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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15 日上
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首次采

用视频保护措施， 实现了对
未成年被害人参加庭审的特

别保护。 这是北京市法院系
统第一次根据新刑诉法规

定， 对出席庭审的被害人或
证人采取视频保护措施。

去年 9 月 13 日 1 时许，
被告人朱建军伙同谢伟 （均
为成年人） 在海淀区复兴路
酒后滋事， 无故殴打被害人
李某 （女 ，16 岁 ），致其左上
臂软组织伤、左上中切牙、侧
切牙牙挫伤， 经法医鉴定为
轻微伤； 并致在场保护被害
人的群众丁某头部外伤、全
身多处软组织伤、 右眼球顿
挫伤。 经法医鉴定不构成轻
微伤。

庭审过程中， 未成年被
害人李某通过视频参加了法

庭调查、辩论、调解等全部诉
讼过程。被告人朱建军、谢伟
当庭表示认罪， 并在法庭主

持下与未成年被害人就民事

赔偿问题达成了调解协议，
对被害人进行了真诚的道

歉，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法
庭结合二被告人在本案中的

具体情节当庭作出宣判，被
告人朱建军因犯寻衅滋事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被告人谢伟因犯寻衅滋事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二被告人当庭表示不上诉，
被害人表示不申请抗诉。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

二百零九条规定， 对于审判
期间 ，证人 、鉴定人、被害人
提出保护申请，人民法院应当
立即审查；认为确有保护必要
的，应当及时决定采取相应保
护措施。 可采取不暴露外貌、
真实声音等。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 第四百六十八条
规定：“确有必要通知未成年
被害人、证人出庭作证的，人
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情况采

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有条件

的， 可以采取视频等方式对其
陈述、证言进行质证。 ”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法官
询问得知，未成年被害人李某要
求出庭参与诉讼。考虑到被害人
李某系未成年人，为了保护其合
法权益， 避免其心理受到二次
伤害， 避免加深被告人对其印
象， 严格贯彻落实新刑诉法对
未成年被害人出庭作证的特别

保护程序， 海淀法院未成年人
案件审判庭决定采用视频保护

方式来保障其参与诉讼。 经过
与该院技术保障中心沟通协

调，精心设计，在第六法庭及第
八法庭开辟了专门的视频连线

通道， 确保了未成年被害人在
不被暴露面容、不直接面对被告
人的情况下，通过视频方式参与
了庭审诉讼的全过程。

庭审结束后， 未成年被害
人及其监护人对海淀法院周到

细致的视频保护安排所体现出

的司法人性关怀， 表达了衷心
的感谢，庭审取得了圆满成功。

（王丽娟 杨 光）

采用视频保护未成年被害人
海淀法院审结一起寻衅滋事案

□讲述人：云南省金平苗族
瑶族傣族自治县金河镇亚拉

寨新安寨村农民 黄玉芬

□整理人：曾 妍 袁硕望

公平正义就在我们身边

这是一次用短信完成的调解。 2 月 26 日上午，
刚从家里过完年赶回来的原告甘某与被告钟某一同

来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罗村人民法庭，
郑重地在调解笔录上签名。

事情是这样的， 2 月 6 日下午一上班， 钟某便
满脸焦虑地走进罗村法庭， 进门就跟接待室的法官
周晖反映工厂对公账户被法院冻结， 而工厂正急着
要用那个账户的钱给工人发放工资， “说好了明天
就要发完工资， 这下可咋办！”

还有 3 天时间就过年了， 周晖的神经一下子绷
紧了。 她调出相关案件， 原来， 钟某及其开设的机
械厂由于拖欠原告甘某货款 15 万多元未结清， 被
告上法庭并被申请财产保全。 收案后， 法庭冻结了
机械厂和钟某的两个账户中合计 15 万多元。

钟某确认甘某起诉的货款数额无误， 也表示愿
意全额结清， 并申请法院解冻账户以便可以向工人
发放工资。 “我开来的丰田皇冠轿车就停在法庭外
面， 我愿意拿来作为担保， 进行财保置换。” 钟某
边说边拿出车辆登记证和行驶证等证件。

见钟某态度十分诚恳， 周晖立即按照原告甘某
立案时留下的电话与其取得联系， 没想到甘某本人
已经回韶关老家过年。 虽然甘某同意调解， 但表示
年前无法到庭调解， 且由于银行存款明显要比汽车
更容易实现债权， 也不太同意置换财保标的物。

在详细问清钟某的调解方案后， 周晖再次拨通
了甘某的电话， 告诉他钟某厂里还有几十个工人买
好了火车票， 就等着拿齐工资回家。 “一年到头，
咱中国人不就图过个好年吗？” 最终， 在周晖耐心
细致的调解和钟某的再三保证之下， 甘某同意了
钟某提出的调解方案， 也同意了查封小轿车后解
冻账户。

可是， 还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 虽然双方口
头达成了调解协议， 但是甘某无法到庭签名。 怎
么办才好？ 周晖想到新民诉法规定， “经受送达
人同意， 人民法院可以采用传真、 电子邮件等能
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 而南海法院
开设了短信平台， 可以用于向当事人发送短信通知
事项等。

于是， 周晖用短信平台向甘某的手机发出了这
样一条短信： “甘某先生您好！ 我是南海法院罗村
法庭审判员周晖， 您与被告某某机械厂及钟某的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由我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现两被告
确认尚欠您货款 159219 元， 并于 2 月 7 日前还款
7 万元至您指定的账户， 余款 89219 元在 3 月 31
日之前支付。 钟某要求立刻解冻账户， 查封 （不扣
押） 其所有的丰田小轿车以进行财产保全。 您是否
同意该方案？ 请回短信。”

3 分钟后 ， 短信平台提示收到甘某的短信回
复： “我同意两被告的方案， 请法院依法处理。”
看到回复， 周晖精神为之一振， 继续向甘某发送短
信： “请您指定一个本人银行账户， 同时发送给被
告钟某。” 甘某随即将账号同时发给了短信平台和
钟某的手机。

周晖继续发送短信询问甘某： “原告甘某， 您
是否同意法院解除对被告某某机械厂、 钟某两个银
行账户的冻结？” 甘某回复 “同意”。

在甘某继续回复 “同意” 后， 由于已经临近下
班， 周晖发送短信告知甘某： “我们计划明天上午
先查封钟某的车辆， 然后解冻账户并由钟某转账 7
万元到您指定的账户。”

2 月 7 日一早， 周晖带着书记员先对钟某的小
轿车进行了查封， 后与钟某一同到银行解冻其被冻
结的账户， 并亲自监督钟某当场将首期款项 7 万元
转入甘某指定的账户。

周晖回到法庭马上又向甘某发送短信告知钟某

已经转账 7 万元 ， 请甘某查收 。 甘某很快回复 ：
“已收到， 多谢周法官！”

几乎是在收到甘某回复短信的同时， 钟某也给
周晖打来电话： “谢谢周法官！ 工资已经全部发给
工人们了， 大家都可以回家过个好年了！” 放下电
话， 周晖微微一笑， 同时放下心来： “我也可以开
开心心地准备过年了。”

一次用短信完成的调解
林劲标 卢柱平

本报北京 3 月 19 日讯 今天上午 9 时 30
分，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一法庭内挤满了
人， 他们是刚从河北、 四川、 重庆赶来的 16
名尘肺病矿工。 经过法院执行法官的不懈努
力， 张海等 16 名患上职业病的农民工终于拿
到了 120 万元赔偿款。

“张法官， 谢谢您！ 如果拿不回这钱， 我
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了。 我们全家都应该谢
谢您啊！” 来自河北保定的农民赵铭手捧着法
官现场发放的 8 万多元钱， 边说边向房山法院
执行二庭法官张胜利鞠了一躬。

不到一小时， 执行法官助理李雪梅就带着
16 名农民工办完了领款手续。

“张法官， 谢谢您！ 这是我们大伙儿给您
的！” 重庆农民王强举起一面锦旗， 走到张胜
利面前。 锦旗上写着 “执法如山， 铁面无私”，
张法官笑了笑， “只要给你们拿回钱， 我就心
安了， 其他的不重要。” 朴实的一句话竟让王
强鼻子一酸。

据了解， 这 16 名矿工因长时间的矿井作
业， 患上了尘肺一期职业病， 而煤矿因政策整
顿关闭的消息对他们来说无疑又是一个噩耗。
于是， 张海等 16 名矿工一边养病一边寻求法

律途径进行救济。 他们的维权路经历了仲裁、
一审、 二审， 最终判决： 煤矿与张海等 16 人
解除劳动关系； 分别支付 16 名矿工一次性工
伤医疗和伤残就业补助金 8 万余元， 案款共计
120 余万元。

2011 年 12 月 27 日， 张海等 16 名矿工向
房山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承办该案的张胜利法
官在接到案子后， 立即研究卷宗， 研究执行策
略。 在掌握了案件详情后， 立即投入为 16 名
矿工维权的执行路。 自 2012 年 1 月 5 日开始，
张胜利多次到煤矿矿区等地查找被执行人的财

产情况， 历时一年， 历尽波折， 120 万元赔偿
款终于执行到位。

张胜利法官说， 在案件执行过程中遇到很
多困难， 被执行人在深山中， 有时候一去就得
一天， 开车还不能直接到达目的地， 需要下车
爬两公里山路才能到。 在此， 他也提醒井下作
业人员工作时要加强自我防护， 提高法律意
识， 如果不幸患上职业病， 要积极拿起法律武
器维护自身权益。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赵艳艳）
图为赔偿款发放现场。

赵红巧 摄

历时一年几经波折终于执行到位

房山法院向 16名尘肺病矿工发放赔偿款

2012 年 4 月 24 日 7 时 3 分， 这
是我生命中最为痛苦、 最为悲惨的时
刻， 这一刻， 我与死神擦肩而过。

那一天凌晨下起暴雨， 我坐着大
型客车沿 G4 京港澳高速公路北上 ，
车内大多数乘客还在梦中， 谁也不知

道一场噩梦即将降临。
7 时 3 分， 我突然听到 “嘭” 的

一声巨响， 客车产生剧烈的震荡， 我
们的车与公路中央护栏相撞， 发生了
甩尾侧翻事故。

惊魂未定， 我们的车又被后面的
一辆重型厢式货车撞了一下， 把我们
的车撞成竖立状。 我顿时昏迷过去，
被送到了医院急救。

后来我还听说， 这次车祸有多人
丧生或受伤。

住院期间， 我将客车司机及安徽
某客运公司、 安徽某人寿财保公司和
货车司机、 货车所在的河南某物流公
司及该车保险公司一同告上法庭。 湖
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受理了案件。

当时我已住院两个多月， 花去医
药费 20 多万元， 负债累累， 想请法
官解决医疗费用。 当我看到承办法官
唐秧是一个才二十来岁的小姑娘时，
心里凉了半截， 但还是抱着试一试的
心情向法院提起了先予执行请求。

谁知， 没多久， 法院还未开庭，
唐法官已多次与多名被告联系， 一被
告先行给付了 19 万元， 一被告先行
给付了 5 万元。

承办法官唐秧还多次来到医院看

望我， 并详细了解案情。
106 天后， 经鉴定， 我已高位瘫

痪， 构成一级伤残， 需要终生护理。
听到这个消息， 真如晴天霹雳， 我近
乎绝望。

这时 ， 唐法官再一次来到我身
边， “黄大姐你一定要挺住， 要对生
活充满信心。”

我是外地人， 在临湘举目无亲，
又是一个农村妇女， 家里没有什么背
景， 临湘的法官会不会公正审理我的
案子呢？

经过几次接触， 我对唐法官有了
一种信赖 。 护理我的表姐对唐法官
说： “小唐妹子， 我们是云南人， 到
临湘来一趟不容易， 今后我们会回到
我们本地医院治疗， 我表妹的案子不
会有什么问题吧？”

唐法官说： “你放心， 我们办案
讲的是证据 ， 一定会依法秉公办理
的。”

回到云南后， 我经常接到唐法官的
电话， 她在电话里与我沟通， 在我和多
名被告之间反复进行调解， 并指导我们
如何完善证据， 确立合法诉求。 案件最
终依法判决。

判决书生效后， 唐法官又多次打电
话给各被告， 敦促他们及时打款。 本以
为哪怕是判决了， 真正执行没有个三五
个月是到不了位的。 临湘法院急当事人
之所急 ， 不到一个月 ， 我实际获赔的
76 万余元全部到位。

当法院通知我， 赔偿款已经打到我
账户上时， 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半天
说不出话来。

老话说： 衙门八字开， 有理无钱莫
进来。 现在也有人说： 如今打官司， 没
有人就别想打得赢。 可是， 我的亲身经
历告诉我， 公平正义就在我们身边。 我
不幸遭遇大难， 我又很幸运， 遇到了唐
秧这样的好法官。

申请人华润混凝土（佛山）有限公司因遗失佛山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圣堂支行支票一张（票据号码为：25974385，
票面金额为 65万元），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
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北九峰矿业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向本

院提出公示催告申请，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承兑
汇票票号为 31300052 22085731， 出票人延津县永安纺织有限
公司，付款行为新乡银行新华支行，收款人为新乡市运达商贸
有限公司，收款人开户银行为工行新区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8 月 16 日， 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2 月 16 日， 出票金额为
10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鞍山盛普商贸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一张（汇票

号 30200053 22385448、出票人：武汉旺姆连铸工程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收款人：北京容阔热能科技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
鞍山盛普商贸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2 年 11 月 9 日、汇票到
期日：2013 年 5 月 9 日、付款银行：中信银行武汉分行、金额人
民币：60000元）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
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湖北]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岛飞燕临港精密钢球制造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

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
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为 26152720，签发行为湖北银行襄阳分
行，出票人为湖北汉丹机电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湖北庆达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湖北]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
票据记载：票号为 20774413，签发行为工商银行襄阳高新支行，
出票人为东风襄阳旅行车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浙江万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湖北]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三源塑料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南昌洪都农村

商业银行广电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 1 张 ， 汇票号码
4020005124008663，票面金额为壹佰万元整。 出票人为南昌市
东日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江西汇能电器科技有限公
司，出票日期 2012 年 9 月 24 日。 现山东三源塑料实业有限公
司作为持票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已受理，现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
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西]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连云港鹰游纺机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出票人为常熟市大晟针纺织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苏
州市益通印染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持票人均为连云港鹰
游纺机有限责任公司， 出票行为中信银行苏州分行常熟支行，
出票日期为 2012年 12月 31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6 月 30
日，票面金额为 20000元，票据号码为 3020005322002284，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至汇
票到期日止，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提出申报。 届时如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连云港鹰游纺机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出票人为常熟市大晟针纺织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苏

州市益通印染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持票人均为连云港鹰
游纺机有限责任公司， 出票行为中信银行苏州分行常熟支行，
出票日期为 2012年 12月 31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6 月 30
日，票面金额为 10000元，票据号码为 3020005322002287，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至汇
票到期日止，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提出申报。 届时如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四川省南充市水电工程有限公司浙江东阳分公司

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出票人为常熟市朝阳电动自行车
厂、收款人为常熟市王庄镇亚博塑料制品厂、最后被背书人、持
票人均为四川省南充市水电工程有限公司浙江东阳分公司，出
票行为常熟农村商业银行， 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6 月 11 日，汇
票到期日为 2012 年 12 月 11 日，票面金额为 10000 元，票据号
码为 3140005121488926，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提出申
报。 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哈尔滨帽盛物资经销处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于

2013年 2月 26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
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出票人为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
付款银行为中国民生银行吕梁分行营业部，出票金额为贰拾万
元整，票号为 30500053/21168715，收款人为孝义市亨泰源煤业
有限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西]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龙游中恒板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
号为 31000051 22081728，出票金额为 200000元，出票行浦发绍
兴上虞支行，出票人上虞市华联印染有限公司，收款人长兴丽伟纺
织有限公司，出票日 2012年 12月 27日，到期日 2013年 6月 27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上虞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票号为 GA/01 02897009，出票金额为 30000元，出票行中
信银行绍兴上虞支行，出票人浙江太阳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
杭州振良硬质合金工具有限公司，出票日 2009 年 10 月 30 日，
到期日 2010 年 4 月 30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上虞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2 年 12 月 13 日受理了申请人南通商用制冷设
备工程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票号为 10300052/
21245309、面额为人民币 10万元、出票人为南通乐意电器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南通商用制冷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11月 2日、汇款到期日为 2013年 5月 2日）的公示催告申请，
已依法予以公告。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根据申请人的申
请，本院于 2013年 3月 14日依法作出（2012）崇催字第 0082号
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 2013年 5月 2日后，申请人
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江苏]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2 年 12 月 13 日受理了申请人南通商用制冷设
备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票号为 10300052/
21245308、面额为人民币 10 万元、出票人为南通乐意电器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南通商用制冷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11 月 2 日、汇款到期日为 2013 年 5 月 2 日）的公示催
告申请，已依法予以公告。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根据申

请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3 年 3 月 14 日依法作出（2012）崇催字
第 0081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 2013 年 5 月 2
日后，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江苏]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2 年 12 月 13 日受理了申请人南通商用制冷设

备工程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票号为 10300052/
21245307、面额为人民币 10 万元、出票人为南通乐意电器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南通商用制冷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11 月 2 日、汇款到期日为 2013 年 5 月 2 日）的公示催
告申请，已依法予以公告。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根据申
请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3 年 3 月 14 日依法作出（2012）崇催字
第 0080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 2013 年 5 月 2
日后，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江苏]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2 年 12 月 13 日受理了申请人南通商用制冷设

备工程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票号为 10300052/
21245306、面额为人民币 10 万元、出票人为南通乐意电器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南通商用制冷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11 月 2 日、汇款到期日为 2013 年 5 月 2 日）的公示催
告申请，已依法予以公告。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根据申
请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3 年 3 月 14 日依法作出（2012）崇催字
第 0079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 2013 年 5 月 2
日后，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江苏]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2 年 12 月 13 日受理了申请人南通商用制冷设

备工程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票号为 10300052/
21245304、面额为人民币 20 万元、出票人为南通乐意电器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南通商用制冷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11 月 2 日、汇款到期日为 2013 年 5 月 2 日）的公示催
告申请，已依法予以公告。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根据申
请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3 年 3 月 14 日依法作出（2012）崇催字
第 0078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 2013 年 5 月 2
日后，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江苏]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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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没有借款时间的欠

条， 熊某说是黄女士的前夫在
离婚前欠下的， 要求黄女士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黄女士则称
自己对债务毫不知情， 质疑欠
条的真实性。 面对两人各执一
词， 近日，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
人民法院法官依据借条中的固

定电话号码位数巧断此案。

对簿公堂双方各

执一词

黄女士与江某于 2003 年
登记结婚， 于 2009 年 6 月解
除婚姻关系 。 2012 年 2 月 ，
黄女士突然接到法院传票， 告
她的是前夫的债主熊某。

熊某说， 江某离婚前曾向
他借用了 5 万元， 并写下了欠
条 ， 但江某迟迟不还 。 2009
年 4 月， 自己为此事把江某告
上了法院 ， 江某无力履行判
决。 他无奈之下只好把江某的
前妻黄女士诉至法院， 要求她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经查判定黄女士

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黄女士不服， 向东莞中院提起
上诉。

黄女士辩称， 她与江某感
情不和， 分居多年。 对于这些
欠款， 她并不知情， 也从未从

中受益。 不清楚借条是否是前夫
江某所写。 而且借条上只有借款
月份， 没有标明借款年份， 无法
证明 5 万元的债务是不是江某与
她婚后借用的。

而熊某则坚称欠条虽没有约

定具体还款日期， 但欠款确实是
在黄女士和江某离婚前江某所

借。

法官依据固定电话

号码巧断疑案

面对两人各执一词， 法官发
现本案的关键是欠条的真假和签

订的时间。
法官多次建议黄女士通过申

请笔迹鉴定来辨别欠条的真伪以

及形成时间， 但黄女士以经济困
难为由坚决拒绝。 熊某也不同意
承担鉴定费用。

该如何还原案件真相， 法官
一时犯了难。为此，法官在庭后对
案件证据材料进行了认真审阅，
发现熊某出示的借条原件系使用

某公司的信签纸书写， 载明该公
司电话及传真号码均为 8 位号
码。 主审法官查明东莞市本地固
定电话号码于 2005 年 12 月 10
日才升至 8 位。 而结合本案黄女
士和江某的结婚和离婚时间，涉
案借款明显属于黄女士与江某夫

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债务。
而根据相关司法解释， 债权

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

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

的， 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

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
者夫妻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所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
债权人知道该约定的除外。 但是
在审理过程中黄女士并无提交

证据证明该借款属江某个人债

务等情况。 因此，法院最终认定
江某向熊某所借 5 万元， 为江某
和黄女士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

共同债务， 遂判令黄女士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一张欠条两种说法
法官明辨巧断疑案
本报记者 林晔晗 本报通讯员 周爱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