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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谎称车被抢 “骗保”终究受严惩

举案说法举案说法

案情：2017 年 9 月 2 日，黄某向

中国工商银行分期贷款，购买了一

辆白色海马 S5 小汽车和全车盗抢

保险。因没钱归还分期贷款，2017

年 10 月 19 日，黄某向公安机关报

案，谎称该汽车被抢。公安机关于

2017 年 10 月 21 日对该案件进行了

立案侦查。

2018 年 2 月 16 日，黄某以汽车

被抢为由向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提出索赔申请，并提供了

公安机关出具的对该汽车被抢一案

立案侦查的证明。2018 年 2 月 24

日，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将6万余元保险金汇入黄某在中

国工商银行的账户中。2018年5月

9日，黄某套牌驾驶该海马汽车时，

被交警拦下检查，他一时惊慌，弃车

逃离现场。2018 年 7 月 13 日，黄某

被警方抓获。目前，该案正在进一

步调查审理中。

评析：《刑法》第198条规定：保

险诈骗罪是指以非法获取保险金为

目的，违反保险法规，采用虚构保险

标的、保险事故或者制造保险事故

等方法，向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数

额较大的行为。黄某编造未曾发生

的保险事故，骗取中国人寿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6万余元保险金，数

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保险诈骗罪。

全车盗抢

险，本是车主

们为车辆购买

的一重防盗保

障，可有人却

财迷心窍，把其作为一种生财手

段。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编造谎

言获取不义之财，终将受到法律的

严惩。

（县法院陈君供稿）

本报讯（记者谭淼）冬季天气寒

冷，昼夜温差大，是感冒的高发季

节。了解预防感冒常识，可以让自

己和家人度过一个健康的冬天。

一是做好自我防护。坚持用冷

水洗脸，增强鼻粘膜对空气的适应

能力；及时掌握天气变化，根据天气

添衣御寒；加强锻炼，增强适应环境

的能力和身体免疫力；在感冒流行

期间，尽量少去人员密集场所。

二是做好家庭预防。注意保持

室内空气新鲜，早晨开窗换气不少

于15分钟；家中如发现流感患者，应

及时薰醋进行空气消毒；在健康人

鼻孔涂抹大蒜液，也可减少传染。

三是做到合理饮食。大蒜、大

葱、姜、食醋等，都是预防感冒的常

用食品。如身体酸痛、咳嗽，可将

梨、枣、姜、冰糖一起煮水冲泡鸡蛋，

早、晚各一次，服用后休息；或服用

葱白、姜汤发汗，驱散风寒，一般症

状即可见效。

四是搞好药物预防。科学研

究表明，服用预防药物后，可使感

冒的发病率降低 50%左右。体质

较弱的人，可以提前注射疫苗来预

防感冒。

冬季预防感冒常识

陈紫阳是家人眼中独立孝

顺的好孩子。她坚持自己的事

情自己做，洗衣服、收拾房间、整

理文具，她样样得心应手。除此

之外，她还坚持帮助家里人做力

所能及的事情，收拾桌子、洗碗

刷筷、归置厨房，她总是义不容

辞。爷爷奶奶年纪大了身体不

好，她就每天提醒爷爷吃药，给

奶奶捶肩捏腿，还会变着法地哄

爷爷奶奶高兴。

陈紫阳是同学们心里品学兼

优的好榜样。她品德优良、热爱

学习，始终以高标准来严格要求

自己。她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不

仅各科成绩名列前茅，还主动承

担集体责任，每次活动中都能看

到她忙绿的身影。除了认真完成

老师布置的作业，她还大量阅读

课外读物，增长知识，开拓视野，

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综合

能力。同学们一提起她，都会竖

起大拇指连连称赞。

陈紫阳是志愿

者口中热心公益的

好少年。她虽然只

有10岁，但已经加

入县满有爱心公益

救助协会一年多了。当她从电

视报道中得知河北省多地遭受

洪涝灾害后，便立即把自己积攒

已久的500元零花钱捐献给了灾

区人民。作为年龄最小的志愿

者，陈紫阳已经先后两次随协会

志愿者们一道参加爱心捐赠活

动，共向山区小朋友捐赠衣物57

件、课外书 169 册。慰问孤寡老

人、捐献义卖善款、捡拾遗落垃

圾，她用实际行动传递着正能

量，践行着“乐善好义、热心公

益”的优秀品格。

少年时代是美好人生的开

端，远大的理想在此时孕育，高

尚的情操在此时萌生，辉煌的人

生在此时奠基。新时代的少年

们更需严格要求自己，以“新时

代好少年”陈紫阳为榜样，为谱

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篇章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奋力放飞

青春梦想、书写人生华章。

（吕孟秋）

乐善好义 热心公益
——记2018年第四季度廊坊市“新时代好少年”陈紫阳

“ 大 鹏 同 风 起 ，惜 取 少 年

时”。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

一年级组二等奖，第八届全国中

学生基础学科创新能力大赛复赛

数学和物理学科河北赛区三等

奖、决赛数学国家级二等奖，荣膺

这些沉甸甸学习大奖的，正是

2018年第四季度廊坊市“新时代

好少年”韩梦乐。

在家庭方面，她孝亲顺长，是

个懂事的好孩子。她追求自立，

不依赖父母、长辈的帮

助，努力承担家庭责任，

分担家庭劳动。在父母

工作生活遇到烦恼时，

耐心倾听；在弟弟、妹妹

学习遇到问题时，出谋

划策。无论学业多么紧

张，她一定会尽量用自

己的课余时间陪伴家

人，与家人分享学习中

的趣事与收获，是家中

名副其实的“开心果”。

在学习方面，她勤

奋刻苦，努力做最好的

自己。她夯实基础、脚

踏实地，课前积极预习，

课后认真梳理，温故知

新；她追求突破、勇于创

新，学习时常问“为什么”，思考

时常怀“不一定”，常常与老师、

同学交流自己的新观点，敢于尝

试“不可能”。凭着这份坚持与

努力，她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尽管如此，韩梦乐却从未骄傲自

满，还总是向同学虚心请教，取

长补短。身为学习委员的她，乐

于分享学习经验，积极组织小组

学习，互促互进。在认真学习课

本知识的同时，她还养成了广泛

阅读的习惯，视阅读为人生一大

快事，从国学经典到外国著作，

都是她的最爱。

在德育方面，她尊师守纪，多

次当选校“三好学生”“五好少

年”。老师交办的每一件事情，韩

梦乐都能不折不扣地完成；同学

在生活和学习中遇到困难，她都

会伸出援手。每当班级布置劳动

任务时，她总是坚持高标准、高质

量，脏活、累活带头干、抢着干，率

先垂范、毫无怨言，每次劳动都将

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劳动工

具摆放得整整齐齐，是同学们眼

中的“创卫”标兵。

在社会方面，她遵守社会公

德，热心公益活动，立志做对社会

有贡献的人。她经常整理自己看

过的课外书和穿小的衣服，送到

爱心捐赠点。“赠人玫瑰，手有余

香”，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韩梦

乐培养着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收

获着自豪和快乐。她曾多次利用

暑假时间体验交通疏导、参与新

闻制作，深入了解身边行业的工

作环境，学习了行业知识，丰富了

社会实践。她勤奋刻苦，不断在

学业和品行上历练自我，励志为

祖国和社会作出贡献，接过前人

的旗帜开拓新的光明未来。

（王 莹）

挑战自我 勤学励志
——记2018年第四季度廊坊市“新时代好少年”韩梦乐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要求，深刻回答了党在新时代“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

培养人”等根本问题，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日前，在共青团廊坊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联合开展的“新时代好少

年”学习宣传活动中，我县城区大厂一中学生韩梦乐、第一小学学生陈紫阳被授予廊坊市“新时代好少年”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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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谭淼）为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精神文明

建设，弘扬志愿服务精神，日前，县满

有爱心公益救助协会的志愿者们走

进南寺头回民小学，开展“全民公益

满有爱心”教育实践活动暨志愿者注

册南寺头回民小学站活动。

初冬时节，寒气逼人。在南寺

头回民小学，满有爱心公益救助协

会 这 些 老 朋

友的到访，却

让 校 园 内 爱

心浓浓、暖意

融 融 。 学 生

们 纷 纷 献 出

自己的“温暖

牌礼物”。学

生金宇飞说，

自己捐了 20

支笔、9 本书

和 1 个 笔 记

本，希望这些

小 礼 物 能 够

帮助到那些远在山区的小朋友们，

让他们也可以在美丽的校园里好好

学习。

“一个玩具，也许会成为孩子们

最好的玩伴；一本书籍，可能是改变

孩子们命运的入口”，丰富的文具和

图书让寒冬里的校园充满温馨。南

寺头回民小学教师曹洁丽表示，希望

通过组织这样的公益活动，让一个孩

子带动一个家庭，从而使更多的人参

与到公益事业中来，播撒爱心、播种

希望。

满有爱心公益救助协会还对南

寺头回民小学进行了“志愿服务合

作单位”授牌，并向学生们发放了

“致爱心家长的一封信”。志愿者贾

秀芹说，组织公益活动，就是要把文

明、关爱、感恩这些正能量带给学生

们，温暖他们的心田。接下来，协会

还将会在全县中小学持续开展公益

活动，让“全民公益 满有爱心”教育

实践活动影响和带动更多人，让“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

蔚然成风。

形式有别，爱心无差。如今，志

愿服务已经成为我县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张烫金名片。志愿者们争当文

明的引领者、城市形象的塑造者，用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传递文明、传递

爱心，他们的志愿服务精神在潜移默

化中凝聚起更多的社会正能量，为文

明大厂建设增添着光和热。

以星火温暖寒冬
让爱心传递希望

南寺头回民小学学生向志愿者转交学习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