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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号赛题说明

---------------------------------------------------------------------------------------------------------------------------------
1．请各个参赛队根据下列材料与相关法律规范，分别从本案控方和辩方角度准
备本案开庭审理的书面文件，并准备参加本模拟案件的审理。
2．控辩双方均不能要求提供新的案件材料。
3．控方文书送达对方后，指控的罪名及事实部分不得更改。
4．本案公诉机关为桐池市高河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为王翠芬，其他人另案处
理。
5．本材料所有文件都视同原始文件，所有签名与印章都视为真实，相关材料中
特别说明的除外。
6.本案中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均的资质、资格均符合法律规定。
7．《司鉴中心【2013】临鉴字第 2576号》是公安机关在另行处理本案另一当事
人王光荣的过程中所形成的鉴定意见。
8．双方对于诉讼时效、管辖权和程序的争议不影响模拟审判庭对本案的继续审
理。
9．本文件所有人物和地名均为虚拟，如与现实雷同纯属巧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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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

立 案 决 定 书
高公立字（2011）第 5369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八十六 条之规定，

决定对王翠芬故意伤害案 立案侦查。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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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

起 诉 意 见 书
高公刑诉字【2012】1728号

犯罪嫌疑人：王翠芬，女，1971年 09月 26日出生，身份证号

码：520222197109266022，民族：汉族，文化程度：高中，单位及职

业：华丰制衣厂，住址：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石河镇胜利村 27号，

政治面貌：群众。

2012年 2月 15日犯罪嫌疑人王翠芬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取保候

审。

犯罪嫌疑人王翠芬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于 2011年 4月 19日由

马凤仙报案至我局，我局经过审查，于 2011年 7月 25日立案侦查。

犯罪嫌疑人王翠芬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现已侦查终结。

经依法侦查查明：2011年 4月 17日 16时许，受害人马凤仙与

其丈夫姜新辉、弟弟马腾飞等人至高河区石河镇龙眠路 105号华丰制

衣厂结算货款，马凤仙在寻找业主王翠芬的过程中与王翠芬的父亲王

光荣发生口角，王光荣将马凤仙拉倒在地后，犯罪嫌疑人王翠芬趁机

用脚踩马凤仙的左小腿，致马凤仙左胫腓骨骨折。经法医鉴定，马凤

仙的伤构成轻伤。

认定上述犯罪事实的依据如下：王翠芬的供述及辩解、马凤仙的

报案笔录、王光荣的陈述、姜新辉、马腾飞、钱萍、韩文国等人的证

人证言、伤势鉴定报告等。

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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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王翠芬的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规定，涉嫌故意伤害罪。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之规定，现将此案移送审查起诉。

此致

桐池市高河区人民检察院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六日

附：1.本案卷宗 2卷 78页；

2.犯罪嫌疑人王翠芬现被取保候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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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池市高河区人民检察院

补充侦查决定书

高检刑补侦【2012】1735号

你局于 2012年 11月 6日【2012】1728号文书移送审查起诉的王翠芬故意
伤害一案，经本院审查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140条的规定，现决定将此案退回你
局补充侦查。

此致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

桐池市高河区人民检察院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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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

补充侦查报告书

高公补侦字【2012】第 1001号

桐池市高河区人民检察院：

你院于 2012年 11月 30日以高检刑补侦【2012】1735号补充侦

查决定书退回的高河区王翠芬故意伤害案，已经补充侦查完毕。

结果如下：

我局于 2012年 12月 5日委托两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会对马凤

仙伤势的形成原因进行重新鉴定。两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会于2012

年 12月 20日出具了两人伤鉴【2012】第 77号法医学活体检验鉴定

书，鉴定意见为：马凤仙的左胫腓骨骨折，以间接传导暴力作用所致

可能性大。

现将该卷宗 2卷 97页及补充查证材料 12页附后，请审查。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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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池市高河区人民检察院

补充侦查决定书

高检刑补侦【2013】00174号

你局于 2012年 11月 6日【2012】1728号文书移送审查起诉的

王翠芬故意伤害一案，经本院审查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140条的规定，现决定将

此案退回你局补充侦查。

此致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

桐池市高河区人民检察院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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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

补充侦查报告书

高公补侦字【2013】第 104号

桐池市高河区人民检察院：

你院于 2013年 1月 15日以高检刑补侦【2013】00174号补充侦

查决定书退回的高河区王翠芬故意伤害案，已经补充侦查完毕。

结果如下：

要求核实证人钱萍的证言。经与当地派出所和有关知情人联系，

因钱萍于 2011年 10月左右回四川老家完婚，不来两江省务工了，所

有联系方式已停用，暂时无法联系到本人。

现将该卷宗 3卷 110页及补充查证材料 5页附后，请审查。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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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池市通用门诊病历 就诊科别：外

就诊：2011年 4月 17日 16:45
因“外伤致左小腿肿痛半小时余”就诊。

患者半小时前因不慎外伤致左小腿肿痛，无头部外伤史，无昏迷史，无恶心

呕吐，无胸闷气促，无腹痛腹胀。

既往否认药物过敏史，否认怀孕

PE：左小腿肿胀、压痛、畸形，活动受限，可见骨擦音。
诊断：左胫腓骨骨折

RX：1、DR（162345），左胫腓骨骨折
2、住院治疗。

医疗机构名称：高河区中医医院

医生签名：章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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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河区中医医院住院病历

姓名：马凤仙 性别：女 年龄：32岁
出生日期：1979年 6月 6日 性别：女

民族：汉族

出生地：两江省桐池市

联系地址：高河区范岗镇团结村

科室：住院骨伤科 床号：478 住院号：20112762
入院时间：2011年 4月 17日 17时 43分 谷雨前 3天
记录日期：2011年 4月 17日
病史陈述者：本人及家属

左小腿肿痛畸形，活动受限 2小时。
患者诉今被他人打伤倒地，即感左小腿疼痛剧烈、难忍，伴逐渐肿胀，不能

站立行走，患者无昏迷，无头痛头晕，无胸闷气促，无腹胀腹痛等其他特殊情况，

由家人陪同来我院急诊。摄片示：“左胫腓骨骨折”，予患肢夹板临时固定等处理

后收住入院，以进一步治疗。

伤后神清，精神可，未睡眠，未进食，大小便未解。

患者既往体质一般，否认“高血压病、糖尿病”等其他疾病，否认心脑肺肾

及内分泌系统等疾病，否认“肝炎、结核”等传染性疾病史，否认手术史，否认

其他外伤史，否认药物食物过敏及输血史，预防接种史不详。

患者生长于本地，农民，居住条件可，否认疫水及疫源地接触史，无放射性

物质及化疗史，否认吸烟饮酒等不良嗜好，否认冶游史。

24岁结婚，育有 1子，配偶及儿子均体健，1-0-0-1，家庭关系和睦。
父母健在，兄弟姐妹体健，否认两系三代内有家族性传染病及其他遗传病。

详见体格检查表（一）和（二）。

本院 CR示：左胫腓骨螺旋形骨折，移位。

中医诊断：左胫腓骨骨折

骨断筋伤、气滞血瘀

西医诊断：左胫腓骨骨折

医师：孙凤娟

2011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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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河区中医医院 X线检查报告单

姓名：马凤仙 性别：女 年龄：32岁 X线号：X162345
科室：急诊外科 住院号： 床号：

部位：左膝关节（左膝正侧），胫腓骨（左胫腓骨正位）

描述：左胫骨中下 1/3段、左腓骨上端可见骨折，旋转并移位，左膝、踝关
节正常。

结论：左胫腓骨骨折。

报告医生：张庆丽

复审医生：高青青

2011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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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河区中医医院

出院记录

姓名：马凤仙 性别：女 年龄：32岁
科室：住院骨伤科 床号：478 住院号：20112762
入院日期：2011年 4月 17日 17时 43分
出院日期：2011年 4月 27日 10时 00分
共住院 10天

主诉：因“左小腿肿痛畸形，活动受限 2小时”。入院，体格检查：T：37. 0℃

P：80次/分。神志清楚，精神可。左小腿畸形、肿胀，胫骨中下段压痛较剧，
骨擦感可及，左小腿纵行叩痛阳性。肢端血运正常，足址活动可。

本院 CR显示：左胫腓骨螺旋形骨折、移位。
中医诊断：左胫腓骨骨折——骨断筋伤、气滞血瘀

西医诊断：左胫腓骨骨折

治疗经过：入院后积极完善必要辅助检查及术前准备，于 2011年 4月 17
日在连硬麻醉下行“切复内固定手术”，手术顺利，术后抗炎、止血、镇痛对症

支持治疗。

2011年 4月 27日出院时诊断：“左胫腓骨骨折”。
诊断：

中医诊断：左胫腓骨骨折——骨断筋伤、气滞血瘀

西医诊断：左胫腓骨骨折

现况：患者左小腿肿痛明显缓解，足址活动、感觉、血运正常，切口愈合可，

无红肿渗出。

医嘱：

患肢石膏托固定，卧床休息，禁止下床活动。预防内固定松动、骨折移位。

不适随访，定期复查，接受康复训练指导。

经治医生：席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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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

法医学人身损伤程度鉴定书

高公鉴（伤）字【2011】257号
一.委托单位：石河派出所
二.受理时间：2011年 7月 20日
三.检验对象：马凤仙，女，32岁，高河区范岗镇团结村
四.送检材料：住院病历复印件
五.简要案情：2011年 4月 17日，马凤仙在高河区石河镇龙眠路华丰制衣厂

与他人扭打致伤.
六.鉴定要求：人体损伤程度
七.检验时间：2011年 7月 20日
八.检验地点：办公室
九.检 验：

（一）病历摘要

2011年 4月 17日高河区中医医院住院病历（20112762）记载：主诉：左小
腿肿痛畸形，活动受限 2小时，摄片示左胫腓骨骨折，入院后当日在连硬麻醉下
行“切复内固定术”，术后予抗炎、止血、镇痛等治疗。于 2011年 4月 27日出
院，出院诊断为左胫腓骨骨折。

（二）检验所见：

被检验人马凤仙，步入办公室，一般情况可，左下肢稍行走不便。左小腿前

侧见 15.2厘米疤痕。复阅高河区中医医院 2011年 4月 17日 X线片（162345）
示：左胫腓骨骨折，4月 20日 X线片（149981）示：左胫腓骨骨折内固定术后。
十.分析说明：
根据案情介绍，病历记录及检验所见，伤者马凤仙外伤致左胫腓骨骨折，此

伤根据《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第二十五条之规定构成轻伤。

十一.鉴定结论:
被检验人马凤仙的伤势属轻伤。

鉴定人：

主检法医师 程卫军

主检法医师 康刚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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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

鉴定结论通知书

高公鉴通字（2011）第 1294号

王翠芬：

我局指派有关人员对马凤仙的伤势进行了法医学人身损伤程度

鉴定。鉴定结论是马凤仙的伤势属轻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如

果你对该鉴定结论有异议，可以提出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申请。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八日

犯罪嫌疑人：王翠芬

2011年 8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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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池市明镜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结论书

桐明司鉴[2012]临鉴字第 G847号

一．基本情况：

委托单位：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委托鉴定事项：致伤方式鉴定（即马凤仙左胫腓骨骨折的形成原因）

受理日期：2012年 8月 28日
鉴定材料：高河区中医医院出院记录 1份、委托书 1份、X线片 3张、身份

证 1张、案情介绍 1份、现场照片图 2张等。
鉴定日期：2012年 8月 28日
鉴定地点：桐池市明镜司法鉴定所

在场人员：高磊（石河派出所陪同人员）;姜新辉（系被鉴定人的丈夫），本
所已履行《两江省司法鉴定机构受理鉴定委托规则》规定的告知义务，本所鉴定

人电话告知王翠芬，但其情绪激动，不予配合，且表示不来鉴定现场。

被鉴定人：马凤仙，女，1979年 6月出生，家住高河区范岗镇团结村，身
份证号：520222197906065526
二．检案摘要：

1、据委托单位案情介绍：2011年 4月 17日 16时许，马凤仙因结算货款时
与王翠芬发生口角，马凤仙指认与王翠芬的父亲王光荣发生拉扯后倒地，并被王

翠芬用脚踩伤其腿部，造成左胫腓骨骨折。经派出所现场调查，马凤仙倒地位置

位于一楼进门 2、3米水泥地上，倒地位置地面平整，无任何杂物，倒地时边上
有王光荣、王翠芬父女。因无法确定马凤仙是倒地自己摔倒还是被踩伤，故桐池

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委托本所，要求本所对马凤仙左胫腓骨骨折的形成

原因进行法医学鉴定，并出具相应的意见。

2、病史摘要：2011年 4月 17日马凤仙的桐池市通用门诊病历记录：外伤
致左小腿痛半小时余。患者半小时前因不慎外伤致左小腿肿痛，无外伤史，无昏

迷史。PE：左小腿肿胀、压痛，畸形，活动受限，可及骨擦感。X片提示：左胫
腓骨骨折。诊断：左胫腓骨骨折。

马凤仙的高河区中医医院出院记录（住院号 20112762）记载：因“左小腿
肿痛畸形，活动受限 2小时”于 2011年 4月 17日入院。查体：左小腿畸形、肿
胀，胫骨中下段压痛较剧，骨擦感可及，左小腿纵行叩痛阳性。CR显示：左胫
腓骨螺旋形骨折、移位。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当日行“切复内固定手术”，术

后抗炎、止血、镇痛对症支持治疗，2011年 4月 27日出院时诊断：“左胫腓骨
骨折”。

2012年 9月 5日，本所请桐池市检察院的法医鉴定专家对马凤仙 X片共同
行进讨论，认为马凤仙左胫腓骨骨折系直接外力打击可以造成，自己摔倒扭伤无

法形成。

三、检验过程：

1、检验方法：依照《法医临床检验规范》（SF／Z JD0103003-2011)对被鉴
定人进行检验。

２、检验所见：神志清，一般情况可步行入室，轻度跛行，对答切题，体查

合作，左小腿前下方见长 15.5CM的手术疤痕，左踝及左足趾活动可，双下肢等
长；余无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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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阅片所见：复读马凤仙提供的高河区中医医院 X片 2张（2011/4/17，片
号 162345；2011/4/30，片号 169842）示:左腓骨上段骨折,左胫骨中下段斜形（螺
旋形）骨折，折线锐利，错位。桐池市明光医院 X片 1张（2011/8/22/，DX-449227）
显示：左胫骨中下段骨折，钢板内固定术后，断端部分骨痂形成。

四、分析说明

根据现有的病史资料、摄片观察及检查所见，分析如下：

根据委托单位的案情介绍及现场照片显示，马凤仙 2011年 4月 17日在华丰
制衣厂一楼倒地，倒地位置位于一楼进门 2、3米水泥地面上，倒地位置地面平
整，无任何杂物。以上情况可以排除马凤仙因地面或周围物体撞击致伤的可能性。

根据病史记录，马凤仙损伤当时左小腿表皮无裂伤痕迹，故排除锐利器具致

伤的可能性；马凤仙损伤当时左小腿肿胀，无左踝部和足部疼痛等现象，不符合

自行摔倒扭伤的特征（自行摔倒扭伤一般伴有踝部或足部肌腱等软组织挫伤，常

表现为扭伤部位疼痛肿胀不适现象）。

根据马凤仙 2011年 4月 17日的一张左胫腓骨骨折的影像片，可以看见其左
胫骨系粉碎性骨折，呈斜行，部位在左胫骨的中下段，符合外力打击所致的特征

（直接暴力）。其左腓骨骨折符合在左胫骨骨折后无法承受重力所致的骨折特征。

如人体摔倒扭伤左小腿，其骨折部位往往位于左胫骨下端（如内踝处），并且左

腓骨骨折的部位也在下端（如外踝），而本案中马凤仙左胫骨骨折在中下段（非

左胫骨下端），其左腓骨骨折在左腓骨的上段而非下端，故不符合扭伤所致的特

征。

综上所述，结合专家意见，我们认为马凤仙左胫骨骨折系外力直接打击造成，

自行摔倒扭伤形成的可能性很小，其左腓骨骨折系左胫骨骨折后受重力导致的骨

折。

五、鉴定意见

马凤仙左胫骨骨折系外力直接打击可以造成，自行摔倒扭伤形成的可能性很

小。以上意见请相关部门结合案情，审查后认定。

相关照片见附件。

司法鉴定人： 王有兵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证号：520205006001
司法鉴定人： 许凯雷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证号：520205006010

桐池市明镜司法鉴定中心

二零一二年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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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

鉴定结论通知书

高公鉴通字（2012）第 2130号

王翠芬：

我局聘请有关人员对马凤仙左胫腓骨骨折的形成原因进行了致

伤方式鉴定。鉴定结论是马凤仙左胫腓骨骨折系外力直接打击可以造

成，自行摔倒扭伤的可能性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如

果你对该鉴定结论有异议，可以提出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申请。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

犯罪嫌疑人：王翠芬

2012年 9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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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会

法医学活体检验鉴定书

两人伤鉴【2012】第 77号
一．委托单位：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

二．受理日期：2012年 12月 5日
三．被鉴定人：马凤仙，女，33岁，住高河区范岗镇团结村。
四．简要案情

2011年 4月 17日，马凤仙在与人纠纷中造成左胫腓骨骨折。2012年 9月 6
日桐池市明镜司法鉴定所鉴定后认为：左胫腓骨骨折外力直接打击可以造成，自

行摔倒扭伤形成的可能性很小。经两江省法医鉴定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同意，两江

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会于 2012年 12月 20日在两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对
马凤仙的损伤原因进行讨论。

五．送检材料

有关案情材料及病历资料。

六．材料摘录

高河区中医院住院病历（NO：20112762）记载：2011年 4月 17日 17时 43
分，患者左小腿肿痛畸形，活动受限 2小时入院。检查：左小腿畸形肿痛，骨擦
感可及，CR示左胫腓骨螺旋形骨折。当日行“切复内固定”，术中见胫骨骨折端
螺旋形骨折，移位明显。同月 27日出院。
七．检查所见

左小腿中下胫前有一 16cm长纵形疤痕，左膝关节、踝关节活动正常。高河
区中医院 2011年 4月 17日 X线（NO:162345）片示：左胫骨中下 1/3段螺旋形
骨折，有成角错位，左腓骨上端螺旋形、粉碎性骨折。

八．分析说明

根据委托单位提供的材料及目前读片情况，被鉴定人马凤仙 2011年 4月 17
日在纠纷中受伤，造成左胫骨下 1/3螺旋形骨折伴左腓骨上端螺旋形、粉碎性骨
折，从胫腓骨骨折均为螺旋形且不在同一水平位等特征判断，以间接传导暴力作

用所致可能性大，而直接暴力作用较难形成。

九．鉴定意见

马凤仙的左胫腓骨骨折，以间接传导暴力作用所致可能性大。

鉴定人：

主检法医师 杨珠玉

副主检法医师 廖俊文

副主检法医师 刘斌

副主检法医师 陈常杰

主 任法医师 徐桂枝

主 任医师 林楚秋

两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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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

鉴定意见通知书

高公鉴通字（2012）第 2250号

王翠芬：

我局聘请有关人员对马凤仙左胫腓骨骨折的形成原因进行了致

伤方式鉴定。鉴定结论是马凤仙的左胫腓骨骨折以间接传导暴力作用

所致可能性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之规定，如

果你对该鉴定结论有异议，可以提出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申请。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犯罪嫌疑人：王翠芬

2012年 1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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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

司鉴中心【2013】临鉴字第 2576号

一．基本情况

委托人：两江省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委托事项：对马凤仙左胫腓骨骨折的致伤方式（系直接暴力所致还是间接暴

力所致）进行法医学鉴定（书证审查）

委托日期：2013年 2月 15日
鉴定材料：1、鉴定委托书 1份

2、高河区中医医院急诊病历及住院病史复印件 1册，两江省桐池
市公安局高河分局法医人身损伤程度鉴定书复印件 1份，桐池市明镜司法鉴定所
司法鉴定意见书复印件 1份，两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会法医学活体检验鉴定书
复印件 1份，询问笔录复印件 1册等材料。

3、X线片 2张
受理日期：2013年 2月 15日
被鉴定人：马凤仙，女性，1979年 6月 6日出生
二．案情摘要

摘自委托书：2011年 4月 17日，马凤仙因故与他人发生冲突，受伤。
三．病史摘要

1、2011年 4月 17日高河区中医医院急诊病历摘录：
主诉：外伤致左小腿肿痛半小时余。现病史：患者半小时前因不慎外伤致左

小腿肿痛。查体：左小腿肿胀，压痛、畸形、活动受限，可及骨擦音。X线片示：
左胫腓骨骨折。诊断：左胫腓骨骨折。处理：住院治疗等。

2、2011 年 4 月 17 日至 4 月 27 日高河区中医医院住院病史（住院号
NO:20112762）摘录：
主诉：左小腿肿痛畸形，活动受限 2小时。现病史：患者诉今被他人打伤倒

地，即感左小腿疼痛剧烈，难忍，伴逐渐肿胀，不能站立行走。查体：左小腿畸

形、肿胀，胫骨中上段压痛较剧，骨擦感可及，左小腿纵行叩痛阳性。X线片示：
左胫腓骨螺旋形骨折，移位。诊断：左胫腓骨骨折。治疗经过：入院后于 4月
17日行切复内固定术，术中见胫骨骨折端螺旋形骨折，移位明显，未累及关节
面。出院时建议维持患肢石膏托固定，卧床休息，禁止下床活动等。

四．书证摘要

2011年 7月 25日，两江省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法医学人身损伤程度鉴定
意见：被检验人马凤仙的伤势属轻伤。

2012年 9月 6日，桐池市明镜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为：马凤仙左胫骨骨折
系外力直接打击可以造成，自行摔倒扭伤形成的可能性很小，以上意见请相关部

门结合案情，审查后认定。

2012年 12月 20日，两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会法医学活体检验鉴定意见
为：马凤仙的左胫腓骨骨折，以间接传导暴力作用所致可能性大。

五．阅片所见

2011年 4月 17日高河区中医医院左膝关节侧位、左胫腓骨侧位 X线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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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162345）1张示：左胫骨中下段螺旋形骨折，左腓骨近端螺旋形骨折。
六．分析说明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现有材料，包括病史及影像学资料，结合本中心鉴定人审

查意见并专家会诊意见，综合分析如下：

2011年 4月 17日，被鉴定人马凤仙因故与他人发生冲突。当天于临床摄片
显示“左胫腓骨骨折”，本中心阅其伤后影像学资料，见左胫骨中下段螺旋形骨

折，左腓骨近端螺旋形骨折等。

胫腓骨骨折的致伤机制主要包括直接暴力和间接暴力。

直接暴力指暴力直接作用使受伤部位发生骨折。骨折多呈横断型、短斜形或

粉碎性。由于直接暴力需通过皮肤作用于骨骼，因此常合并软组织挫伤。

间接暴力指暴力通过传导、杠杆、旋转和肌收缩使肢体远处发生骨折，骨折

多为螺旋形或长斜形，若为胫腓骨双骨折，腓骨骨折线常较胫骨骨折线高，这是

由于暴力沿骨间膜传导作用所致。有时胫骨中下段的斜形或螺旋形骨折，经力的

传导后，可致腓骨颈骨折，这种不在同一平面发生的骨折是胫腓骨遭受间接暴力

损伤的特征。

本例中，马凤仙伤后的病史资料显示其左小腿局部（骨折部位）未见皮肤破

损，影像学资料显示其左胫腓骨均为螺旋形骨折，螺旋的方向基本一致，腓骨骨

折平面高于胫骨骨折，符合间接暴力作用致胫腓骨骨折的特征。

七．鉴定意见

被鉴定人马凤仙的左胫腓骨骨折符合间接暴力作用所致，直接暴力作用难以

形成。

鉴定人：主检法医 侯飞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证号：005100212178
主任法医师： 谢延海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证号：105100204034
授权签字人：主任法医师 张明国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证号：105100205030

司法鉴定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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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

鉴定意见通知书

高公鉴通字（2013）第 368号

王翠芬：

我局聘请有关人员对马凤仙左胫腓骨骨折的形成原因进行了致

伤方式鉴定。鉴定结论是马凤仙的左胫腓骨骨折符合间接传导暴力作

用所致，直接暴力作用难以形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之规定，如

果你对该鉴定结论有异议，可以提出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申请。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日

犯罪嫌疑人：王翠芬

2013年 3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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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笔录

第 1次

询问时间 2011年 04月 18日 13时 54分至 2011年 04月 18日 15时 01分
询问地点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询问人姓名、单位 胡季伟、袁明晓，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记录员姓名 袁明晓 记录员单位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被询问人姓名 王翠芬 性别 女 出生日期 1971年 09月 26日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文化程度 高中 政治面貌 群众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520222197109266022
联系电话 69570583
工作单位 个体服装厂

户籍所在地址 高河区石河镇胜利村

现住地址高河区石河镇胜利村

问：昨天是怎么回事情？

答：昨天是因为买卖上的纠纷。我是开衣服厂的，厂开在石河镇龙眠路 105
号，厂名是华丰制衣厂。我是 2011年 4月 16日晚进的布料，布是对方送过来的。
2011年 4月 17日中午 13时左右，对方来我这里收钱，当时来的是三个人，我
认识一个男的弟弟（马腾飞），他说是来收钱的。来之前，我丈夫张国伟已经打

过电话了，打给了他店里的营业员，因为这个布我们看了一下，布的质量不对，

和事先约定的不同，我们不能用的，所以我丈夫打电话给营业员来看一下。后来，

对方就来了。我说：“这个布有问题的，质量不对，而且克重也不行，说好是 180
克以下的，实际上是 200克左右的”。开始，我丈夫不在，我说要找我丈夫的，
说了几句后，我打电话给我丈夫。他们也就回去称量去了。后来，他们又来了，

说称了一下是 190克，我丈夫来了，我丈夫也说质量不对，好用的我们用，不行
的我们要调货的。但是马腾飞就是不同意调布，并说：“我们是来算账的，不是

调布来的”，一定要把货款带回去。我们一下子讲不下来，我就叫营业员上去看

一下布料，营业员看了一下，说布的衣料也不对。后来，他们回去了，我发现他

们把布料的样本忘掉了，我对了一下，他们的样本和布料根本不对的。这时，他

们又来了，来拿样本的，和我们又吵了起来，当时在下面的是我和我父亲。我父

亲讲了一句：“你们这么凶，是哪里来的”，来的男的马腾飞讲：“你说我们哪里

人，给你点生活吃吃”，我父亲讲：“你要拷人了”，那女的讲：“拷你怎么了”，

那个女的就要去推我父亲，我就想打 110，我拿出了手机就看见我父亲和那个女
的还有马腾飞扭在一起了。

问：那个女的为什么倒在地上？

答：我不知道，我没看见。后来，我父亲说是那个女的推他，自己倒在地上

的，扭伤了脚。开始，他们三个扭在一起时，我想去扯那个女的头发，但没有拉

到。我父亲叫我打 110，我就打电话了，大概是这个时候那个女的倒在地上的。
那个女的讲：“我的脚摔断了，快打 110”。
问：你有没有受伤？

答：有的，开始我扯头发之前，那个马腾飞来推我，我摔了一大跤。我是皮

外伤，全身都酸痛，还没有到医院去过。我父亲叫王光荣，今年 75岁了，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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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回家去了，现在还在家里睡觉。

问：那个女的倒地后，你有没有用脚踢她？

答：我没有的。

问：当时有没有扯下对方的项链？

答：没有的。

问：布有多少？

答：一共是 12只布，其中 6只好用的，我们就用了。但是 6只厂里的裁剪
说是不能用，我们要求退货。

问：有什么补充的？

答：没有了。

问：你厂里有没有监控？

答：没有。

问：当时你厂里有没有其他人看见？

答：当时厂里有两个员工的，应该看见的。

核对意见：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讲的一样。

核对人：王翠芬 核对时间：2011年 4月 18日
侦查人员签名：胡季伟 记录人员签名：袁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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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问笔录

第 2次

讯问时间 2011年 09月 20日 13时 53分至 2011年 09月 20日 16时 06分
讯问地点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侦查人姓名、单位 胡季伟、袁明晓，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记录员姓名 袁明晓 记录员单位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犯罪嫌疑人姓名 王翠芬 别名无 曾用名无

性别 女 出生日期 1971年 09月 26日 民族 汉族

出生地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石河镇胜利村 27号 籍贯桐池市高河区

文化程度 高中 政治面貌 群众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520222197109266022
联系电话 69570583
工作单位 个体服装厂

户籍所在地址 高河区石河镇胜利村 27号
现住地址高河区石河镇胜利村 27号
遭受刑事或行政处罚情况 无

问：我们是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的民警（出示证件），因你涉

嫌故意伤害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对你传唤，现

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你应当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

答的权利。你听清楚了吗？

答：听清楚了。

问：你把事情的经过详细的讲一下？

答：事情起因是为买布开始的。2011年 4月 16日，我们华丰制衣厂向马腾
飞开的布行买了一批布，布的价值好像 11000多元，这个生意是马腾飞的父亲介
绍的，马腾飞的父亲我们熟悉的，他打电话要我们买布的。说好是我们布检查好

付钱的，但是厂里的裁剪说有点问题，说布不好的，裁了没人要的。4月 17日
我就打电话给营业员就是那个小姑娘，说布有点问题，那个营业员（钱萍）讲：

“我们会到店里来看的”，4月 17日下午，第一次是马腾飞、马凤仙和一个男的
（姜新辉）三个人来的，我就叫马腾飞看一下布，马凤仙不肯，我丈夫张国伟后

来讲这个布超重，有色差。他们就剪了一点样品称重去了，我也叫张国伟也去称

一下布。等了有半个多小时，他们有四个人来的，那个营业员（钱萍）也来了，

他们带来了样本。马腾飞和马凤仙说布是有点超重，要不价格便宜点。我说：“超

重还是没事的，只是赚不进钱，但是色差问题还是最重要的，要不你给我调换一

下”，但是马凤仙的意思是来算钱的，不是来换布的。那个营业员后来偷偷讲这

个布行和姐姐马凤仙没关系的，她以后会给我们换的。我对马凤仙说：“你怎么

能这样做生意的，他们讲好换的，你怎么能不换的”。她讲：“我就是这样的”。

后来，由于讲不下来，我说等我丈夫回来再说。他们讲先走了，就走了。

问：后来呢？

答：我发现他们把布的样本丢在我的厂里，我就拿样本到楼上去和布料比对，

发现是有差别的。我就回到了楼下，这时，营业员走了进来，问：“样本是不是

留在你们这里”，我说：“是的，样本和布料有区别，你到楼上去看一下”。这个

布料我们放在三楼，营业员就要和我上楼去，这时，姐姐马凤仙进来讲：“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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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不出来，到楼上去干什么去”，营业员讲：“老板娘讲布料不对，我去看一

下”，马凤仙讲：“你听她的还是听我的，不用去的”，营业员只好下来。马凤仙

讲：“我们走了，你老公什么时间来”，我说：“他快来了，我打过电话了”，我打

了电话给我丈夫，我丈夫讲没事的，好处理的。马凤仙讲：“布是不换的，要拿

钱的”，这样讲了几句。我父亲王光荣当时在厂里，听见了烦死了，对马凤仙说：

“你这么凶，你干什么东西”，马凤仙和我父亲吵了几句，马凤仙就朝我父亲冲

了过来，她是怎么摔倒的我没看见。我被马凤仙推了一下，倒在地上，后来的事

情没有看见。我只知道打我丈夫的电话。我看见门口有几个人围在我父亲边上，

我父亲叫我快报警。我离我父亲有 4米左右，我父亲在门口，我在里面楼梯边上。
后来，他们报警了，派出所的人也来了。

问：你们有没有受伤？

答：我父亲讲头有点晕，医院去看了一下，医生说吃一点补品算了。骨头有

点酸疼，贴点伤膏，睡觉不是很好，吃饭呕吐，恶心。我坐在地板上，腰有点痛，

骨头没有事情，背上有点不舒服，去医院，医生讲你 40岁了，各种各样的毛病
要来的。

问：当时别人讲你在马凤仙的脚上踩得，有没有这个事情？

答：她自己摔倒我也没有看见，怎么能去踩她的腿。

问：当时边上有人看见你用脚踩马凤仙的腿，你怎么解释？

答：我反正没踩。

问：马凤仙的项链是不是掉在厂里？

答：没有的。

问：厂里有没有其他人看见？

答：我去问的，上次来的韩文国到楼上拿衣服去了，应该也没有看见，等他

下来，已经散掉了。

问：你当时有没有看见马凤仙腿断了？

答：没有，她当时走来走去的，是装的。

问：这个事情打算怎么处理？

答：我又不是领导，又不是我说了算的。

问：你愿不愿意赔偿对方损失？

答：不愿意。

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答：没有。

核对意见：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讲的一样。

核对人：王翠芬 核对时间：2011年 9月 20日
侦查人员签名：胡季伟 记录人员签名：袁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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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问笔录

第 5次

时间：2012年 02月 15日 10时 47分至 2012年 02月 15日 13时 36分
地点：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讯问人姓名、单位 田亚平、薛鹏，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记录员姓名 田亚平 记录员单位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被讯问人 王翠芬

性别 女 出生日期 1971年 09月 26日
问：我们是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的民警(出示证件)，现依法对

你进行讯问，你应当如实回答我们的讯问并协助调查，不得伪造、隐匿、毁灭证

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你有权对有关情况作陈述和申辩，有权就被讯问事项

自行提供书面材料，有权拒绝回答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有权提出对办案公安机关

负责人、办案人、鉴定人、翻译人的回避申请，有权核对讯问笔录，对笔录记载

有误或者遗漏之处提出更正或者补充意见。如果你回答的内容涉及国家秘密、商

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公安机关将予以保密。以上内容你是否已经听清楚？

答：我听清楚了。

问：你是否申请我们办案民警回避？

答：不申请。

问：2011年 4月 17日发生在高河区石河镇龙眠路 105号打架的事情，你知
道吗？

答：我知道。当时我是当事人之一。

问：你将当时的情况详细讲一下？

答：好的。2011年 4月 17日午饭后，当时我在自己位于高河区石河镇龙眠
路 105号的华丰制衣厂内。当时，进来了三个人。其中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一起进
来。当时我在我家制衣厂四楼里，他们来的是为了我们厂里在他们的布行购进的

布料的质量问题来的。他们走到四楼时就碰见我了，我就叫他们一起到三楼里去

看布料的质量，对方说不用看了。我就打电话给我的老公，叫他回来。不多久我

老公就回来了。双方因为布料的质量问题谈不拢，大家就准备一起去轻纺城去称

布的质量，对方三个人就先去轻纺城了。等了半个小时，我就叫我老公也去轻纺

城看一下，我老公就去轻纺城了。过了一会儿，对方三个人就先回来我家的制衣

厂了，不多久对方又来了一个女的营业员，就是说对方当时在我家的制衣厂里有

四个人了，但这时我老公还没有回来，我就问对方你们去称了一下布的重量怎么

样?对方一个年纪比较轻的男的说称过了，重是重了点，那要不给我们价格便宜
点好了。我说布的重量重点没有关系，只是钱赚不到，但是布的色差有问题那我

的产品卖不出去了。那个男的说我们不管的，你说不好的我们说好的。我说那你

们有样品，我要求看一下当时我去他们家布料行选布料时我选定的布料样品。那

个后来脚骨折的女的就不给我看，还把样品放在她的屁股下面坐着（因为她当时

是在我们家的椅子上坐着的）。我说那你不给我看，我小样品也有的。我也知道

布料不好的，裁剪师傅也说不好的。那个女的就说今天我们来只收钱不换货的。

我就说布不换就等我老公来了再说，对方说你老公还不来啊？我说我再打电话给

我老公问问看。我打了我老公电话，我老公在电话里告诉我说这么小的事情我就

给她的爸爸讲好了。我把我老公的原话告诉他们。但那个女的说与她爸爸没有关



2017年6月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 28 -

系的。我就叫他们等我老公回来，但后来等了很久，我老公一直没有回来。

问：后来呢？

答：等了很久，我老公没有来，先前来的三个人就起身走到我家外面去了，

那个营业员和我一起到我家三楼去看布，那个营业员说好的。然后我就和那个女

的营业员一起去了三楼去看布的质量。那个营业员看了一下布后，还掏出手机来

打电话给广州，说布不好的。广州那边在电话里说布不好可以退换的。当时我也

接了一下电话，电话里对方是一个女的接的，那个女营业员当时把布拍了一下照

片发到广州那边去了，广州那边的在电话里说如果布像在照片里的那样的话，布

可以退，也可以换。我说这个布我要换的，对方在电话里说好的。

问：接着讲？

答：正在这时，那个先前走出去的年纪轻点的男的就走到三楼了，对那个女

营业员说你在上面干什么?我们要回去了。我说我和广州那边讲好了，可以换的，
反正 12只布，没有多少钱的。但那个男的就说"我们回去了"。我想他们回去了
就回去了。结果大家走到一楼的时候，那个后来脚受伤的女说你老公来没来？我

说还要等会。那个女的说我们走了反正我们还要拿钱的。说完他们四个人就一起

走了。他们走了，但他们先前拿我家来的布料样品遗忘在我家的椅子上。他们走

后，我就把他们遗忘的样品拿到我家的三楼裁剪车间和裁剪师傅一起比较了一下，

发现我以前在他们布行里挑选的颜色与他们送过来的颜色不一样的。

问：再后来呢？

答：过了大约半个小时，那个女的营业员先进来的，她对我讲：“老板娘，

我们的样品忘记拿了”。我说“是的，我比过了，这个布的颜色与我在你们布行

挑选的大不相同，你帮我去比较一下”，那个营业员说好的，就和我一起到我家

的三楼去比较布料的颜色。我们正在三楼进行比较，就听见我家的一楼有很响的

叫声，是个女的声音，就是后来脚受伤的那个女的声音，声音很大的，是对那个

营业员叫的“你拿样品咋还不走”。营业员说和我一起比布的颜色，那个女的让

营业员马上下来。那个营业员就走下来了。我跟在那个营业员后面，当时我看见

三个人围着我爸爸王光荣，我父亲叫我打 110报警，我说我会打的，你不要怕，
你年纪大了，他们不会打你的。那时，那个戴眼镜的男的朝我走过来了，把我推

倒了，我坐在地上打电话，我打电话时，那个女的就在那里叫，说她的脚断了。

大家就停下来了。那个脚受伤的女的就自己走到门外的椅子上坐着，不久派出所

的警察就来了。

问：那个女的脚是怎么受伤的？

答：我不知道。

问：但那个女的说是你把她的脚踩断的。

答：我不知道。

问：你是怎么摔倒的？

答：是那个戴眼镜的男的推倒的。

问：那个男的为什么要推你？

答：我从楼上下来，那个男的就朝我走过来要推我，我用手一挡，被那个男

的用手推了一把，把我推倒在地上，我倒在地上过了不多久，那个女的就朝外面

走，还没有受伤的。

问：那个女的为什么会受伤？

答：我是后来才听见那个女的说她的脚断了的。

问：那个女的伤是在你的家里伤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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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不知道。

问：那个女的说脚断了是在哪里说的？

答：是在我家的一楼。

问：为什么会断？

答：我不知道。

问：那个女的在你家下午处理事情来了好几次，脚开始时是好的吗？

答：我没有注意。

问：后来那个女的说脚断了那是怎么回事？

答：我不知道。

问：当时一楼有哪些人在？

答：当时一楼有我和我的父亲王光荣，还有一个工人，对方还有四个人。

问：还有其他人受伤吗？

答：没有。

问：你以上所讲是否属实？

答：是的。

核对意见：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讲的一样。

核对人：王翠芬 核对时间：2012年 2月 15日
侦查人员签名：薛鹏 记录人员：田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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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笔录

第 1次

询问时间 2011年 04月 20日 18时 02分至 2011年 04月 20日 18时 26分
询问地点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询问人姓名、单位 袁明晓、胡季伟，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记录员姓名 袁明晓 记录员单位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被询问人姓名 王光荣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36年 04月 19日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文化程度 小学 政治面貌 群众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520222193604195994
联系电话 无

工作单位 无

户籍所在地址 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石河镇胜利村 27号
现住地址 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石河镇胜利村 27号
问：你今天来公安机关有什么事吗？

答：2011年 4月 17日下午我和别人在石河镇龙眠路 105号吵架了，现在是
来说明情况的。

问：你把事情经过讲一下？

答：好的，2011年 4月 17日下午 16点多，我从龙眠路 105号华丰制衣厂
的 3楼下来，在楼梯的时候就听到楼下很吵，到了楼下后我看见有一男一女在和
我女儿王翠芬争吵，我就上前说：“你们吵什么吵，都吵了这么久了，不要在我

家里吵。”对方那个女的就马上说：“你们欠我们钱，我当然要说啦。”然后就上

来好像要打我似的，我就一把抓住了那个女的衣服，然后对方的男的就上来了，

我就放开了，但是那个女的好像还要来打我的样子，可是被她老公拦住了，然后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女的自己摔倒了，对方的二个男的就围上来，我就让我女

儿赶快打电话报警，但是对方那个女的说她的腿断了，更要报警了，所以就让他

们报警了。

问：和你发生争执的人是谁？

答：我也不知道，对方是个年轻的女的。

问：你为什么和对方发生争执？

答：对方好像是来要钱的，但是老是跟我女儿吵，我就说了对方几句而已。

问：当时在场的有谁？

答：当时只有我和我女儿，对方有二男二女在场。

问：有没有其他制衣厂的员工在场？

答：我没注意。

问：你有无受伤？

答：没有。

问：你认为对方的伤势是怎么造成的？

答：我不是很清楚，应该是她自己扭伤的。

问：你还有无其他情况要反映？

答：没有。

问：你以上所说是否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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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属实。

问：你认不认识字？

答：我只会写自己的名字。

问：我们现在向你宣读一下笔录，你核对一下笔录，如记录有差误或者遗漏，

可以更正或者补充？

答：好的，我听过了，是事实的。

核对人：王光荣 核对时间：2011年 4月 20日
侦查人员签名：胡季伟 记录人员签名：袁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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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问笔录

第 2次

时间 2012年 05月 09日 10时 35分至 2014年 05月 09日 12时 00分
地点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侦查人员姓名、单位袁明晓、潘永华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记录员姓名袁明晓 记录员单位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犯罪嫌疑人姓名王光荣 别名无 曾用名无

性别男 出生日期 1936年 04月 19日 民族汉族
出生地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石河镇 籍贯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

文化程度小学 政治面貌中国共产党党员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居民身份证 520222193604195994
联系电话无

工作单位和职业无

户籍所在地址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石河镇胜利村 27号
现住址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石河镇胜利村 27号
曾受刑事或行政处罚情况：无

问：我们是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民警，今天找你了解一下情况，你要如实

回答，知道吗？

答：知道了。

问：今天把你口头传唤到派出所来，为什么事你知道吗？

答：知道的，因为 2011年厂里吵架的事情。
问：讲一下具体经过？

答：好的。事情是 2011年的事情，具体哪天记不起来了，那天下午我在我
女儿王翠芬开的华丰制衣厂帮忙，我在楼底一楼扫地，当时楼下还有一个烫衣服

的高西省人。我记得当时有两个女的和两个男的到厂里来讨钱，其中一个女的是

对方的服务员，当时厂里我女儿在。我记得当时我在一楼，那个女的进来声音很

响，当时不知为什么吵了起来，后来差点打了起来，我记得我的胸口衣服也被一

个男的拉住了，我女儿王翠芬从楼上下来，也被他们推到在地。

问：当时厂里一楼只有你在，为什么会和对方发生冲突，因为当时你说你女

儿在楼上？

答：我想不起来了。我记得那个女的脚自己拗了一下。后来我女儿被他们推

倒在地。

问：当时烫衣服的烫工有没有看见？

答：他应该看见的。

问：烫工说当时你和那个女的发生拉扯的，是不是事实？

答：我没有。

问：原来 2011年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找过你谈话，当时你说你和那个
女的发生拉扯的，是不是事实？

答：这个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记不起来了。

问：后来为什么会吵起来，后来扭打了，因为当时你女儿在楼上？

答：当时楼下就我在，他们男的过来要打我，拉住我的胸口衣服，差点打我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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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他们为什么要来打你？你为什么会和他们发生冲突？

答：我年纪大了，记不起来了。

问：你女儿下楼后说过什么？

答：我没有注意，我看见我女儿倒在衣服堆里，边上的高西省人烫工应该看

见了的。

问：你上次笔录上说的是否事实？

答：上次笔录上的是事实，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了。

问：那个女的倒在地上你有没有看见？

答：没有的。我后来听别人讲她自己倒地受伤的。

问：你和那个受伤的女的讲过什么？

答：我说过她几句，说她讨债来声音很响的，说了她几句。具体讲什么记不

起来了。

问：报警后，派出所来的时候，那个女的说腿断了，你当时在不在？

答：我记不起来了。

问：发生事情后，那个女的是否坐在厂里的红木椅子上？

答：没有的。

问：你当时有没有受伤？

答：没有的。他们两个男的围过来拉我胸口的衣服，至于为什么要针对我，

我忘记了。

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答：没有。

问：你以上说的是否属实？

答：事实的。

问：你认不认识字？

答：我只会写自己的名字。

问：我们现在向你宣读一下笔录，你核对一下笔录，如记录有差误或者遗漏，

可以更正或者补充？

答：好的，我听过了，是事实的。

问：我们告知你一下，那个女的（马凤仙）腿上的伤势构成了轻伤，你知道

吗？

答：现在我知道了。

核对人：王光荣 核对时间：2012年 5月 9日
侦查人员签名：潘永华 记录人员签名：袁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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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笔录

第 1次

询问时间 2011年 4月 19日 13时 12分至 2011年 4月 19日 14时 20分
询问地点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询问人姓名、单位 袁明晓、胡季伟，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记录员姓名袁明晓 记录员单位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被询问人马凤仙 性别女 出生日期 1979年 06月 06日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居民身份证 520222197906065526
工作单位个体开店

联系电话 19732178968
户籍所在地址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范岗镇团结村

现住地址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范岗镇团结村

问：我们是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的民警（出示证件），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依法对你询问，你应当如实回答我们的询问

并协助调查，不得提供虚假证言，不得伪造、隐匿、毁灭证据，否则将承担法律

责任，你明白了吗？

答：明白了。

问：你今天来派出所有什么事？

答：我被人打了，现在是来报案的。

问：你把当时的具体事情经过讲一下？

答：事情是这样的。2011年 4月 17日下午 16时左右，我和我丈夫姜新辉
以及我弟弟马腾飞，还有我们布行的员工钱萍四人来到石河镇龙眠路 105号华丰
制衣厂内结算布料货款。但是到了之后只有老板娘在，我们说明了来意，但对方

老板娘一直挑布的质量问题，就是不肯付货款，后来直接告诉我说让我自己跟老

板讲，我也没有多说什么，就在门口等老板。但是等了大概半个小时，都没有见

老板回来，所以我就又回到对方工厂内问老板娘，老板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当时

老板娘好像要打电话的样子，这时出来一个老头，他就很凶对我讲“你们在我们

这里吵什么吵”。我当时也没有理会他，正转身要走时，那老头就一把抓住我的

领圈，老板娘就推了我一把，我就摔倒在地，然后老板娘就上前踢我的腿，当时

我就大叫了一声，我弟弟和我老公一起就赶了进来，我们边报警，我老公和弟弟

把对方拉开后，你们派出所的人也到了，我就先被送到医院了。

问：抱你的人是谁？

答：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是华丰制衣厂的老板娘，别的就不太清楚了。

问：你们之前有无矛盾？

答：没有的。

问：对方为什么打你？

答：我也不是很清楚，大概是因为我们去要货款，对方说我们的布不好之类

的原因吧。

问：你当时有无还手？

答：没有。

问：你的伤势如何？

答：我的左小腿断了两根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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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的伤势是如何造成的？

答：当时是那个老板娘用脚踢的，她踢完后还抓住我的头发拖了一下，现在

我的头还有点疼。

问：你还有无其他要补充?
答：没有。

问：以上所述是否属实？

答：属实。

核对意见：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讲的一样。

核对人：马凤仙 核对时间：2011年 4月 19日
侦查人员签名：胡季伟 记录人员：袁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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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笔录

第 2次

询问时间 2011年 8月 12日 14时 23分至 2011年 08月 12日 15时 18分
询问地点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询问人姓名、单位袁明晓、胡季伟，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记录员姓名袁明晓 记录员单位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被询问人马凤仙 性别女 出生日期 1979年 06月 06日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居民身份证 520222197906065526
工作单位个体开店

联系电话 19732178968
户籍所在地址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范岗镇团结村

现住地址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范岗镇团结村

问：你来我们公安机关有什么事情吗？

答：因为 2011年 4月 17日下午 16时发生在石河镇胜利村华丰制衣厂的事
情。

问：我们是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的民警（出示证件），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依法对你询问，你应当如实回答我们的询问

并协助调查，不得提供虚假证言，不得伪造、隐匿、毁灭证据，否则将承担法律

责任，你明白了吗？

答：明白了。

问：你现在伤怎么样？

答：我的伤是在左脚受伤了，是骨折。

问：你把事情的经过讲一下？

答：事情起因是由于卖布引起的，原来我是开布行的，和石河镇胜利村华丰

制衣厂有业务上的往来。出事情之前，说好华丰制衣厂付给我们货款，但是在规

定时间没有付给我们，打电话给厂里说我们的布料质量有问题，我们就去厂里看

一下原因。2011年 4月 17日下午，我和我丈夫姜新辉、我弟弟马腾飞一起到华
丰制衣厂看一下原因。到了制衣厂之后，厂里老板的老婆（王翠芬）在厂里，我

们就问王翠芬是怎么回事情，王翠芬讲我们的布料的克重太重了，质量不对，后

来老板张国伟也来了，也是这么讲。当时我们也没有说什么，我们就到自己的店

里去拿克重计，并把我店里管布料的员工钱萍叫到车上，一起又回到华丰制衣厂。

到厂里之后，拿我们布料称了一下，应该是符合条件的。但是王翠芬讲，这个事

情要同他丈夫张国伟讲的，我们就在店里等。等了有 20分钟左右，她丈夫还是
没有回来，我就又去找王翠芬，问她丈夫什么时候回来，问好之后我打算从厂里

回家去。这时，边上一个老头说“你在我厂里喂喂喊什么”，我想他是厂里的员

工，就没有理他，就转身想走了，谁知道他从后面一把抓住我的衣领，使劲一拉，

把我拉到在地上，厂里的王翠芬就出来在我腿上、身上踢了几脚。当时，厂里就

我一个人，我弟弟马腾飞在门口打电话，我丈夫姜新辉在门口车上打电话。看见

我倒在地上，就过来拉我。那个老板娘王翠芬还要来打我，拉我的老头子还要拿

旁边的椅子来砸我，被我弟弟拦住了，我弟弟的脖子上被那个王翠芬用手抓出血

了。我当时站不起来了，我想应该是腿断了。后来，我们报警后，派出所的人来

了，我就到医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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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腿上的伤怎么样？

答：到了医院之后，医生说是左胫腓骨骨折，在高河区中医院住院的，到现

在腿上还有钢板。到现在医药费花了有 1.8万元左右。
问：你的腿为什么会断？

答：出院之后，法医鉴定时说腿骨是环形骨折，是扭断的，就是那个老头子

拉我时断的。我想我的腿骨折断了两根，一根是扭断的，另一根是老板娘踢断的。

问：拉你的老头子是谁？

答：开始我不知道，后来才知道那个老头子是王翠芬的父亲王光荣。

问：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

答：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对方也没有联系过我们，没有来看过我们，而且有

1万左右的货款没有付给我们，我要求派出所处理。
问：当时厂里有谁看见？

答：除了我们来的四个人，还有王翠芬父女，厂里还有三个人在干活，当时

在布堆的后面，不知道有没有看见。

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答：没有了。就是当时我戴了一根带钻石的彩金项链，价值 13000元左右，
是那个老头子拉我的时候拉断的，后来在他们厂里找不到了。

核对意见：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讲的一样。

核对人：马凤仙 核对时间：2011年 8月 12日
侦查人员签名：胡季伟 记录人员签名：袁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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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笔录

第 3次

询问时间 2011年 8月 19日 9时 22分至 2011年 08月 19日 10时 13分
询问地点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询问人姓名、单位袁明晓、胡季伟，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记录员姓名袁明晓 记录员单位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被询问人马凤仙 性别女 出生日期 1979年 06月 06日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居民身份证 520222197906065526
工作单位个体开店

联系电话 19732178968
户籍所在地址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范岗镇团结村

现住地址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范岗镇团结村

问：你来我们公安机关有什么事情吗？

答：因为 2011年 4月 17日下午的事情。
问：你以前讲的是否属实？

答：是属实。

问：你的伤势经法医鉴定，已构成轻伤，你对伤势鉴定有无异议？

答：没有。

问：你把当时你受伤过程再仔细讲一下？

答：当时我和我老公、弟弟，还有员工钱萍一起到石河镇胜利村华丰制衣厂

算账。由于厂里老板不在，只有老板娘王翠芬在，她说要等她老公来。我们等了

20分钟左右，我进去问老板娘她老公什么时间来。我进去的时候，我老公在门
外的车里打电话，我弟弟在厂门口门边，钱萍在哪个位置我不清楚。我进去的时

候走到楼梯边上立柱那里，没有看见老板娘，我就问“人呢？”这时，站在我边

上的一个 70多岁的老头子，手里拿着扫帚，说“在我们厂里喂喂喊什么”，我以
为是厂里的员工，看了一眼没有理他，我转身打算走到外面去，老头子一边说“你

给我死出去”，一边用手抓我的衣领，以及颈上的一根项链，使劲一拉，我不注

意，倒在了地上，老头还抓着我的衣领。这时老板娘不知从哪里过来，手抓住我

头发，用脚来踢我的腿，我“呀”的喊了一声，这时，我弟弟听见声音来拉老板

娘，我老公就过来拉那个老头子，对我讲“你站起来”，我的腿变形了，说“我

腿断了”。我老公就来抱我，那个老头子就拿起板凳来砸我。我老公用手拦住了，

见他年纪这么大了，就没有理他。这时，我弟弟马腾飞和老板娘扭在一起，老板

娘还要过来打我。后来，我们就报警了。

问：发生冲突时，老板有没有在？

答：当时不在。

问：和一起来的人当时有没有看见？

答：应该看见的。

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答：没有了。

核对意见：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讲的一样。

核对人：马凤仙 核对时间：2011年 8月 19日
侦查人员签名：胡季伟 记录人员：袁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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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笔录

第 4次

询问时间 2011年 12月 9日 13时 39分至 2011年 9月 19日 14时 40分
询问地点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询问人姓名、单位袁明晓、胡季伟，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记录员姓名袁明晓 记录员单位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被询问人马凤仙 性别女 出生日期 1979年 06月 06日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居民身份证 520222197906065526
工作单位个体开店

联系电话 19732178968
户籍所在地址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范岗镇团结村

现住地址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范岗镇团结村

问：你来我们公安机关有什么事情吗？

答：因为 2011年 4月 17日下午的事情。
问：你以前讲的是否属实？

答：是属实。

问：你再仔细讲一下当时你腿受伤的过程？

答：关于事情的起因我以前都讲过了，我讲一下我受伤的过程。那天 2011
年 4月 17日下午 16时多一点，我第二次和我弟弟马腾飞、姜新辉、钱萍到石河
镇胜利村华丰制衣厂，当时由于老板不在，老板娘讲一定要等老板回来再讲。我

们就在门口的车里等，车就停在厂的门口，车头是朝东的，华丰制衣厂是开在路

边的，朝南的三间，中间一间开的大门，门口是大概 2米左右的人行道，车子就
停在人行道的南边。我是坐在车子副驾驶位置，姜新辉坐在驾驶室里。我弟弟和

业务员坐在后排。我们在车里坐了有十几分钟，当时姜新辉打电话说有事情要办，

我就下车想去问一下老板什么时候回来。我一下车，我弟弟和钱萍也下车了。我

走到了大门进去，走到进门第一根柱子边上，我看见一个老头子在我面前扫地，

我没有看见老板娘，我就喊“人呢，人呢？”。我喊了几声，没有人理睬我，那

个扫地的老头子看了我一眼，我以为他是干活的，我说“人也没有的”，我就打

算转身回到门口去，谁知道那个老头子讲“你在我厂里喂喂喊什么”，一边说一

边用手拉住我的衣领一拉，我当时没有注意，失去重心坐倒在地上，我“呀”的

喊了一声，我是朝后坐倒在地上，脚在南面，身子在后面，脸朝大门的，老板娘

站在我的东边同时拉住了我的头发，同时用脚来踩我的小腿，当时我的左腿在老

板娘边上，给她用力踩了好几脚。这时，在门口的我弟弟看见进来，把老板娘推

到边上去了，那个老头子把我拉倒后，放开了我的衣领，拿起边上的椅子，要用

椅子来砸我，被刚进来的姜新辉拦住了。当时我老公叫我站起来，我站不起来，

才知道腿断了。当时我穿的是黑色的长筒丝袜，我的左小腿上都是鞋印，都是老

板娘踩的，当时我的小腿断了，肯定是她踩断的。后来，报警后，派出所的人来

了，我也到医院去了。

问：当时你们在什么位置？

答：当时我坐到地上，我的脸是朝南的，老板娘在我东边，老头子站在西边，

我倒在地上后，我弟弟现进来推老板娘，后面我老公进来拉那个老头子。

问：你进去时老板娘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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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当时我一进去一眼没有看见老板娘，以为她不在。后来，老头一拉我，

老板娘几乎同时拉我的头发，踩我的小腿，我后来想，她当时肯定是在边上，弯

腰在干什么，我一下子没有注意。

问：当时现场一共有几个人？

答：现场有老头、老板娘、我们四个人，当时厂里楼下有员工在靠墙的地方

干活，没有注意到。现场的经过我弟弟、姜新辉、钱萍应该看见的。

问：你伤现在怎么样？

答：我的左小腿两根骨头都断了。我后来到医院做了伤残鉴定，左小腿是十

级伤残，到现在医药费看了有 1.6万元。
问：你们双方有没有调解过？

答：对方没有诚意，调解不下来。

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答：没有。

核对意见：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讲的一样。

核对人：马凤仙 核对时间：2011年 12月 9日
侦查人员签名：胡季伟 记录人员：袁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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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笔录

第 1次

询问时间 2011年 04月 18日 10时 45分至 2011年 04月 18日 11时 35分
询问地点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询问人姓名、单位 袁明晓、胡季伟，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记录员姓名 袁明晓 记录员单位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被询问人姓名 马腾飞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88年 03月 05日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文化程度 高中毕业 政治面貌 群众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520282198803055533
联系电话 19567822032
工作单位 长丰街道轻纺城韩风布行

户籍所在地址 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范岗镇团结村

现住地址 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范岗镇团结村

问：你今天来公安机关有什么事吗？

答：昨天在石河镇龙眠路 105号发生的打架事件，当时我在场，现在是来说
明情况的。

问：我们是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出示工作证件），

现依法向你询问有关问题，你应当如实回答我们的询问并协助调查，不得提供虚

假证言，不得伪造、隐匿、毁灭证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你有权就被询问事

项自行提供书面材料，有权拒绝回答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有权核对笔录，对笔录

记载有误或者遗漏之处提出更正或者补充意见。如果你回答的内容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公安机关将予以保密，如果你是被侵害人，你可以依法

提出回避申请。以上内容你是否已听清楚？

答：听清楚了。

问：你把事情的经过讲一下？

答：好的。2011年 4月 17日下午 16点多，我和我姐姐（马凤仙）、姐夫（姜
新辉）以及我布行的员工（钱萍）一起来到石河镇龙眠路 105号，因为对方欠我
们一笔布的货款，所以我们是去要货款的，但是到了地方后，对方的老板娘说我

们送来的布质量有问题，但是经过我们检测后没有发现问题，但是老板娘就说不

要和她说，让我们找老板谈好了。然后我们就在门口坐在车里等老板回来谈。大

概等了半小时左右的时间，老板还没有回来，所以我姐姐马凤仙就下车去问老板

娘老板什么时候回来，但是当时老板娘很凶地回答我姐姐说“你们走吧，钱我们

是不会付的”。当时我就打算出来了，没想到老板娘旁边的一个老头一把拉住我

姐姐的领圈，把我姐姐摔倒在地，那个老板娘乘机上前就脚踩我姐姐的小腿，我

和我姐夫上前阻止，但对方还是要打。我身上也被老板娘抓伤，最后一直等派出

所到了才停止。

问：打你的是谁？他的基本情况？

答：我只知道对方是华丰制衣厂的老板娘，那个老头具体是什么身份我就不

清楚了。

问：事发地点在哪里？

答：石河镇龙眠路 105号，华丰制衣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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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什么打你们？

答：之前我们没有矛盾的，因为对方这个向我们买的布一直不肯付钱，所以

我们是来要货款的。

问：当时在场的还有谁？

答：我方只有我和姐姐夫妻俩以及员工钱萍，对方只有老板娘和那个老头，

旁边围观的人也有，具体是谁我就不太清楚了。

问：你什么部位被打？

答：我的脖子被对方抓伤，问题不是很大。

问：你姐姐的伤势如何？

答：我姐小腿断了，昨天刚刚做完手术，现在高河区中医院住院。

问：有无还手打对方？

答：没有。

问：你以上所说的是否属实？

答：属实。

核对意见：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讲的一样。

核对人：马腾飞 核对时间：2011年 4月 18日
侦查人员签名：袁明晓 记录人员签名：胡季伟



2017年6月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 43 -

询问笔录

第 2次

询问时间 2011年 08月 19日 9时 33分至 2011年 08月 19日 10时 25分
询问地点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询问人姓名、单位 徐志伟、潘永华，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记录员姓名 徐志伟 记录员单位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被询问人姓名 马腾飞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88年 03月 05日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文化程度 高中毕业 政治面貌 群众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520282198803055533
联系电话 19567822032
工作单位 长丰街道轻纺城韩风布行

户籍所在地址 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范岗镇团结村

现住地址 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范岗镇团结村

问：我们是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出示工作证件），

现依法向你询问有关问题，你应当如实回答我们的询问并协助调查，不得提供虚

假证言，不得伪造、隐匿、毁灭证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你有权就被询问事

项自行提供书面材料，有权拒绝回答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有权核对笔录，对笔录

记载有误或者遗漏之处提出更正或者补充意见。如果你回答的内容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公安机关将予以保密，如果你是被侵害人，你可以依法

提出回避申请。以上内容你是否已听清楚？

答：听清楚了。

问：2011年 4月 17日下午 16时左右，在石河镇龙眠路 105号华丰制衣厂
发生的打架事件，你是否在场？

答：我当时在场的。

问：你把你当时看到的具体事情经过讲一下？

答：好的。2011年 4月 17日下午 16时左右，我和我姐姐马凤仙、姐夫姜
新辉、我布行员工钱萍一起来到石河镇龙眠路 105号华丰制衣厂内收一笔货款。
我们到了华丰制衣厂后只有老板娘在，当时对方以布的质量问题不肯付货款，

但是经过我们检测后，对方提出的质量问题是在规范的范围内，当时老板娘就说

不要和她说，让我们找老板谈好了。然后我们就在门口坐在车里等老板回来谈。

大概等了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我姐姐就想去问问老板娘，老板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当时我就跟在我姐姐后面，我们问了老板娘，她凶巴巴地说“钱我们是不会付的，

你们走好了”。我就跟我姐姐说：“那好的嘛，我们走吧”。然后我就转身走了，

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就听到我姐姐尖叫了一声，当时我转身看到我姐姐已经

倒在地上了。有一个老头用一只手拉着我姐姐的衣服领圈，另一只手好像按着我

姐姐。老板娘好像在踢我姐姐，她的脚刚刚从我姐姐的小腿上离开，但是有没有

踢我没有看到，然后她就拉住我姐姐的衣服往自己的身后拉。我看到后马上上前

把老板娘推开了，然后我就把姐姐扶了起来坐在茶几上，当时我姐姐的左脚小腿

已经很肿了。这是我姐夫也赶了进来，那个当时按着我姐姐的老头可能觉得我姐

夫是来打架的还是什么，就上前去拉我姐夫，还说：“你们打我吧，你们打死我

好了，我反正年纪大了。”老板娘也一直来拉我们，然后我们就报了警，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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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到了后，我们就送我姐姐去医院了。

问：当时按着你姐姐的老头是谁？

答：应该是老板娘的父亲，因为当时老板娘一直在说我们打他爸爸什么的。

问：你还有无其他情况要反映？

答：没有。

问：你以上所说的是否属实？

答：属实。

核对意见：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讲的一样。

核对人：马腾飞 核对时间：2011年 8月 19日
侦查人员签名：潘永华 记录人员签名：徐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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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笔录

第 3次

询问时间 2011年 10月 27日 14时 10分至 2011年 10月 27日 15时 46分
询问地点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询问人姓名、单位 袁明晓、胡季伟，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记录员姓名 袁明晓 记录员单位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被询问人姓名 马腾飞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88年 03月 05日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文化程度 高中毕业 政治面貌 群众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520282198803055533
联系电话 19567822032
工作单位 长丰街道轻纺城韩风布行

户籍所在地址 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范岗镇团结村

现住地址 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范岗镇团结村

问：以前讲的是否属实？

答：属实。

问：2011年 4月 17日下午，在石河镇龙眠路 105号华丰制衣厂发生的事情
你有没有看见？

答：看见的。

问：讲一下具体情况？

答：发生事情前的情况我已经讲过了，主要是我姐姐马凤仙腿断掉的事情。

2011年 4月 17日下午 16点多一点，我和我姐姐、姜新辉、钱萍到华丰制
衣厂讨要货款。第一次是我和我姐姐马凤仙、姜新辉三个人过去。当时老板、老

板娘都在，布放在三楼，我们到三楼去看的时候，布料已经打开裁剪过了。他们

讲布的质量不对，克重不对。第二次去的时候，我还带了克重计，和钱萍一起去

的。到的时候，楼下没有人，我们到三楼找到老板娘，当时看了一下布料，老板

娘说要等老板来了再讲。我们到一楼去了，打算在楼下等。我和我姐姐、姜新辉

先到门口车上等，钱萍先是等了一会再上车的。我们在车上等了 30分钟左右，
我姐姐讲去问一下，她就下车到门口去了，我和钱萍也马上下车到门口，我们的

车就停在他们的门口。他们的店面进去是三间房子，大门开在中间那间，我看见

当时老板娘在进门右手边一间小客厅里，一个老头在中间一间里面一点楼梯边上

整理衣服，大概离门口 7、8米的样子。我姐姐就进去问老板娘，她站在进门门
口 2米的距离，在中间的一根柱子边上，我姐姐在和老板娘讲话的时候，我站在
门口用手机发短信，我站在门口树边上，离门口 2米的距离。钱萍下车站在什么
位置不清楚了，我隐约听到老板娘讲“你们不用等了，钱是不会给你们的”。突

然，我听见我姐姐啊的一声，我连忙抬头一看，看见我姐姐已经倒在地上了，是

坐在地上，她是南北方向倒的，就在门口，她的脚在南边门口，半躺在地上，我

看见那个老头用手抓着我姐姐的衣领，我姐姐也用手拉着老头的衣服，老板娘在

进门右手边用手抓住我姐姐的头发，一边用脚踢我姐姐的腿，踢的是左腿，踢了

几脚不清楚了。我连忙冲了进去，把老板娘一把推开，老板娘来拉我的衣服，我

去拦她，我们就扭在一起。老板娘朝后退了，我们两个人就倒在楼梯口的衣服堆

上。等我爬起来，看见钱萍在搀我姐姐，姜新辉在拦住那个老头，那个老头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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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子砸我姐姐。后来，派出所的人来了，老板也来了，当时，我姐姐讲她的腿不

会动了，后来送到医院去讲腿断了。

问：你身上有没有伤？

答：我的头颈部被老板娘用手抓伤了，我的眼镜也被她打掉了。

问：当时发生事情的时候，厂里员工有没有过来帮忙的？

答：没有。他们厂做衣服在楼上，楼下没几个人，没有人来帮忙的。

问：你姐姐伤势怎么样？

答：她的腿骨头断了。

问：钱萍现在哪里？

答：她回家结婚去了，现在没有她的电话。

问：有什么补充的？

答：没有了。

核对意见：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讲的一样。

核对人：马腾飞 核对时间：2011年 10月 27日
侦查人员签名：胡季伟 记录人员签名：袁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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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笔录

第 4次

询问时间 2011年 10月 28日 15时 02分至 2011年 10月 28日 16时 07分
询问地点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询问人姓名、单位 袁明晓、胡季伟，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记录员姓名 袁明晓 记录员单位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被询问人姓名 马腾飞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88年 03月 05日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文化程度 高中毕业 政治面貌 群众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520282198803055533
联系电话 19567822032
工作单位 长丰街道轻纺城韩风布行

户籍所在地址 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范岗镇团结村

现住地址 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范岗镇团结村

问：以前讲的是否属实？

答：属实。

问：当时你们的汽车停在哪里？

答：车子就停在他们的厂门口，离大门 4米左右的距离，车头是朝东的，我
们在等老板时，我坐在汽车后排的北面，我姐姐下车时，我也马上下车了。钱萍

也马上下车的。我姐姐进门时，我就站在门口，当时只有老板娘和那个老头在。

边上没有其他人了。我姐姐和老板娘讲话时，我就在门口用手机发短信，钱萍也

站在门口，姜新辉当时在打电话。

问：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了？

答：我姐姐进门去问时，我和钱萍就在门口，我看见当时老板娘在进门右侧

的小客厅里，一个老头在中间一间里面一点楼梯边上整理衣服。我姐姐就进去问

老板娘，她站在进门门口 2米的距离，在中间的一根柱子边上，我姐姐在同老板
娘讲话的时候，我站在门口用手机发短信，我站在门口树边上，离门口 2米的距
离。我隐约听见老板娘讲：“你们不用等了，钱是不会给你们的”。那个老头讲了

一句“你到我家里来干什么，给我死出去”。我就听见我姐姐啊的一声，我抬头

一看，我姐姐半躺在地上，她是南北方向倒的，就在门口，她的脚在南边门口，

半躺在地上。看见我姐姐已经倒在地上了，是坐在地上，我看见那个老头子站在

我姐姐的左边用手抓着我姐姐的衣领，我姐姐拉着那个老头的衣服，老板娘在进

门东边也就是我姐姐右边，一边用手抓住我姐姐的头发，一边用脚踢我姐姐的腿，

踢的是左腿，踢了几脚不清楚。我连忙冲了进去，把老板娘一把推开，老板娘来

拉我的衣服，我也去拉她，我们就扭在一起，老板娘朝后退了，我们两人就倒在

楼梯口的衣服堆上，等我爬起来，看见钱萍在搀扶我姐姐，姜新辉在拦住那个老

头子，那个老头子想用椅子砸我姐姐，等到我姐姐后来去医院，没有人碰到我姐

姐的左脚。

问：老板娘是踢你姐姐哪个脚？

答：我看见老板娘用脚踢我姐姐的左脚，老板娘是站在我姐姐的东边，踢的

是我姐姐的左脚，踢的样子是从上往下踩的样子。当时我姐姐穿的是黑色的长筒

丝袜，后来左小腿上都是白色的鞋印子，应该踢了好几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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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姐姐倒地的地方有没有台阶等可能引起伤害的物品？

答：我姐姐倒地的地方在进门的中间一间，是个过道，是平地，没有什么东

西，是空的，就是西边堆有一堆衣服，没有可能引起伤害的物品。

问：和你姐姐吵架的有谁？

答：我姐姐进去时就只有老板娘和那个老头，我没有看见其他人。

问：你姐姐为什么会发出啊的一声？

答：当时我站在门口树边用手机发短信，我姐姐发出啊的一声，我抬头一看，

就看见我姐姐倒在地上，还和那个老头拉扯在一起，那个老头站在我姐的西边，

因为那个老头拉着我姐姐的衣领，我姐姐拉着那个老头的衣服，肯定是那个老头

拉倒我姐姐后，我姐姐倒地时发出的啊的一声。

问：你姐姐的伤势是怎么造成的？

答：是老板娘踢断的。

问：当时现场还有谁？

答：没有其他人了，就我们四个人和老板娘、老头。

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答：没有了。

核对意见：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讲的一样。

核对人：马腾飞 核对时间：2011年 10月 28日
侦查人员签名：胡季伟 记录人员签名：袁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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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笔录

第 1次

询问时间 2011年 04月 17日 18时 55分至 2011年 04月 17日 19时 38分
询问地点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询问人姓名、单位 徐志伟、高远，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记录员姓名 徐志伟 记录员单位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被询问人姓名 姜新辉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63年 08月 27日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文化程度 高中 政治面貌 群众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520222196308271177
联系电话 19858290988
工作单位 无

户籍所在地址 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

现住地址 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长丰路街道新城新村 1号 202室
问：你今天来公安机关有什么事吗？

答：我老婆被人打了，我是来报案的。

问：我们是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出示工作证件），

现依法向你询问有关问题，你应当如实回答我们的询问并协助调查，不得提供虚

假证言，不得伪造、隐匿、毁灭证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你有权就被询问事

项自行提供书面材料，有权拒绝回答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有权核对笔录，对笔录

记载有误或者遗漏之处提出更正或者补充意见。如果你回答的内容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公安机关将予以保密，如果你是被侵害人，你可以依法

提出回避申请。以上内容你是否已听清楚？

答：听明白了。

问：你把事情的经过讲一下？

答：2011年 4月 17日下午 3时 30分，我和我老婆马凤仙还有小舅子马腾
飞一起到石河镇龙眠路 105号的制衣厂收货款，到了那里之后因为以前的一些布
料质量的原因，我老婆和对方的老板娘争论了起来，我觉得和老板娘说不清楚，

就拉着我老婆和小舅子一起到自己的车里坐着，等对方的老板过来再好好谈一下。

大概过了 10分钟左右，我老婆马凤仙就想去问问老板娘老板什么时候过来，就
和我的小舅子马腾飞一起又进了对方的制衣厂里。过了一会儿，我从车窗里看见

有一个老头双手拉着我老婆的衣服把他推到在了地上，老板娘用脚在踢我老婆。

我就马上从车里出来去看是怎么回事，走到他们身边的时候，老板娘正拉着我老

婆的头发，那个老头又上来拉住我老婆的衣服，我就上前把老头推开了，然后把

我老婆扶到旁边的椅子上坐好，那个老头又从旁边拿了一把凳子往我老婆身上砸，

但是被我拦下来，后来我老婆跟我说她站不起来，脚很痛，接着我老婆就报警了。

问：打你老婆的是谁？他的基本情况？

答：我看见的是一个老头把我老婆推倒在地的，我想应该是老板的父亲，年

龄大概 70多岁，短发，中等身材，穿暗色的衣服。我老婆被推倒在地上的时候，
是老板娘踩我老婆的，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她是这个制衣厂的老板娘，年

龄在 40岁至 50岁之间，人很胖很高，穿黑色衣服，长发。
问：案发地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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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石河镇龙眠路 105号的制衣厂里。
问：她为什么打你老婆？你们有什么矛盾吗？

答：我也不清楚，对方欠我们 10000多元人民币货款，今天我们是去收货款
的，具体怎么打起来的我也不清楚。

问：当时在场的有谁？

答：我自己、还有我的小舅子马腾飞、我老婆马凤仙，还有一个在我们布行

的小姑娘，对方老板娘，一个老头。

问：你老婆什么部位被打？她的伤势如何？

答：我老婆被一个老头扯住肩膀推倒在地上，被老板娘用脚踩在小腿处，头

发被扯住。现在医院的检查报告说我老婆左胫腓骨骨折，明天要动手术。

问：你老婆有无还手打他？

答：没有。

问：你还有无其他情况要反映？

答：我老婆脖子上挂着的一根项链带圆形挂坠不见了，可能是当时那个老头

扯我老婆肩膀处的时候被扯掉的，挂坠是我和我老婆 2010年 8月份在香港以 7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买的，发票还在。项链是 2010年 6月份的时候在韩国以 3000
多元人民币的价格购买的，发票可能也还在。

问：你以上所说是否属实？

答：属实。

核对意见：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讲的一样。

核对人：姜新辉 核对时间：2011年 4月 17日
侦查人员签名：高远 记录人员签名：徐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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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笔录

第 2次

询问时间 2011年 8月 19日 10时 17分至 2011年 8月 19日 10时 47分
询问地点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询问人姓名、单位 胡季伟、袁明晓，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记录员姓名 袁明晓 记录员单位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被询问人姓名 姜新辉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63年 08月 27日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文化程度 高中 政治面貌 群众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520222196308271177
联系电话 19858290988
工作单位 无

户籍所在地址 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

现住地址 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长丰路街道新城新村 1号 202室
问：你来我们公安机关有什么事情？

答：因为 2011年 4月 17日的事情。
问：你把详细的经过讲一下。

答：2011年 4月 17日下午，我和我老婆马凤仙、她弟弟马腾飞，还有店里
的员工钱萍到华丰制衣厂去算账。账算不下来，后来，老板娘讲要老板过来再算。

下午 16时左右，我和马凤仙坐在门口的车里，马腾飞在厂门口，钱萍站在厂门
口里面，等了 20分钟左右，我讲“要不去问下老板来没有来，我还有事情，如
果还不来，我们先走了。”我在车里打电话，马凤仙就下车去厂里问情况，我的

车正好停在她厂门口，能看见里面的情况。在车里我突然听到我老婆啊的一声。

我就下车到厂里，看见我老婆倒在地上，老板娘用手抓住我老婆的头发，用脚在

踢我老婆的腿。边上一个老头子在骂人，我进去后，老头子就去拿边上的凳子，

要用凳子砸我老婆，我拦住了那个老头子，把凳子夺了下来，马腾飞还在和老板

娘拉扯。我让马凤仙起来，她说腿断了。后来，我和钱萍把她扶了起来，看见腿

断了就没有吵了。后来，就报警了。

问：当时你老婆为什么倒在地上？

答：开始没有看见。后来马凤仙讲是老头子故意拉倒的，所以，上次谈话时

讲是老头子拉倒的，钱萍是看见的。

问：当时厂里还有谁看见？

答：好像厂里还有几个员工。

问：你老婆伤势怎么样？

答：已经构成了轻伤。我们打算去做伤残鉴定，到现在医药费花了有 1.8万
元。

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答：没有了。

核对意见：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讲的一样。

核对人：姜新辉 核对时间：2011年 8月 19日
侦查人员签名：胡季伟 记录人员签名：袁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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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笔录

第 3次

询问时间 2011年 10月 28日 13时 33分至 2011年 10月 28日 14时 58分
询问地点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询问人姓名、单位 胡季伟、袁明晓，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记录员姓名 袁明晓 记录员单位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被询问人姓名 姜新辉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63年 08月 27日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文化程度 高中 政治面貌 群众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520222196308271177
联系电话 19858290988
工作单位 无

户籍所在地址 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

现住地址 两江省桐池市高河区长丰路街道新城新村 1号 202室
问：以前讲的是否属实？

答：属实。

问：当时你们车子停在哪边？

答：华丰制衣厂在高河区石河镇胜利村一条马路边上，是朝南的三间店面房，

大门是开在中间一间的，我的车子就停在中间一间的大门口前边 4米左右的地方。
我的车头朝东，驾驶室的门打开就是制衣厂的大门。

问：仔细讲一下你们 2011年 4月 17日第二次去厂里的情形。
答：好的。我们四个人是 2011年 4月 17日 16时许到 17时左右第二次到厂

里。当时碰到老板娘。她说事情要和她丈夫讲的。她给她丈夫打了个电话，当时

是在进门东边一间前半间的屋里，东边一间的后半间是楼梯，中间一间是空的，

西边一间是烫衣服的，房间里堆着许多的衣服。讲完后，我们就出来了，都坐在

车上。当时我坐在驾驶室里，车头是朝东的，副驾驶室是马凤仙，马腾飞和钱萍

坐在后排。过了大概 30分钟左右，老板一直没有来，正好我有人打电话来说事
情。我对马凤仙讲“你去看一下，老板什么时候来，如果不来，我们先走了，我

有事情”。马凤仙就一个人先进去了，后排的马腾飞和钱萍也下车了。我在车上

打电话，车窗是摇下来的。马凤仙进去后，马腾飞在门口玩手机，钱萍也站在门

口。我看见马凤仙进门喊“人呢，人呢”。大概过了 2、3分钟的时间，我听见马
凤仙啊的一声，我连忙下车走到门口，看见马凤仙半躺在地上，就在进门的中间

一间，距离门口 2、3米，马凤仙的脚是在南边，老板娘在用脚踢马凤仙，老板
娘站在马凤仙的右边，也就是房间的东边，等我进去，老板娘用手拉马凤仙的头

发，和马腾飞扭在一起，我看见一个老头站在马凤仙左边，也就是房间的西边，

手里拿着一把椅子，想要朝马凤仙砸下去，我连忙去拉住老头，把椅子夺了下来。

我喝了几声，后来都没有动手了。马凤仙还躺在中间一间的衣服堆边上。后来钱

萍去扶马凤仙，马凤仙说腿断了，我才发现马凤仙的左腿已经明显断了。

问：当时有没有人手上拿工具？

答：没有的。

问：马凤仙倒地后有没有再去打马凤仙？

答：我就看见老板娘用脚踢马凤仙，后来没有人去碰过马凤仙的左腿。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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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马凤仙穿的是黑色的长筒丝袜，她的左腿上踢过的痕迹非常明显，都是白色

的脚印。

问：老板娘是踢马凤仙的哪个脚？

答：我就看见老板娘用脚马凤仙的左脚，因为马凤仙是南北向躺在地上的，

左脚在东边，老板娘用哪个脚踢马凤仙的当时也没有看那么仔细，就知道老板娘

是用脚在踢马凤仙。

问：马凤仙倒地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台阶、小凳等可能引起伤害的物品？

答：没有的。中间一间是过道，是空的，只有西边堆有一堆衣服，地面也是

平的。

问：当时一共有几个人？

答：我进去时就看见老板娘和她父亲在马凤仙边上，边上烫衣服的人还在西

边一间靠墙的地方，还很远的。后来只有我们进去的我和马腾飞、钱萍。

问：马凤仙的脚你们进去后有没有碰过？

答：没有的。肯定是踢断的。因为她脚上都是脚印，不可能只踢了一脚。

问：当时你听见马凤仙的叫声时，你看到里面有几个人？位置怎样？

答：我听见叫声朝里面看的时候，就看见马凤仙倒在地上，东边站着老板娘，

西边是那个老头，没有其他人了。

问：马凤仙当时为什么会有啊的叫声？

答：应该是马凤仙倒在地上了，马上老板娘用脚踢她了。

问：马凤仙为什么会倒在地上？

答：开始我没有看见，后来是马凤仙讲那个老头拉倒她的。

问：马凤仙的伤势是怎么造成的？

答：是老板娘踢断的。

问：有什么补充？

答：没有了。

核对意见：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讲的一样。

核对人：姜新辉 核对时间：2011年 10月 28日
侦查人员签名：胡季伟 记录人员签名：袁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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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笔录

第 1次

询问时间 2011年 04月 18日 9时 57分至 2011年 04月 18日 10时 39分
询问地点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询问人姓名、单位 徐志伟、袁明晓，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记录员姓名 徐志伟 记录员单位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被询问人姓名 钱萍 性别 女 出生日期 1986年 03月 18日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文化程度 初中毕业 政治面貌 群众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210523198603181867
联系电话 19824586122
工作单位 无

户籍所在地址 两广省成田县竹海镇

现住地址 两广省成田县竹海镇

问：你今天来公安机关有什么事吗？

答：我是为 2011年 4月 17日下午在石河镇龙眠路 105号的制衣厂打架的事
情说明情况的。

问：我们是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出示工作证件），

现依法向你询问有关问题，你应当如实回答我们的询问并协助调查，不得提供虚

假证言，不得伪造、隐匿、毁灭证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你有权就被询问事

项自行提供书面材料，有权拒绝回答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有权核对笔录，对笔录

记载有误或者遗漏之处提出更正或者补充意见。如果你回答的内容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公安机关将予以保密，如果你是被侵害人，你可以依法

提出回避申请。以上内容你是否已听清楚？

答：听明白了。

问：你把事情的经过讲一下？

答：2011年 4月 17日下午 16时左右，我跟我老板，老板的姐姐（马凤仙），
姐夫一起去石河镇龙眠路 105号的制衣厂去收货款跟谈以前做的一些布料的质
量。第一次我跟老板他们三个人进去制衣厂的办公室，我老板他们三个人跟老板

娘在谈，至于他们在聊什么我听不懂，因为我并不是本地人。我看见对方老板娘

好像很生气，我们这老板好像在跟对方老板娘解释什么，过了一会儿，我跟老板

他们三个就出来，在马凤仙的车上坐着，等对方老板回来。过了 10分钟左右，
马凤仙就下车想去对方店里等老板，过了一会儿，对方厂里很吵了。我看见一个

老头先打了马凤仙一巴掌，把马凤仙的衣服撕破了，还把马凤仙推倒在地。对方

老板娘就冲到老头旁边，还用脚踩在马凤仙身上。这时我老板也看见对方在打他

姐姐，就冲上去劝架，想把她扶起来。老板的姐夫也冲进去了，老头、老板娘、

我老板、老板的姐姐四个人就在一起，我就过去把马凤仙扶起来。等我把马凤仙

扶到办公室后，就看见他们四个已经停手了。过了会儿，你们派出所的人来了。

问：打马凤仙的是谁？他的基本情况？

答：我看见是一个老头打了马凤仙一巴掌，拉破了她的衣服，还把她推到在

地上。老头我不认识，大概六七十岁，短发，中等身材，穿暗色衣服。马凤仙摔

倒在地后，被对方老板娘用脚踩了几下，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制衣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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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娘，大概四五十岁，人很胖的，穿黑色衣服，短发。

问：地点在哪里？

答：石河镇龙眠路 105号制衣厂里。
问：知不知道对方为什么打马凤仙？他们有什么矛盾吗？

答：不知道。

问：你和马凤仙是什么关系？

答：马凤仙是我老板的姐姐。

问：当时除了你看见他们在打架，还有谁看见？

答：他们打架的时候对方在上班的员工也都在的，也看见的。

问：你还有无其他情况要反映？

答：没有。

问：你以上所说是否属实？

答：属实。

核对意见：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讲的一样。

核对人：钱萍 核对时间：2011年 4月 18日
侦查人员签名：袁明晓 记录人员签名：徐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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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笔录

第 2次

询问时间 2011年 8月 19日 12时 16分至 2011年 8月 19日 12时 45分
询问地点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询问人姓名、单位潘永华、袁明晓，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记录员姓名 袁明晓 记录员单位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被询问人姓名 钱萍 性别 女 出生日期 1986年 03月 18日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文化程度 初中毕业 政治面貌 群众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210523198603181867
联系电话 19824586122
工作单位 无

户籍所在地址 两广省成田县竹海镇

现住地址 两广省成田县竹海镇

问：你今天来公安机关有什么事吗？

答：因为 2011年 4月 17日下午在石河镇龙眠路 105号华丰制衣厂内打架的
事情。

问：我们是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出示工作证件），

现依法向你询问有关问题，你应当如实回答我们的询问并协助调查，不得提供虚

假证言，不得伪造、隐匿、毁灭证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你有权就被询问事

项自行提供书面材料，有权拒绝回答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有权核对笔录，对笔录

记载有误或者遗漏之处提出更正或者补充意见。如果你回答的内容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公安机关将予以保密，如果你是被侵害人，你可以依法

提出回避申请。以上内容你是否已听清楚？

答：听清楚了。

问：你把事情经过讲下。

答：好的。2011年 4月 17日下午 16时左右，我和我老板马腾飞、老板的
姐姐马凤仙和姐夫姜新辉一起来到石河镇龙眠路 105号华丰制衣厂收布料的货
款。到了后，我们四人找到了对方制衣厂的老板娘，我老板三人一直在和对方老

板娘谈，具体内容我听不懂，应该是货款的事情。但是谈的好像不好，对方老板

娘的态度很凶。后来我和老板三人就回到了制衣厂的门口，坐在车上等对方老板

回来。大概等了 10多分钟，马凤仙想去问问老板什么时候回来，就又进制衣厂
里去了。我就和老板马腾飞站在制衣厂门口，这时候我听到厂里面很吵，当时我

看见马凤仙和一个老头在争吵，老头好像气不过就打了马凤仙一巴掌，马凤仙当

时没有还手，就是和那个老头争吵。对方那个老头又上来拉着马凤仙的衣服领圈，

就把马凤仙拉倒在地，对方老板娘马上就上前在马凤仙的腿伤踩了几脚，后来马

腾飞就上前想拉开他们，但是对方的老板娘还拉着马凤仙的头发不让马凤仙起来。

后来姜新辉也赶了进来，和马腾飞一起把马凤仙扶了起来坐在茶几上。当时我看

见马凤仙的左小腿已经很肿了，可当时对方还是不依不饶地要上前来打我老板他

们，后来你们派出所的人就来了，我们就送马凤仙去医院了。

问：当时打架时对方老板在不在？

答：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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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们一起来的几个人是否都看见了？

答：应该都看见的。

问：有什么补充？

答：没有了。

核对意见：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讲的一样。

核对人：钱萍 核对时间：2011年 8月 19日
侦查人员签名：潘永华 记录人员签名：袁明晓



2017年6月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 58 -

询问笔录

第 1次

询问时间 2011年 04月 18日 15时 25分至 2011年 04月 18日 15时 51分
询问地点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询问人姓名、单位 胡季伟、袁明晓，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记录员姓名 袁明晓 记录员单位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被询问人姓名 韩文国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73年 06月 05日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文化程度 初中 政治面貌 群众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1568241973060536
联系电话 无

工作单位 石河镇华丰制衣厂

户籍所在地址 高西省罗山县来福乡高岭村

现住地址 高西省罗山县来福乡高岭村

问：2011年 4月 17日的纠纷有没有看见？
答：我看见的。

问：讲一下当时情况？

答：昨天下午 16时多一点，我当时在石河镇龙眠路 105号的华丰制衣厂一
楼干活，我们干活的一共是三个人。一开始，我在干活，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来了四个人，两个男的和两个女的，他们和老板娘和她父亲在一楼讲什么，我不

清楚为什么事情。我突然听见好像声音大了，我就转过去看，看见一个男的和一

个女的和老板娘的父亲扭在一起，一下子那个女的倒在了地上，好像腿受伤了。

老板娘要去帮忙，被那个男的推了一下，也倒在地上了。后来，他们还要打，我

就去解劝，后来就分开了。

问：那个女的脚是怎么伤的？

答：是三个人扭在一起时倒在地上的，我听见那个女的讲：“我的脚，我的

脚，受伤了，快打 110。”
问：老板娘有没有去踩那个倒在地上的人的脚？

答：没有，我没有看见老板娘去踢她的脚。当时老板娘站在她的边上。

问：后来有没有人讲腿是怎么伤的？

答：是扭伤的，我听见那个女的讲：“我的脚扭伤了。”

问：其他人有没有受伤？

答：没有。

问：一楼的其他人有没有看见？

答：我是去解劝的，其他两个人还在边上干活。

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答：没有。

问：你以上讲的是否属实？

答：相符。

核对意见：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讲的一样。

核对人：韩文国 核对时间：2011年 4月 18日
侦查人员签名：胡季伟 记录人员签名：袁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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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笔录

第 2次

询问时间 2011年 8月 22日 22时 09分至 2011年 8月 22日 22时 30分
询问地点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询问人姓名、单位 潘永华、袁明晓，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记录员姓名 袁明晓 记录员单位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被询问人姓名 韩文国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73年 06月 05日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文化程度 初中 政治面貌 群众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1568241973060536
联系电话 无

工作单位 石河镇华丰制衣厂

户籍所在地址 高西省罗山县来福乡高岭村

现住地址 高西省罗山县来福乡高岭村

问：你今天来公安机关有什么事吗？

答：因为 2011年 4月 17日下午在石河镇龙眠路 105号华丰制衣厂内打架的
事情。

问：你把当时的详细经过讲一下？

答：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多月了，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应该和我已经讲的

是一样的，现在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问：那你以前所讲的是否属实？

答：属实。

问：如你存在包庇和隐瞒事实经过，我们将依法对你进行处理。

答：可以。

核对意见：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讲的一样。

核对人：韩文国 核对时间：2011年 8月 22日
侦查人员签名：潘永华 记录人员签名：袁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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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笔录

第 3次

询问时间 2011年 10月 27日 21时 57分至 2011年 10月 27日 22时 34分
询问地点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询问人姓名、单位 胡季伟、袁明晓，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记录员姓名 袁明晓 记录员单位 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

被询问人姓名 韩文国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73年 06月 05日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文化程度 初中 政治面貌 群众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 1568241973060536
联系电话 无

工作单位 石河镇华丰制衣厂

户籍所在地址 高西省罗山县来福乡高岭村

现住地址 高西省罗山县来福乡高岭村

问：我们是桐池市公安局高河分局石河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出示工作证件），

现依法向你询问有关问题，你应当如实回答我们的询问并协助调查，不得提供虚

假证言，不得伪造、隐匿、毁灭证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你明白吗？

答：我明白。

问：你原来在哪里上班？

答：原来是在石河镇胜利村华丰制衣厂上班。

问：2011年 4月 17日的事情你有没有看见？
答：我看见一部分。

问：讲一下详细经过？

答：那天我是在华丰制衣厂一楼烫衣服的，制衣厂一楼是路边的三间房子，

大门在中间一间，东面一间前面是一个小客厅，后面是楼梯，西面一间是干活的，

一楼堆了许多的衣服，我在西边一间干活的。开始，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只顾

自己干活。大概下午 17时左右，我偶尔回头看见一个女的和老板娘在大门口讲
话，也不知道在讲什么。那个老板娘的父亲坐在她们讲话的柱子西边的椅子上用

剪刀剪线头。我也不知道她们在讲什么东西，没有看见和那个女一起来的人。就

过了一两分钟的时间，我听见那个女的在喊“脚断了，脚断了”。我就走了过去。

我看见那个女的倒在地上，她倒在门口里面一点，老板娘的父亲站在她的边上，

我看见老板娘倒在楼梯口的衣服堆上，有一个男的站在老板娘的边上。我看见的

时候他们都没有动手了。有的东西也记不起来了，以前也讲过了。

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答：没有了。

核对意见：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讲的一样。

核对人：韩文国 核对时间：2011年 10月 27日
侦查人员签名：胡季伟 记录人员签名：袁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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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警经过

2011年 4月 17日下午 16时 15分，接到指挥中心指令称在高河

区石河镇龙眠路 105号有纠纷。我和民警田亚平立即出警，来到现场。

经询问，为石河镇华丰制衣厂因布料买卖引起纠纷。有一女子（马凤

仙）坐在屋内茶几上，左小腿已明显骨折，经当场调解，要求伤者至

医院救治后，到石河派出所来进行处理。

石河派出所民警：高远

田亚平

2011年 4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