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 警世录

2019年4月26日 星期五

“白马王子”竟是已婚人士
意放弃这段感情，也不愿意做他人婚姻的第三
者，于是向甄先生提出了让他与妻子离婚的要
求。对于娜娜的要求，甄先生满口答应，但却
迟迟没有落实。这让娜娜的心里始终没有安
全感。
又过了几个月，娜娜发现自己怀孕了！她
开心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甄先生，并再次向甄
先生提出了让他和妻子离婚的要求。
和娜娜不同的是，这个突如其来的孩子并
没有让甄先生感到惊喜，反倒让他有些惊慌失
措，
他告诉娜娜：
“我会和我的妻子离婚的，
往后
和你好好生活。但是，我们现在不适合要这个
孩子，如果被知道我们还没正式结婚就有了孩
子，
对我未来在单位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影响，
对
我们的将来也不好。你先把孩子打掉，
我保证，
只要你把孩子打掉，
我立马就去办理离婚！
”
甄先生的保证让娜娜再一次迷失了方向，
她天真地认为，
只要自己照着甄先生的话做，
甄
先生就一定会兑现承诺，虽然她很舍不得这个
孩子，
但为了他们的将来，
她还是毅然决然地走
进医院把孩子打掉了。她以为此刻的心痛，换
得的是往后的幸福。可事实证明，
她又想错了，
在孩子被打掉之后甄先生并没有离婚，而是希
望和娜娜继续保持这段
“地下恋情”
。
甄先生的欺骗让娜娜悲痛欲绝，她的精
神状态越来越差，并多次采取了自杀、自残的
行为。然而，她所做的一切并没有改变甄先
生的态度，两人的关系终于在 2015 年 5 月走
到了尽头。分手后，娜娜不愿再与甄先生有
任何联系，就向单位递交了辞职信，她原本以
为这场噩梦将到此结束，然而一切其实才刚
刚开始……

2019 年 3 月，北京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
审裁定，驳回上诉人阿强（化名）等
人的上诉，
维持原判。娜娜（化名）因犯
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罚金
人民币三万元；佳佳（化名）因犯敲诈勒索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
二年，罚金人民币十万元；阿强因犯敲诈勒
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罚金人民币
五万元。一笔情债，三人获刑，他们之
间究竟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
系？一切还要从 2013 年初
说起。

在娜娜的逼问下，甄
先生承认了自己已婚的
事实。得知真相的娜娜
原本可以选择转身离开，
但是她没有。

甄先生分四次将 50
万元打到了娜娜的账户
上，而这笔钱的真正使用
人却是姐姐佳佳。

◎

林鹭（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

佳佳再一次以此为
由向甄先生索要一笔巨
款，希望阿强能够帮助
自己，阿强讨债心切，二
话没说便答应了佳佳的
请求。

一笔情债，一错再错

2013 年初，那时的娜娜只有 21 岁，正值青
春年华，刚从学校毕业的她，幸运地在北京的
一家有头有脸的单位找到了份体面的工作。
和许多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女孩一样，她也对
未来充满了向往，希望能够早日遇见属于自己
的白马王子。而令她惊喜的是这个愿望竟然
很快就实现了！
参加工作没多久，她就认识了同事甄先生
（化名）。甄先生比娜娜大 19 岁，事业有成，风
度翩翩，是单位的业务骨干，更重要的是，他为
人踏实稳重，对娜娜关怀备至，这让年轻的娜
娜顿时有了亲人一般的感觉。两人相识不久
便确定了恋爱关系。而甄先生也特别大方地
主动提出要给娜娜买套房子，随即便往她的银
行卡里转了 150 万元。
甄先生的举动让娜娜的心里像吃了蜜一
样甜，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就住到了一
起。此前从未有过恋爱经历的娜娜对于这段
感情十分认真，她原本就是奔着结婚去的，两
人相处一年后，她就兴高采烈地领着甄先生见
了自己的家人，而娜娜的家人也对这个举止得
体的
“准女婿”
很是满意。
一切似乎都按照娜娜希望的那样发展着，
她和其他所有沉浸在爱情中的小姑娘们一样
做起了自己的新娘梦。直到有一天，她在打扫
自己和甄先生的爱巢时，意外发现了一张甄先
生和另一个女人的结婚照，残忍的现实才终于
被揭开。
在娜娜的逼问下，甄先生承认了自己已婚
的事实。得知真相的娜娜原本可以选择转身
离开，但是她没有，她爱甄先生，爱得深入骨
髓，在她眼中，甄先生也深爱着自己。她不愿

一错再错终受法律制裁
法院一审依法判决，
被告人娜娜
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被告人佳佳犯敲
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
政治权利二年，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
人阿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阿强不服，提起上诉。由于他符合法律援
助条件，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了北京市天
济律师事务所的邹鑫律师为他涉嫌敲诈勒索
一案二审阶段提供法律援助。我们也就是在
这时知道了今天说的这个故事的全貌。
邹律师接到指派后，第一时间联系了承办
法院进行阅卷，并立即前往看守所会见了受援
人阿强，耐心倾听他的辩解，为他解答法律问
题，
并告知敲诈勒索罪的量刑幅度。
阿强在初步了解了相关法律知识后说道：
“我当时是被佳佳叫去的，她是主犯，我是从
犯，我之所以协助她，完全是因为我想要回我
自己的钱。我就是去帮忙壮壮胆的，佳佳究竟
和甄先生说了什么，要了多少钱，我完全不知
道。”
“再说了，这笔钱根本就没要到，法院还要
判这么重的刑，
我实在太冤了！
”
同时，邹律师还了解到，阿强是农村人，父
母都已 60 多岁，没有退休金。他父亲身体不
好，每个月都是由他带着父亲去看病的。他还
有两个孩子，
一个 11 岁，
一个 4 岁，
现在也正是
用钱的时候，佳佳欠他的那一部分钱，对他们
整个家庭来说非常重要，因此，他才阴差阳错
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邹律师认为，被告人阿强的犯罪动机是希
望佳佳返还欠款，敲诈和勒索的方法都是由佳
佳提供的，阿强的行为并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
危害，另外，阿强也没有犯罪前科，加之其家庭
条件困难，
希望法院可以对其从轻处罚。
然而，律师的意见并未被法院采纳，二审
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个触碰了法
律底线的人，
最终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律师点评

邹鑫律师

正视爱情与金钱，勿碰法律之底线

“贴心”姐姐助妹妹“讨回公道”
娜娜的遭遇让姐姐佳佳很是气愤，她一边
帮助娜娜介绍相亲对象，
一边盘算着如何为妹妹
讨回公道。故事发展到这里，
原本是一出姐妹情
深的温情戏码，可是，事情却在佳佳得知了甄先
生财大气粗的背景后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
2016 年初，娜娜和姐姐佳佳介绍的对象步
入了婚姻殿堂，同年 10 月，他们拥有了一个活
泼可爱的孩子。正当娜娜沉浸在初为人母的喜
悦中时，姐姐佳佳突然打来了电话。她告诉娜
娜，甄先生的爱人调进了她原来的单位，并怂恿
娜娜也返回原单位工作。姐姐的劝说让当时尚
无固定工作的娜娜有些动心，没多想，她便同意
了佳佳的建议。于是当天，佳佳就把娜娜希望
回原单位工作的想法通过短信告诉了甄先生。
她的这一举动让甄先生有些害怕，他不希望娜
娜再回来上班，更不愿意让妻子知道自己之前

还有这样一段情史，情急之下，他向佳佳提出了
见一面的请求。
几天后，三人便约在一家餐厅见了面。对
于这次见面，娜娜原本是拒绝的，但在佳佳的软
磨硬泡下，刚出月子的她还是出席了。三人见
面后，先是寒暄了几句，然后佳佳就对甄先生
说：
“娜娜因为你自杀过、流产过，最后闹得连工
作也没有了，现在，她打算自己开个店，你好歹
也该资助一点。
”
听到佳佳提到钱，娜娜就有些反感，准备起
身离开，佳佳眼疾手快，赶忙按住了她。甄先生
问娜娜：
“需要多少？”此前并没有要钱打算的娜
娜便随口说了个 50 万，
她并没有想到，
甄先生会
满口答应，并要求她签署承诺，保证往后再无瓜
葛。其后，甄先生便分四次将钱打到了娜娜的
账户上，
而这笔钱的真正使用人却是姐姐佳佳。

原来，真正打算开店的并不是娜娜，而是佳
佳。因为囊中羞涩，她偶然间想到了找甄先生
敲上一笔的办法，而这一计划她事先并没有告
诉娜娜。第一次的轻松得手让佳佳渐渐摸着了
“门路”，其后，她又两次找到甄先生，以相同的
理由威胁其提供钱款，
共计 18.1 万。
2017 年 12 月，佳佳的生意又遇上了“麻
烦”，恰巧此时，她听说甄先生又升职了，于是，
她再次鼓动娜娜向甄先生索要“补偿”，而这一
次，娜娜并没有答应姐姐的请求，并劝阻佳佳不
要再找甄先生要钱，然而此时，早已利欲熏心的
姐姐根本听不进妹妹的劝说，丢下一句“你不用
管了”
便扬长而去。
由于此次的资金漏洞较大，没有了娜娜的
帮助，佳佳顿时觉着难度增大了不少，于是，她
又找来了一个新帮手——阿强。

“无辜”司机缘何牵连其中？
说到阿强的故事还真有点儿“离奇”。他原
本只是一个拉活儿的司机，与这笔情债毫无关
系，之所以愿意充当佳佳的帮手，完全是为了要
回佳佳之前欠自己的一笔借款。
佳佳在从事酒类购销生意时，与阿强相
识，偶尔雇佣阿强为她开车，也曾使用阿强的
住宅作为仓库存放酒类，两人一来二去就成了
朋友。佳佳生意资金紧缺时曾向阿强借过钱
款，并承诺给予相应的利息。然而，由于经营
不善，这笔欠款迟迟没能归还，阿强便让佳佳
打了欠条。
在娜娜拒绝了自己的请求后，佳佳第一时
间就想到了阿强，她告诉阿强，自己的妹妹与甄
先生之间曾有过一段不正当男女关系，自己计

划以此为由向甄先生索要一笔巨款，希望阿强
能够帮助自己，事成之后，自己欠阿强的钱自然
也就有了着落。阿强原本就没多少文化，加之
讨债心切，在明知可能存在触犯法律风险的情
况下，依然抱有侥幸心理，二话没说便答应了佳
佳的请求。
2017 年 12 月 21 日，阿强按照计划将佳佳
载到了与甄先生约定的见面地点，随后，就在附
近停车待命。佳佳一见到甄先生便拿出了事先
准备好的娜娜刚出生不久的孩子的照片，声称
是甄先生的骨肉，让甄先生给她弄点儿头发去
做亲子鉴定。甄先生不同意，佳佳就提出让他
拿出 150 万了结此事，否则，就将当时甄先生和
娜娜谈恋爱的照片贴到甄先生的单位和家门

口，让甄先生颜面扫地。见甄先生不为所动，她
又当着甄先生的面拨通了阿强的电话，要求阿
强立即把甄先生和娜娜谈恋爱的照片贴到甄先
生的家门口去。甄先生见状面露难色，佳佳见
此喜上眉梢，正当她以为自己的计划就要成功
时，
一批警察冲进了房间。
“好了，你直接上来吧！”这是佳佳那天给阿
强发送的最后一条短信。而阿强赶过去见到的
不只是佳佳，
还有一副
“白金手镯”
。
原来，
佳佳一而再再而三的敲诈勒索早已让
甄先生不堪重负，此次见面前，他就预感到佳佳
会有“大动作”，于是提前拨通了报警电话，警察
当场就将佳佳和阿强一举抓获。没过几天，
不明
所以的娜娜也被公安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

本案起因于一段不该发生的感情，被害人
为了维持不正当关系隐瞒已婚的事实，存在一
定过错，被告人无法保住这段感情，反而利用
不正当关系威胁、恐吓索取巨额财物，触碰法
律的底线，
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我国《刑法》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
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传统意义的敲诈
勒索罪，大多表现为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身
体、生命等进行威胁进而索取财物的行为。本
案中，被告人娜娜与甄先生保持着情人关系，
从表面上看，娜娜姐妹基于这种特殊关系向甄
先生索要财物，并没有以伤害甄先生及其近亲
属的身体、生命进行威胁，似乎未严重到涉及
犯罪的范畴。但深入分析后，不难得出，娜娜
姐妹在向甄先生索要财物时，正是利用二人的
不正当关系对甄先生进行威胁，迫使甄先生产
生恐惧心理，不情愿地交付勒索款项，危害后
果极其严重，
本质上属于一种敲诈勒索行为。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一定要正确对
待感情问题，当遇到感情纠葛时，要理性思考，
不要在冲动之下做出伤害彼此的事情，更不能
铤而走险，
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此外，本案另一被告阿强的经历也同样具
有警示意义。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出
借人通过非法拘禁欠款人的方式讨要欠款，最
终受到法律制裁的案例，本案中的司机阿强虽
未实施限制欠款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但其企图
通过伙同欠款人敲诈勒索他人的方式要回自
己被欠款项的行为同样违反了法律的规定。
在此也提醒广大读者朋友，无论出于何种目
的，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切莫通过非
法手段谋取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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