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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明明已经还了钱，他却还拿着借条去起诉人家

为了讨债，青田一男子想出
“
张冠李戴”这招
结果偷鸡不成反坑自己
上周五，市区囿山路与寿尔福路路口附近

粗心司机撞坏消防栓
4 米高的水柱喷了半个多小时
□ 记者 叶小孚 樊文滔

□ 记者 叶小孚 通讯员 钟伟峰
本 报 讯 “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反正
都是他欠我钱， 所以就拿着那张借条去起
诉了。 真没想到自己会惹上官司……”讨债
不成，反而进了看守所，“聪明反被聪明误”
的青田人陈某对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
今年 8 月， 陈某因虚构事实虚假诉讼
被羁押至看守所， 一起普通的民事借贷纠
纷为何会演变成刑事案件？ 事情还要从
2016 年说起。
当年 10 月，陈某的朋友王某因工程招
标需要押金，向他借了 10 万元钱周转。 不
过，在写借条时，王某只是写下了自己的名
字、 身份证信息以及借款金额， 而有关利
息、还款日期等信息却没有注明，这也就给
后来发生的事情埋下了伏笔。
不久后，王某从银行获得了贷款，他便
将那 10 万元还给了陈某。 然而，因为当时
比较匆忙，在还款之后，王某却没有取回那
张借条。
2016 年 12 月， 因结婚要准备彩礼，王
某又向陈某借了 6 万元钱。 可是，借出这笔
钱后，王某并未如当初口头约定的那样，把

本 报 讯 上周五晚上 7 点左右， 市区囿山路与寿尔
福路路口以东 100 米处的人行道上，一名司机在停车时
不小心撞坏了人行道上的消防栓，结果，4 米高的水柱喷
了半个多小时。
“我还好奇呢，怎么路边会有喷泉，整个路面都是
水，就像下过雨一样。 ”当晚 7 点 12 分，从防洪堤走路回
家的金先生在途经囿山路时， 隔着很远就看到了那股
“喷泉”，过往的车辆和行人纷纷避让。 金先生好奇地走
上前一瞧，这才发现是人行道上的消防栓坏了。
那么，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记者赶到现场后，
事发地附近一家面馆的老板说，大约 7 点的时候，一名
男性司机开着一辆讴歌 SUV 准备从路上“爬”到人行道
上停车，估计是车身有点高，挡住了司机的视线，结果车
头刚“爬”上马路牙子，保险杠就撞倒了那个消防栓。 瞬
间，水就喷出来了。 司机和附近的人都吓了一跳。
之后，司机留在现场，主动报了警。
随后，莲都交警大队事故中队和丽水市供排水公司的
人员都到了现场。经交警认定，该起事故为单方事故，所以
只要求司机承担该起事故所造成的损失。
供排水公司的维修人员将破损的消防栓管道阀门
关闭后，“喷泉”随即停止。 一位抢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因为是消防管道，内部压力比较大，所以喷涌出来的水
比较大。 因为临时没有维修所需的材料，所以只能先暂
时关闭阀门，待材料到位后再进行维修。
由于消防专用的管道和市民家中的供水管道是分
开的， 所以关闭消防栓的阀门对市民的用水并没有影
响。

钱及时还上。 并且，陈某多次讨要，王某也没
有还钱。
这下，陈某怒了，于是他想到了之前那
张 10 万元借条——
—“这欠条就是他写的，反
正都是他欠我钱，干脆拿着这张欠条去法院
告他。 ”
2017 年 12 月， 陈某拿着欠条向青田县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且他还找来了当初借
款时，在场的中间人作了伪证。 最终，法院判
处王某败诉，责令其归还 9.8 万元借款。
今年 5 月，因为王某仍没有还款，陈某又
以王某拒不履行还款义务为由， 要求法院对
王某强制执行。 随后，王某被司法拘留 15 日。
然而，陈某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张冠
李戴”这一招反而坑了自己。 今年 8 月，王某
得知陈某“用旧借条讨新债”这事后，随即向
青田警方报案，真相随即浮出水面，陈某很
快被警方控制。
依照《刑法》的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
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
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上周六，缙云新建一老宅突发大火

熊熊大火烧了一个多小时
万幸一对老夫妻成功逃生
□ 记者 麻东君 通讯员 陈慧滢

“我叫你一声，你敢应吗？ ”
醉汉的一声应答，暴露了他的逃犯身份
□ 记者 朱剑 通讯员 叶志明
本 报 讯 10 月 18 日上午， 莲都区公安
分局的民警吴进勇如往常一样巡逻至市区
纳爱斯健身广场时， 意外发现一名男子正
躺在体育馆的台阶上。“生病了？ ”“喝醉
了？ ”接下来的事情，大大出乎了吴进勇的
意料。
在发现那名男子后， 吴进勇便上前试
图查看他的情况。 结果，他一靠近男子，便
闻到了对方身上的酒味。
“怎么喝成这样呀， 在台阶上都能睡
着。 ”吴进勇一边嘀咕着，一边推了推那名
男子。 不多一会， 男子迷迷糊糊睁开了眼
睛， 可当他突然见到站在身旁的是一个警
察后，他眼神中立即流露出一丝恐慌，下意
识地低下头，压根就不敢直视吴进勇。 这一
小细节立刻引起了吴进勇的警觉。

“就算是个醉汉，看到警察也不至于那
么惊恐呀。 ”想到此，吴进勇又仔细地看了看
男子的面容，结果，他越看越觉得对方有些
面熟。 随即，吴进勇心里一激灵，“他不会是
个逃犯吧？ ”闪过这个念头的同时，吴进勇回
想起前些天在全国追逃系统上看到的一张
照片，而那名姓俞的逃犯和面前这人长得很
像！
为了慎重起见，吴进勇并未第一时间将
男子控制住，而是待他的情绪稍微放松了一
些后，才冷不丁地喊了一声“俞某某！ ”而话
音刚落， 那名男子条件反射般地应了一声
“嗯！ ”
这下，吴进勇确认了，他随即将男子带
回了派出所。 经过进一步确认，此人正是因
涉嫌盗窃被警方网上追逃的俞某某。 目前，
其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的细节还在进一
步调查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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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上周六上午 11 点 30 分左右， 缙云新建镇
一栋老宅突发大火，虽然大批消防员全力扑救，但因为
火势实在太大，事发后一个多小时，老宅烧得只剩下了
四面土墙。
据记者了解， 起火的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老房子，一
共两层，位于缙云新建镇杨公桥村。 由于事发在白天，有
村民很快发现了状况，于是第一时间报了火警。
缙云消防队闻讯后，考虑到农村火灾，有可能出现
“火烧连营” 的情况， 于是派出了大批救援力量赶赴现
场。
据参与扑救的消防官兵介绍，起火老宅内部的木质
结构很多，他们赶到时，整栋房子已经被大火吞噬了，不
时有房梁或瓦砾坠落下来，扬起大片火星子。
在确认并无人员被困后，消防员随即动用了多支水
枪对大火进行压制，一面扑救，一面阻止火势向周边房
屋蔓延。
消防员前后忙活一个多小时后， 大火最终被扑灭。
不过，老宅内部已是一片焦黑，只剩下了土墙还立在那
儿。
据村民说，起火的老宅里住着一对七八十岁的老夫
妻，事发时，老人家正在一楼吃饭，火却是从二楼烧起来
的。 万幸的是，两位老人腿脚还算利索，在发现情况后，
他们都成功逃了出来，没有受伤。
目前，火灾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