定，
切实矫正‘谁能闹谁有理’

‘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倾
向，坚决捍卫‘法不能向不
法让步’的法治精神。”9月3
日，两高一部发布《关于依
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
导意见》，其中对于正当防
卫的这一表述，态度鲜明、
掷地有声。

这为司法机关侦办、起
诉、裁判相关案件提供了指
引，为公众释明了疑惑，让
更多人有底气、有勇气制止
和反击不法行为。

近年来，有关部门对正
当防卫的界定越来越清晰，

对正当防卫的保护越来越
有力。其中原因，有制度层
面的进步——比如最高检
印发指导性案例，也有舆论
持续关注的促进——比如
昆山反杀案、涞源反杀案，
都已成为正当防卫的教科
书式经典案例。而个案的
普法，与“制止猥亵妻子致
人轻伤”“男子踹伤袭胸男”
等事件引发的讨论，也让公
众对于正当防卫的认知逐
渐凝聚共识。

但现实地看，司法上的
“保守”和个体实施时的顾
虑仍然存在，保护正当防卫
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此次《意见》出台，体现

了法律对正当防卫坚定不
移的力挺态度。《意见》强
调，对正当防卫给予一定的

“宽容”空间，如对于不法侵
害是否开始或结束及对防
卫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
度”的判定，应当立足防卫
人防卫时所处情境，综合不
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
危害程度和防卫的时机、手
段、强度、损害后果等情节，
考虑双方力量对比，结合

“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依
法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断，避
免苛责防卫人。

也就是说，如何认定正
当防卫和防卫过当，不能仅
凭双方死伤结果，也不能脱

离现实地照搬法条，应结合
具有一定社会常识和社会
经验，具有朴素正义观、善
恶观的公众的正常认识，来
加以判断。相关人员在办
案时，不妨将自己设定为事
发现场的围观群众或当事
人，结合生活经验判断，避
免裁定陷入“悬浮”。

《意见》对准确把握正
当防卫的起因、时间、对象
条件等，提出了十方面规
则；要求进行综合判断，准
确把握行为人的主观意图
和行为性质，准确认定相关
行为究竟是正当防卫还是
相互斗殴；明确对挑拨防卫
等伪正当防卫应予否定。

这是为了防止滥用正
当防卫权行为，让真正的正
当防卫者理直气壮、不受委
屈，也避免一些打擦边球、
假借“防卫”之名，侵害他人
合法权益的现象。力挺正
当防卫，矫正“谁能闹谁有
理”“谁死伤谁有理”，更体
现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的严谨法治精神。

现实中，正当防卫多发
生于突发事件，不法行为具
有紧急性、不可控性，这决
定了保护正当防卫不是“一
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不
能将正当防卫僵化地作为
技术工作。司法实践中，还
需要更多智慧和不断探索。

以法之名，让正当防卫“更硬气”

□龙之朱

据《半月谈》报道，内蒙古呼伦贝尔
市陈巴尔虎旗的巴图孟和因犯故意杀
人罪，于 1993 年被判有期徒刑 15 年。
之后，家人为其办理了保外就医，他连
一天监狱都没进过，刑期结束后，还拿
到了“刑满释放证明书”。

更神的是，他还先后入党、当选嘎
查达（村主任）和旗人大代表。直到
2017年，因职务犯罪问题东窗事发，巴
图孟和的“黑历史”才重新浮出水面。

这是一起荒诞、恶劣的糊涂案。一
个故意杀人的罪犯，仅仅因为自说自话

“全身水肿、尿血”，就被轻松办理保外
就医手续，逍遥狱外 15 年。严肃的刑
期变成了快乐的假期，让法律颜面何
存？让受害人情何以堪？

27 年来，受害者的母亲持续反映
问题，至今仍在追问真相：到底是谁放
走了杀人犯？到底应该由谁来担责？

2018年6月，巴图孟和因犯故意杀
人罪、贪污罪，被数罪并罚，被判有期徒
刑15年，最终要付出代价，但纵观整个
事件，仍有诸多疑问待解。

一者，当年法院裁定保外就医，依
据是什么？保外就医手续上有数名当
地时任政法机关主要负责人的签字，但
现在，这个手续等关键证据不翼而
飞，这个真相要查明。

二者，即便巴图孟和符合保外就
医，当地法院、监狱、检察院有无跟踪管
理？按规定，相关部门应跟踪监外执行
的犯人，岂能“一保到底”？巴图孟和保
外就医期间，也未向派出所报到并接受
管理，这又是谁开的绿灯？

即便没有主动跟踪，在接到死者母
亲多年反映后，当地有关部门依然置若
罔闻，又是为什么？

要受害者家属长达几十年奔走呼
唤，要靠杀人犯因其他犯罪而“连带”牵
扯出“纸上服刑”，不正常！

为了解更多情况，媒体曾向呼伦贝
尔中级人民法院、呼伦贝尔公安局、呼
伦贝尔人民检察院发送采访请求，但一
个多月过去了，均无回音。这种态度和
效率，也不是回应媒体监督和公众关切
的应有态度。

保外就医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制
度设计，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但在现
实中，这一彰显司法文明的制度屡屡被
钻空子、被滥用，“一保到底”“保而不
医”现象，一再刺痛公众神经，令人遗
憾。

此起“纸上服刑”案，再次敲响了警
钟。有关方面绝不能大念拖字诀，理应
迅速启动调查，查清真相，并严肃问责，
给受害者一个交代，给社会一个说法，
重塑法律权威和公信力。

杀人犯被判15年
岂能纸上云服刑？

浙江慈溪舞蹈教师闹市被杀
案的罪犯吴益栋于8月31日被执
行死刑。当天，吴益栋的家族成
员即出现在死者陈巧丰家门口，
由于家中尚有年幼儿童，死者陈
巧丰母亲一家感到害怕，选择了
报警。9月3日，红星新闻记者从
慈溪市市政府相关部门了解到，

警方已约谈吴益栋家属，并在派
出所对其家属进行了谈话教育。
慈溪市公安局工作人员表示，警
方将继续布置力量对陈巧丰家属
进行保护。

@_mzjssy：警察抓的你儿
子，法官判的你儿子，去堵吧！我
代表全网网友支持你们。

@面姐紫微斗数：这一家子
都是啥东西啊！你儿子杀人，还
有脸跑人家门口来闹？

@吉吉喵野 2020：杀人偿
命，这一家子还觉得有理了不成？

@上海影视学院：这明显就
是寻衅滋事，挑战社会秩序，为什
么不抓起来？

@二哈师尊一被子：所以才
养出了杀人犯，果然是一家人！

@月巴朱：这样的家庭能养
出个正常人才是怪事吧！

@aaaalong2016：把他们的
家庭住址公布出来，我们网友也
去他们家门口打个卡拍个照。

（以上言论来自新浪微博）

儿子杀人家女儿获死刑，这家人有脸堵受害者家门？

力挺正
当防卫，矫
正“谁能闹
谁有理”“谁
死 伤 谁 有
理”，更体现
了“法不能
向 不 法 让
步”的严谨
法治精神。 □

澎
湃

@微言博议

今年8月 14日，安徽滁州
市民张某报警称，一个自称为
某科技公司“员工”的诈骗分子
通过聊天软件与张某取得联
系，谎称公司正在筹划投资

“5G智联”“宽带中国、智慧城
市”等“国家项目”，目前正在筹
措资金，只要投资 300 元至
50000 元，就可以每天获得收
益。张某信以为真，多次投资，
不久后，该“员工”便失联了。

安徽省滁州市公安局根
据线索打掉了这个电信诈骗
团伙——打着“国家项目”的
名头骗取投资，让全国200余
人上当受骗。 新华社发

虚构“国家项目”
骗200余人上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