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查明事实真相，民警随后将覃
某、郭某、张某及先某带回大队开展调
查询问工作。当天上午，办案民警调取
了相关路段的监控视频，确认第一次事
发现场肇事的是一辆黑色粤T号牌小轿
车，而不是白色粤S号牌白色小轿车。

但在接受询问的过程中，郭某一再
坚称自己就是肇事司机，此时的张某则
一直装疯扮傻假装酒后失忆。

在证据面前，覃某最终不得不将真
相和盘托出，并对自己醉酒驾车肇事逃
逸的事实供认不讳。

经查，当事男子郭某、覃某系广西
贵港人，郭某现年41岁，覃某38岁，两人
系表兄弟关系；当事女子张某则为河南
信阳人，现年31岁，与覃某系朋友关系。

据覃某供述，8月15日晚，他与张某
等朋友六个人在小榄某酒吧喝酒，期间
他自己喝了七八罐啤酒。翌日凌晨 3时

许，他驾驶黑色小轿车送张某回住处，
途中与先某的小轿车发生碰撞后，在张
某的帮助下驾车逃离现场，没想到被对
方的车辆一路追赶并最终逼停。后来从
对方口中得知途中撞伤人之后，感觉到
了事态的严重性，于是先后通过电话、
微信等方式向郭某、张某求助，叫表哥
帮他顶包，并指使张某将肇事的黑色小
车开走，配合指认事发当时是表哥郭某
开车。

当天，覃某因肇事逃逸被处行政拘
留15日，郭某、张某则因提供虚假证言，
涉嫌包庇罪被依法刑事拘留。8月21日，
司法检验结果显示覃某血液酒精含量
为 207.3mg/100ml，张某血液酒精含量
为92.7mg/100ml,因此，覃某在行政拘留
期满后，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张某也
将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包庇罪受到严
惩。

一宗醉驾案 3人被刑拘
一人涉嫌危险驾驶罪，另外两人提供虚假证言涉嫌包庇罪

日前，小榄查处一宗醉酒驾车案件，却有3人将被刑拘。原来，除一
人醉驾涉嫌危险驾驶罪外，另外两人因提供虚假证言，涉嫌包庇罪也被
依法刑事拘留。

8月 16日凌晨 3时 40分许，小榄公
安分局交警大队接到当事司机先某报
警，称自己因追赶一辆逃逸的小轿车，
在西海大桥加油站红绿灯附近路口与
一辆三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 2人受
伤，请求出警处置。

值班民警到达现场后，看到现场只
有一辆车头严重变型的蓝色三轮摩托
车，初步了解后得知 2名伤者已被送往
医院救治，事前报警的当事司机先某已
被治安巡逻人员控制。

其间，先某向民警介绍了事发经
过。事发大约十分钟之前，一辆粤T×××
99号牌黑色小轿车在联丰市场门口附
近撞到了他的小轿车。双方协商期间，
他发现黑色小轿车驾驶人一身酒气，但

还未来得及报警，对方司机便在一名车
上女乘客的帮助下驾车逃逸。他当即追
赶，不巧途中撞到了一辆三轮摩托车，
随后驾车继续追赶黑色小轿车，并在距
离三轮摩托车事故现场100米左右的小
巷内逼停了对方车辆，并当即拨打 122
报警，同时要求当事男子先出钱治疗三
轮摩托车司机和乘客。

其间，之前阻挠他让肇事男子驾车
逃走的当事女子也来到了现场。对方司
机随后想离开小巷，他当即跟紧对方走
出小巷。见到治安巡逻人员后，先某再
次现场报警，并将相关情况告知了治安
人员。他也因此被治安人员误会为逃逸
司机。治安人员随后将两人带往三轮摩
托车事故现场。

得知案件基本情况后，民警随即
对先某及黑色小轿车司机覃某进行酒
精检测，结果显示覃某呼气酒精含量
为 242mg/100ml，先某酒精含量为零。
覃某随后被民警带往医院抽血备检。

但在现场处理过程中，覃某一再
否认自己肇事的事实，并称事发当时
开车的是他表哥郭某。其间，一男子步
行来到事故现场，自称郭某，并承认之

前与先某撞车的时候是自己开车。而
此前乘坐黑色小轿车的当事女士张某
也已来到现场，称事发当时是郭某开
车。

民警当即要求郭某驾驶肇事车辆
到事故现场。未料郭某从小巷内开来了
一辆白色粤 S号牌小轿车。民警对车辆
进行勘查后，发现粤 S号牌小轿车没有
任何的碰撞痕迹。

本报记者 夏亮红 通讯员 刘洪希 伍耀森

男子醉驾肇事协商不成驾车逃逸

黑色中山肇事车“变”成白色东莞车

真相最终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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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文的朋友圈中，记录着
他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做
兼职、做助理、参加各种比赛。
如今活跃在各个领域的他，在
上大学前其实是个少言寡语的
人。

“我从小因为家庭的原因，很
少跟别人交流。初中的时候，我经
常一天不开口说话，不离开座位。
上大学后，我意识到这样难以在日
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生存，因此下
定决心改变，朝着目标和梦想奋
进。”黄瑞文决定突破自己。大学入
学之初，他频繁参加社团面试，但
全部落选。此后，每天去图书馆看

书充电，成为他生活必不可少的一
部分。一次手语比赛，成为他突破
自我的转折点。大一刚入学不久，
黄瑞文所在班级举行了一次手语
比赛，抱着“凑数”的心态站上讲
台，却意外收获了站上讲台的勇
气。从那以后，他开始频繁参加校
内外各类大赛。今年3月，黄瑞文参
与的项目“基于一种嵌入式系统与
OLED显示屏智能货架的研发”参
加第十五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竞赛，获得省赛二等
奖。

在兼职、参赛之余，黄瑞文还
参加了学生干部志愿服务。中山

市马拉松志愿服务、古镇马拉松
志愿服务、中山市改革开放 40周
年展览志愿服务、迎接新生志愿
服务、运动会志愿服务活动等等
各种大小不一的志愿者活动上，
都有他的身影。

“相比同龄人，我没有显赫的
家庭背景，也没有富足的生活条
件，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自卑，我
相信靠自己也能实现梦想。我不
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我却可以
选择面对生活的态度。”黄瑞文
说，目前他正准备专升本，未来计
划自己创业，目标是开汽车保养
实体店。

■家长发帖称“幼儿园老师
捏伤小孩”，园方提起名誉权诉讼

2017年7月31日，黄女士的儿子
小明（化名）第一天到中山北培幼儿
园双语班上学。当天晚上，黄女士发
现小明身上有伤痕，便于当晚向幼儿
园招生办主任反映。次日，黄女士一
家前往中山北培幼儿园要求解决，但

未得到及时回复，黄女士一气之下在
微信朋友圈及群聊中发布了有关幼
儿园老师捏小孩的消息。

黄女士发布涉案朋友圈引发社
会热议。北大培文教育文化产业（北
京）有限公司在一份声明中称，从未
授权任何机构个人举办“广东中山北
培幼儿园”。2017年8月18日，公安机
关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认为
没有违法事实而决定终止调查。黄女
士家人也因怀疑老师打人一事而殴
打园方人员，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
留。

中山北培幼儿园向法院起诉北
大培文教育文化产业（北京）有限公
司和家长黄女士。园方拿出了合法使
用“北大培文幼儿园”的商标等证据，
以北大培文公司发表的声明严重侵
犯了该幼儿园名誉权，造成生源流失
为由索赔。去年 9月，园方终审获判
赔偿30万元。

■家长被判侵犯名誉权，
须登报道歉并赔偿3000元

同时，幼儿园认为，黄女士发朋
友圈的行为损坏幼儿园名誉，导致园
方大量学生流失。“69 名本来要在

2017年 9月入学的小孩退园，我们退
费约 116万元。退费申请表有 14名小
孩退园的理由为‘老师打人’‘网上看
到负面新闻’等。”中山北培幼儿园要
求黄女士赔礼道歉并赔偿 10万元损
失。

黄女士向法庭辩解称，她作为一
名母亲，在发现儿子身上伤痕的第一
时间即通知中山北培幼儿园，却得不
到重视和妥善处理，在此情况下在自
己的微信朋友圈陈述当天遭遇并征
求朋友的处理意见，属于一般人的正
常做法，并无过错。

“退一万步说，即使黄女士的行
为构成侵权需要赔礼道歉，因她只在
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受众只
有关注的好友，赔礼道歉的范围应与
侵权的范围一致，因此即使需要赔礼
道歉，范围应限于她的微信朋友圈，
而无须在报刊上刊登声明。”黄女士
的诉讼代理人称。

法院一审判决黄女士须登报道
歉并赔偿3000元，黄女士不服判决后
向市中级法院上诉。2019 年 1 月 24
日，市中院二审受理该案。近日，市中
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目前该
判决已生效。

本报讯（记者 王伟 实习生 廖阳子
摄影报道）市民安先生日前向本报报料称，
石岐区景祥路日华坊小区门口50米距离内
竟有6家棋牌室在营业，白天晚上都有人过
来打麻将，“砰砰”的麻将声影响楼上业主
休息。

8月 21日上午 10点左右，记者来到石
岐区景祥路日华坊小区门口走访发现，小
区门口两侧约 100米距离内，6家挂有“棋
牌”字样的商铺一字排开，而商铺上层就是
住户，棋牌室和住户之间的距离也就 3米
左右。除一户棋牌室上方设有隔音玻璃外，
其外五家棋牌室和楼上住户之间没有任何
隔音设施。这些棋牌室部分还从事酒水和
茶叶销售，其中一家还写着“休闲养生馆”
字样。

据安先生介绍，由于他们小区旁边有
多家海鲜饭店，所以食客很多，一些人晚上

酒足饭饱后往往会带着醉意过来打麻将消
遣，一般会持续到凌晨以后。夜深人静之
际，洗牌声、甩牌声、吆喝声难免会影响楼
上业主的休息。此外，这些棋牌室下午也会
有人过来打麻将，一般是下午 2点到下午 5
点之间。

记者进入两家棋牌室了解情况，其经
营者介绍，他们主要从事酒水、茶叶生意，
棋牌室只是副业，赚点钱帮补一下铺租，不
过他们强调棋牌室一般就开到凌晨 1点左
右，也会告诫客人注意，不要影响业主休
息，开业多年没有被业主投诉过。

记者随后就安先生反映的问题咨询了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得到的回复是如果棋
牌室噪音影响业主休息，业主可直接打
12369投诉。而石岐公安分局也回应称，如
果棋牌室影响业主生活，业主可以现场拨
打 110报警投诉，民警会去现场调查处理。

本报讯（记者 周映夏 通讯员 梁
思颖）“左眼跳财，右眼跳灾”？35岁的蓝
女士被眼睑跳动、右脸部抽搐折磨了近
两年，到医院一查，原来竟是患上了面
肌痉挛症。近日，在陈星海医院神经外
科做了微创手术后，效果立竿见影，黄
女士右侧面部及右眼不自主抽搐现象
全部消失。

据蓝女士称，一年多前，其在无明
显诱因下出现右侧眼睑间歇性抽搐，发
作间隙期完全正常。当时以为是疲劳引
起的，同时因为怀着身孕，就没有去治
疗，不料生了宝宝之后逐渐加重，连右
侧嘴角也抽搐，意识到严重性后决定求

医，经过详细检查后决定做手术治疗。
“眼睛一直跳，千万别信什么迷

信说法，小心是面肌痉挛作祟。”该院
神经外科包陆君主任提醒，面肌痉
挛，又称“面肌抽搐”，表现为一侧面
部不自主抽搐。抽搐呈阵发性且不规
则，程度不等，可因疲倦、精神紧张及
自主运动等加重。发病的根本原因是
血管压迫面神经，病情进展缓慢、逐
渐加重，一般不会自愈。包陆君主任
提醒，面肌痉挛最大的特点是多在中
年后发生，而且常见于女性，如果出
现眼睑持续跳动，面部抽搐等症状，
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女子眼皮跳了近两年
原来患了面肌痉挛病

22日下午，阜沙镇丰联村的一群孩子们集中在第三片区党群服务站开展“多彩
童年，快乐暑假”活动。在文化志愿者的引领下，孩子们拿起彩笔，天马行空地在纸盘
上自由作画。据了解，该活动由丰联村关工委、妇联、团委共同举办，从7月底至今共
开展了10余场暑期趣味活动。 本报记者 缪晓剑 见习记者 李鑫 摄影报道

多彩童年 快乐暑假

始终坚信读书能改变命运
中山职院大二学生黄瑞文家境贫穷却自强不息，获评“中国大学

生自强之星”

近日，2018年度“中国大学生
自强之星”奖学金名单揭晓，中山
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大二
学生黄瑞文入选。得知这个消息
时，他正在中山一餐厅做暑期工，
为下学期积攒生活费。幼年丧父，
母亲外出打工供3姐弟上学。家庭
贫困，但一家人始终坚信读书能改
变命运。进入大学后，通过参加各
类比赛、社会活动，黄瑞文通过自
身努力换回一本本获奖证书。

今年 21 岁的黄瑞文，出生
于河源市紫金县好义镇小古
村。“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经
常有一餐没一餐，只有过年的
时候才有鸡肉吃。”回忆起童年
生活，他的记忆中，“贫穷”仍是
主题词。

黄瑞文 5岁那年，父亲突然
离世，让这个家庭几乎陷入绝
境。“再苦再累，也要供你们上大
学，有了文化就可以走出去。”黄

瑞文回忆，只有小学文化的妈妈
一直认为，只有读书才是子女的
唯一出路。父亲去世后，身患残
疾的妈妈将姐弟三人寄养在爷
爷家，独自外出打工，每学期回
家一次。原本逐渐走上正规的生
活，又因爷爷的去世被打乱。“爷
爷去世后，家就散了。”随着姐姐
们升入初中、高中住宿，黄瑞文
独自在老家度过了三年时光。

两年前，黄瑞文迎来了高

考，但成绩并不理想，没能达到
本科录取分数线。“很多人都认
为大专没什么用，不如去打工
挣钱，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
但是与妈妈长谈后，黄瑞文选
择了继续读书，“妈妈常说，再
苦再累也要让我们上学，以后
有了文化就可以走出大山，创
造自己的未来。妈妈从始至终
都没有放弃过，我也坚信，读书
改变命运。”

本报记者 唐益 图由受访者提供

家贫仍坚信读书改变命运

挣脱自我束缚走向社会

楼下麻将声音大 楼上业主难入眠
石岐区景祥路日华坊小区6间棋牌室扰民，警方回应称业主受影响的话，可现

场拨打110投诉

“中山北大培文幼儿园老师捏伤小孩”相关纠纷有新进展

家长未经核实擅自发布不实信息
侵犯名誉权须道歉并赔偿3000元
249

家长发帖称“中山北大培文幼儿
园老师捏伤小孩”引发的纠纷有了新
进展。涉事幼儿园经警方调查并无违
法事实，园方事后以名誉权受侵犯先
后起诉北大培文教育文化产业（北
京）有限公司和发帖家长黄女士。记
者8月22日从市中级法院了解到，继
北大培文教育文化产业（北京）有限
公司被判向中山北大培文幼儿园赔
偿30万元后，黄女士也因侵犯中山
北大培文幼儿园名誉权，终审被判公
开道歉并赔偿3000元。

法院为何判决黄女士构成侵
权？赔礼道歉为什么不能仅在微信
朋友圈进行？法院审理认为，黄女
士在怀疑孩子的伤痕为幼儿园的
老师所致之后，应通过符合法律规
定的方式和方法进行维权，然而她
没有等待有关部门调查相关事实
并出具结论，径行发微信朋友圈对
幼儿园作出贬损名誉的评价，超出
正常的维权范畴，显然构成名誉侵
权的过错要件，黄女士以“属于母
亲的一般反应”作为抗辩理由缺乏
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对于黄女士“仅在微信朋友圈
道歉”的辩解，法院认为，微信朋友
圈具有可转发和信息交互性强的
特点，实际具备网络公共空间的特
性，黄女士所发布的朋友圈实际上
可以由好友通过微信群聊和发布
到微博、QQ空间等其他方式向整
个网络空间传播。因此，黄女士赔
礼道歉的信息若只在微信朋友圈
发布，显然不足以消除名誉侵权的
负面效果，应通过正常的公共平台
予以发布。

本报记者 张房耿 见习生 文露漪 通讯员 刘粤湘

微信发布不实消息侵权，
应在公共平台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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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文

小区一楼商铺棋牌室密集影响楼上住户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