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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影响神经组织

　　按照《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

值与检验》（GB19522-2010）规定：当驾驶员血

液中的酒精含量小于80mg/100ml的时候，属

于酒驾；驾驶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

于80mg/100ml的时候，属于醉驾。检测是否酒

后驾驶、醉后驾驶最准确的方法是即时检查驾

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其构成公安机关最

有效、最直接的处罚证据。

　　芜湖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开发区大队二中

队队长王第荣介绍说，酒精实质上是一种麻醉

剂，进入人体血液后会影响人的中枢神经活动

并延及到运动神经和末梢神经，使手足的活动

迟缓，其运动的及时性、准确性、协调性和可靠

性大大降低，驾驶人的体力、判断力和协调能

力也会相应下降。

　　资料显示，酒精从胃部进入血液，然后进

入身体各部分，在20至40分钟内到达脑部，酒

精会对大脑中控制判断能力的神经组织造成

影响，引起神经元的异常兴奋和抑制活动，让

它们变得“紊乱无序”“不听使唤”。

　　同时，酒精会减慢人的反射能力和反应速

度，降低观察能力和警觉性，在判断距离、速度

和其他车辆的运行情况时，都会感到困难，并

且也会感觉自己难以操纵车辆。

　　“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0.3%，就会导致视

力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人已经不具备驾驶能

力。如果酒精含量超过0.8%，驾驶员的视野就

会缩小，视像会不稳，色觉功能也会下降，导

致不能发现和领会交通信号、交通标志标线，

对处于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难以发现。”王第

荣说，醉酒后，心理变化包括对自己过高估

计，容易冲动，冒险攻击性变强；发生疲劳困

倦，大脑意识不清，因而无法正常驾驶等。

酒驾为何屡禁不止

　　既然酒驾如此危险，为什么还是屡禁不止

呢？芜湖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鸠江交警大队教导

员魏今天分析，首先与国人的“酒桌文化”有

关。亲朋好友相聚、单位组织活动开怀畅饮，有

的人也知道“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道

理，但禁不住别人劝。其次很多人心存侥幸，总

以为饮酒驾车不会被交警发现，还有的自以为

喝啤酒驾车不是酒驾，喝“药酒”不算醉驾。

　　家住芜湖市繁昌区的刘某，因单位给他多

发2000元奖金，从不喝酒的他中午喝了一瓶啤

酒。酒后，他驾驶摩托车去上班时，妻子劝他别

骑摩托车了，可他说喝啤酒不算酒驾，不料刚

上路就被交警查获。当交警问他中午喝了多少

酒时，他振振有词地说，自己喝的是啤酒，不算

酒驾。随即，交警对其进行酒精检测，结果达到

酒驾标准，被处以重罚。

　　“有的驾驶员对自己的驾驶技术和酒量

过于自信，自以为喝点酒开车没事。有的听信

网上流传，觉得对付测酒有办法，即酒前、酒

中、酒后各服一颗醒酒药，可以让酒精挥发得

很快，酒后半个小时就可以开车了。还有的让

司机车中常备矿泉水，当司机被交警拦下要

求酒精测试时，不要惊慌，尽量拖延时间，然

后赶紧大口喝水。如果被带到交警队，就要求

上厕所，不停地喝自来水，抠嗓子眼呕吐。”魏

今天说，事实证明，这些方法都没用，呼气检

测仍然会测出酒驾，并且随着时间推移，饮酒

后两小时内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会越来越高。

　　魏今天表示，目前，构成酒驾的行政处罚，

一般是行政拘留并处罚金。对醉驾者，吊销机

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

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算清酒驾醉驾“成本账”

　　为了避免一起起因酒驾引发的交通事故

悲剧，从源头预防酒驾行为是关键。长期从事

路面交通管理工作的芜湖市高速交警四大队

大队长潘帅建议：“交警在日常执法执勤中，要

加大对驾驶人的检查力度，一旦发现酒后驾驶

人，要按照有关规定从严处理，形成高压态势，

让每个驾驶人都不敢碰这条高压线。在严格按

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酒驾进行处罚基础上，各

地还可以结合实际，制定一些行之有效的地方

法规，对酒驾进行相应处罚。”

　　同时，要强化宣传不放松。交警部门开展

反酒驾宣传，必须要把酒的成分、对驾车的影

响及引发交通事故的全过程形成图文结合的

宣传资料，免费发送张贴，使群众深刻认识酒

驾的危害性，从而自觉做到驾车不饮酒。

　　特别是要开展“酒驾醉驾成本”宣传。如果

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将面临15日行政拘留、

5000元罚款、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

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如果醉酒驾驶营运机

动车，不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追究刑事责任，

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

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如果酒驾发生

重大交通事故，不仅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

车驾驶证，还将面临终生禁驾。

　　然而酒驾醉驾的后果远不止这些。刑法第

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

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

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

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

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而酒驾醉驾引

发重大交通事故的不是小数。

　　对于商业车险来说，只要交警认定保险车

辆是因驾驶员“酒后驾车”而出现的事故，保险

公司均可以不予理赔。对于交强险来说，《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明

确规定，驾驶人醉酒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

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以上说明，因为

自己的酒驾行为，会造成家庭也跟着受牵连，

甚至倾家荡产，得不偿失。

　　醉酒驾驶，尤其是造成事故致人伤亡的，触

犯了很多法律法规，当然也不再有资格入党、报

考国家公务员、当兵和考军校了。如果醉驾留下

刑事犯罪档案，还会影响子女参军入伍、考公务

员的政审环节。潘帅说，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

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

解除劳动合同。如果国家干部、公务员因醉驾判

刑，便极有可能被开除公职和党籍。若非公职人

员因醉驾判刑，而被用人单位开除，便无法得到

用人单位的经济补偿。

　　可见，酒驾醉驾“成本”很高。“为了自己

和路人的安全，为了自己家庭的幸福，作为驾

驶人要坚决向酒驾醉驾说不。”潘帅说。

酒驾醉驾“成本账”

一定要算清

□ 本报记者 蒋起东

　　前不久，一则“居民连开5年震楼器”的新闻冲上热搜，

上海市某小区业主因与楼上邻居存在矛盾，遂使用了震楼

器，而且一开就是5年。在吃瓜群众纷纷表示“这是什么仇什

么怨”的同时，“震楼器”也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

　　现如今，很多人会因为和邻居产生矛盾而使用震楼器

报复。然而，震楼器真的有助于邻里纠纷的解决吗？使用震

楼器又会带来怎样的风险？

邻里矛盾催生“震楼神器”

　　公开资料显示，震楼器实质上是一种振动马达，最初被广

泛应用于采煤、冶金等工业活动中，后被一些网络平台的售卖

者加工后当作“震楼器”进行贩卖。顾名思义，其主要作用就是

帮助住户震动楼板，从而达到传播噪音、干扰邻居生活的目的。

　　“效果很好”“穿透力很强”“楼上终于老实了”……微博、

贴吧、购物网站等网络平台上的一句句好评似乎彰显着震楼

器的“强悍实力”。从这些网络留言不难发现，震楼器的购买使

用者多为与邻居产生矛盾的住户，这其中又以噪音矛盾居多，

因不堪邻居噪音打扰，遂决定使用震楼器“以噪治噪”。

　　每一只震楼器的背后都藏着一次难以调和的邻里

纠纷。

　　“楼上家小孩每天晚上光着脚跑来跑去，沟通了无数次，关

上门该怎样还是怎样。如果不是被逼得没办法，谁会想要用这

种东西。”家住北京朝阳的刘浩（化名）深受楼上噪音困扰。

　　但是打开震楼器的一瞬间，他还是震惊了，“太响了，我

自己都有点受不了。”

　　使用震楼器通常会起到“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效果，

在邻居忍受强烈震动的同时，使用者也要忍受同样的震动。

震楼器的震动声甚至可以穿透目标房间，传播到不相干的

邻居家，造成无差别伤害。更有甚者，会让整栋居民楼的业

主都受到一定影响。

　　在“上海居民连开5年震楼器”事件中，就是因为楼上楼

下闹矛盾，楼下住户使用了震楼器，导致整栋楼的业主都受

到噪声的干扰。

从小纠纷演变成大伤害

　　“震楼器就是正式开战的信号，原本的小矛盾会被迅速引爆。一方祭出震

楼器，那么另一方也有可能会祭出其他‘杀招’。”刘浩直言，“一旦使用了震楼

器，那就意味着和邻居彻底撕破脸，要对抗到底了。”

　　事实上，想用震楼器让邻居“收敛”并不是一件易事。面对被震楼器“攻

击”，很多人选择了互相伤害。某论坛网友曾分享经历称，尽管百般解释，楼下

邻居还是认定了他家是噪音来源，并用震楼器对他家展开“攻势”，迫不得已，

他也只好用震楼器“还击”，之后两家彻底翻脸，从此只用震楼器进行交流。

　　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也曾披露过这样一则案例。林某与邓某系江西大余某

小区上下楼邻居，双方因噪音问题长期存在矛盾。某日晚11点，邓某嫌楼上吵

闹，便开启震楼器示警。林某听见后，持铁锤来到邓某家门口敲击墙壁。而邓某

则从厨房拿出菜刀到家门口与林某对峙并争吵。后林某父亲下楼参与争吵，突

然倒地不起，经送医抢救不治身亡，医院诊断为心源性猝死。

　　法院审理认为，无证据证明是震楼器产生的噪音诱发了林某父亲心脏病，

也无证据证明邓某特别针对林某父亲进行言语辱骂，邓某行为与林某父亲的

死亡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但邓某使用震楼器处理噪音纠纷的行为

确有过错，基于公平原则，法院判决邓某给予林某补偿款35000元。

　　噪音问题等一些原本看似微小的邻里纠纷，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调解，加

之震楼器对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作用，最终往往使邻里之间走到互相仇视、互相

伤害的地步，甚至最终付出惨痛的代价，这样的事件屡见不鲜。

售卖使用震楼器或涉嫌违法

　　在国内的一些电商平台搜索框中输入“震楼器”3个字，并不会得到任何想

要的结果。然而，只要变换一下搜索关键词，相关商品就会出现在结果页面中。

　　“App控制”“远程查看工作状态”“震动敲打音响”……在一款震楼器的介

绍页面中，商家“贴心”地将卖点一一展示出来。意料之中的是，商家提供不了

这款产品的生产厂家、生产批号、合格证等信息。

　　事实上，生产售卖震楼器本身可能就涉嫌违法。产品质量法明确规定，禁止生

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

　　而使用震楼器这一行为也是涉嫌违法。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八条

规定：“违反关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

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业内人士指出，使用震楼器产生噪声污染是一种侵权行为，“以噪治噪”并

不能成为使用震楼器的合法理由。面对邻里噪音问题，震楼器只会让矛盾进一

步激化，用法律手段解决才是正途。

　　自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民法典将私人生活安宁权正式纳入隐私法律保护

体系。所谓私人生活安宁权，就是自然人享有的维持安稳宁静的私生活状态，

并排除他人侵扰、侵害的权利。邻里噪声污染就是属于侵犯生活安宁权的行

为，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明确将安宁权纳入民法的保护，居民可以直接依

据生活安宁权来维权，要求法院判

决侵权方承担停止侵

害、排除妨害等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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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杨洁

　　男子离婚后得知养育了16年的儿子非自己亲生，要求前妻返还抚养费并赔偿精神损失。近日，重庆

市合川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抚养费纠纷案，认定女方粟某故意隐瞒实情，构成“欺诈性抚养”，判决被

告粟某返还抚养费并赔偿精神损失共10万余元。

　　1998年11月，倪某与粟某登记结婚。2002年2月，儿子小粟出生。2018年3月，倪某、粟某协议离婚。离婚

后，因为听到周围亲邻闲言碎语，倪某怀疑小粟并非自己亲生。于是，他拿了小粟使用过的牙刷委托某鉴

定机构进行亲子鉴定，最后得到的鉴定结果为：排除倪某与小粟的亲子关系。

　　原以为自己39岁时老来得子，对儿子百般呵护，谁知快60岁了却发现儿子并非亲生。年逾半百的倪

某倍受打击，愤怒之下将前妻粟某诉至合川法院，请求判令被告粟某返还抚养费、精神抚慰金。

　　法院审理后认为，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被告粟某作为妻子，在与原告倪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

他人非婚生育小粟，使原告陷入错误认识而履行抚养义务，故原告为小粟支付的抚养费，被告应当

予以返还。关于抚养费的返还标准，结合子女的实际需要、原告被告的负担能力、当地实际生活水平

等众多因素，法院酌定抚养费返还标准为400元每月，抚养费的给付时间为193个月，共77200元。

　　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作为丈夫的人格权益，给原告造成极大的精神伤害，依法应当进

行精神损害赔偿。结合侵权人过错程度，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0元。

　　法官表示，近年来，“欺诈性抚养”纠纷逐渐成为易发家事纠纷之一。“欺诈性抚养”一般是指夫妻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女方在明知或应知所生子女非与男方亲生的情况下，故意隐瞒实情，致使男方误将子女视

为亲生子女予以抚养的行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关于婚姻家庭中道德规范的规定，以及欺诈性

抚养纠纷中不当得利问题确立的裁判规则，欺诈方应当向受欺诈方返还抚养费并酌情支付精神损害赔偿。

漫画/高岳  

16岁儿子非亲生
赔3万精神损害抚慰金

□ 本报记者 王春 本报通讯员 路余 岑炜

　　近年来，在马路上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进行“碰瓷”的行为屡

见不鲜，不仅危害道路交通安全，扰乱社会秩序，还对人民群众

的人身、财产造成损害。日前，浙江慈溪法院审结一起诈骗罪，犯

罪团伙为了“碰瓷”骗取钱财，不惜用榔头把自己的脚趾砸成骨

折，最终该团伙3名成员均被判刑。

　　2020年11月，宁波市公安局杭州湾分局庵东派出所接到一

名男子报案，称疑似遭遇“碰瓷”。男子朱某称，几天前他驾驶三

轮车送货途中，因躲避一辆挨着他行驶的轿车，与旁边一辆电动

自行车发生碰撞，导致对方驾驶员摔倒在地。他将对方驾驶员送

医检查，拍片显示对方右脚小脚指骨折。因为朱某当时驾驶的是

无证无牌三轮车，又没有驾驶证，害怕报警会被警察处罚，遂选

择与对方私了。经朱某老板出面协商，最后赔偿对方7000元。

　　事后，朱某和老板越想越不对劲，总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于

是朱某向公安机关报警。

　　经查看事发路段附近监控、医院就医记录等，警方很

快锁定了嫌疑目标。同年12月，参与该次诈骗活动的

沈某、姜某、顾某被抓获，3人很快交代了犯罪

经过。

　　3人中，沈某、姜某都有“碰瓷”诈骗的

前科。2020年10月，沈某以缺钱为由，提

议“碰瓷”赚点钱，另外两人均同意。

而后，沈某用榔头把自己的右脚小

趾骨砸成骨折，在家休养至可以

下地行走后，3人来到宁波杭州

湾新区，按照事先谋划，姜某

负责驾车别朱某的三轮车，

当三轮车往路边上行驶时，

沈某再以电瓶车故意贴上

去造成事故，顾某则以朋

友的身份出面谈判，向被

害人朱某索赔，诈骗所得

7000元由3人平分。

　　案发后，3人均对朱某进行赔偿，并

取得了朱某谅解。经过审理，法院认为，

沈某、姜某、顾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

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合伙骗取

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

罪。最终，法院判处沈某有期徒刑八个月，

并处罚金2000元；判处姜某、顾某有期徒刑

七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办案法官说，“碰瓷”类犯罪嫌疑人通常利

用车主怕麻烦的心理，在制造事故后千方百计引

诱车主“私了”，以此骗取钱财。广大驾驶员在日常

行驶过程中，要养成良好驾驶习惯，自觉遵守交通法

规，不给“碰瓷”留空间。发生交通事故后，要及时报警，

并拍下事故现场照片，方便警察取证和责任认定。理赔时，

要通过保险公司等正规途径解决。另外，有条件的车主可在车

上安装行车记录仪，为维护自身利益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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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范天娇

□ 本报通讯员 王海根 秦耕耘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句

话大家听起来一定不陌生。“醉驾入

刑”10年来，饮酒驾驶现象在一定程度

得到有效遏制，但仍屡禁不止、屡屡

抬头。

　　据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统计，2020年，芜湖交警部门查处酒

驾2317起、醉驾985起；今年1至3月，查

处酒驾661起、醉驾245起。为何还有这

么多人“以身试法”，如何进一步加强

源头预防，芜湖交警进行了详细

解析。

□ 本报记者 邓君 本报通讯员 李柰 张梦彦

　　近期，广东省广州市正全力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广州市公安局反诈联勤作战中心发现有市民举报与

疫情相关的诈骗警情，幸好市民防范意识较高未造成损失。广州市反诈中心特发布疫情期间防骗预警，提

醒群众加强甄别、多方核实，如市民难以甄别相关信息真伪，可拨打96110或110咨询求助，或联系当地街道

社区居委会咨询核实。

　　林女士向广州市反诈中心举报，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称其“在QQ上涉嫌贩卖国家疫苗，要求其配合调

查”，意识到这是诈骗电话，林女士果断挂断。

　　广州市反诈中心接到两位市民的举报电话，称接到冒充某地疾控中心的电话，告知其寄快递夹带了假的新

冠疫苗，要求配合调查。这两位市民均能分辨出这是诈骗电话，不予理会，果断挂断，没有造成经济损失。

　　某市民向广州市反诈中心举报一个昵称设为“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的微信号（非官方公众号），疑似冒

充疫苗接种中心。

　　还有市民来电向广州市反诈中心咨询核实一个情况：其曾于两周前在外地想预约打疫苗，因当时

无法预约便在村大队登记了身份信息，6月1日有自称是疫苗中心的人来电，称要跟李某做“视频登

记”。反诈中心值班员分析有可能是诈骗电话，并通知派出所民警上门核实情况，最终确认李某没

有损失。

　　广州市反诈中心提醒，凡是接到陌生电话或信息，提及钱财、转账，要求提供银行账号、密

码验证码的，务必提高警惕、多方核实。接种新冠疫苗务必通过官方公布的正规渠道进行

预约接种，切勿轻信“有内部关系能联系打疫苗”“转账疏通关系能打上疫苗”等说辞，

以防上当受骗。近期广州正全力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市民群众若接到与疫情工作相关

的电话，谨记一个原则：政府部门不会向群众索要钱财、银行账号、密码验证码。

如难以甄别真假，可联系当地街道社区居委会咨询核实。

谨防利用疫情
诈骗新花样

  漫画 《上路算“酒账”》 作者 高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