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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亮剑虚假诉讼，案外人利益得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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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岁的小敏至今没有成

家，没有工作，天天混日子，找
到我时，是让我告诉她今后的

日子怎么过?

小敏 19岁那年，不顾父母

反对谈了一个男朋友，她自以
为找到了真爱，竟放弃了就读

的中专辍学回家。两人相处没

多久，就在小敏家同居了。他们
没工作没收入，靠着小敏父母

过日子，至今已 13个年头。两
人也不办婚礼，如果不是男友

失踪，小敏还不会来找我。
三年前，男友染上了赌瘾，

经常彻夜不归，即使回家倒头
就睡。小敏问他的去向，他总是

不耐烦，两人常为此争吵。吵完
了，男友便一走了之。三年里，

男友换了多个手机号码用来搪
塞小敏。小敏的家成了旅馆，男

友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小敏就
这样反反复复经受着男友的精

神折磨，度日如年地煎熬着每
一天。

一次，两人发生激烈争吵后，男
友搬出了小敏家，结束了两人? 10

年的同居生活。当初，小敏想过就这
样结束吧，但那么多年的感情，小敏

实在无法割舍。去年 5月份，在男友
带回来的笔记本电脑里，小敏看到

了男友和别的女人去旅游的照片。

该女子小敏认识，此人有家庭有孩
子，以前经常与男友一起打麻将。小

敏在男友的包里还发现了他的另外
一个手机，手机里有他和该女子的

艳照及肉麻的短信聊天记录。小敏
这时才感到自己受了欺骗，她没有

大吵大闹，只是一直流着眼泪全身
颤抖。与男友心平气和地谈话过后，

男友承诺回来重新开始，小敏又一
次错误地选择了相信和原谅。此后

男友借口外面欠了很多债，没办法
回来。

不久，小敏妈妈查出脊椎

肿瘤，无法开刀医治，只能药物
治疗。家里本身经济条件不好，

为了给妈妈治疗，小敏将原来
的 2 室 1 厅置换成了 1 室 1

厅，留下 20多万元差价给妈妈
治病养老。此时，妈妈苦口婆心

地劝女儿，不要再等待那个没

有出息的男人，但小敏就是无
法彻底放弃这个男人。这不，当

男友声称自己欠债被别人追得
紧，开口向小敏妈妈借钱，并承

诺两个星期归还时，同样糊涂
的妈妈怕他出事，还是凑了 2

万元给他。男友还借小敏的信
用卡透支了 1万多元，至今未

还，还玩起了失踪。小敏打电话
给他朋友，朋友都说没联系。打

给他姐姐，姐姐声称你们没结
婚管不了，还骂小敏活该。见此

情况，妈妈劝小敏想开点，就这
样放弃，钱也不要他还了，就当

买个教训。但是自己卑微地付
出十几年的真心，到头来却换

来这样无情的结局，小敏无论
如何想不通，有时也想过结束

自己，来了断一切，但又考虑到
妈妈以后该怎么生活，痛苦折

磨着小敏，体重只剩 70多斤。

听了小敏的哭诉，我既为忘恩
负义不学无术的男友愤恨，更为甘

于混日子的小敏可惜。我批评小敏
的三观是很成问题的，首先要明白

自己为什么活着。活着应该是体面
地活着，明白地活着，而她现在对工

作、对生活没有动力，除了男友每天

只是得过且过混日子，这只是生理
上的活着，白白浪费了十多年的青

春。小敏当务之急是赶快醒悟，脱离
社会时间越长越难醒悟。今天她来

找我，就是开了醒悟的好头，赶快找
一份工作，自食其力，认真地活着，

尊严地活着，有价值地活着，而且对
这样一个男友，不应该抱有任何幻

想，更不能有任何留恋。小敏似乎明
白地点了点头，我真希望她能赶快

醒悟过来。 人民调解员 青云

    ?日，家住江苏无锡的郭女士

将一面“人民检察 监督为民”的锦
旗送至徐汇区检察院第五检察部，

对该院办理的一起由案外人（即郭
女士）申请监督的民事虚假诉讼案

件表示感谢。这起案件经徐汇检察
院受理审查，行使调查权，向法院

制发再审检察建议。最终，法院再

审判决撤销原民事判决。
2019年的一天，郭女士来到徐

汇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
“2013年我丈夫借给黄某泽127万

元，逾期未还。直到丈夫去世，他
还是没还钱。我和儿子只能以继

承人身份去法院告，2016年6月无
锡的法院判决下来，我们赢了官

司，本来已经进入执行阶段了。没
想到黄某泽一个姓薛的姐夫到上

海的法院告黄某泽欠他635万元，

要求返还。结果一年后判决出来
了，薛某告赢了。我觉得这个官司

是他们自家人串通起来打的‘假
官司’，目的就是转移财产。我向

检察院申请监督。”
徐汇检察院依法受理监督申

请后，检察官审阅了全案材料。从

表面看这是一起普通的民事借贷
案件，然而细心的检察官却发现了

疑点：2016年6月，无锡法院判决黄
某泽归还郭女士127万元。为什么

仅仅过了2个多月，薛某就向上海
的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黄某泽夫妇

归还借款635万元？在薛某提交证

明债权关系的银行账户明细中，仅
2014年1月21日这一天，薛某分24

笔将400万元转入黄某泽账户，这
其中有什么蹊跷吗？

检察官迅速赶赴无锡，重点调
查这400万元的来龙去脉。经过缜

密调查，案件的真相逐渐浮出水
面：2014年1月21日，黄某泽的同胞

弟弟黄某波、姐姐黄某芹以及亲戚
钱某3人的账户分别收到黄某泽的

多笔转账汇款共计400万元。同一
天，黄某波、黄某芹、钱某分别多笔

转给薛某，薛某再分24笔共计400

万元，回转到黄某泽的账户，经过

多个账户的循环走账，形成了薛某
交付黄某泽400万元的所谓“银行

流水”。

根据调取的新证据证明，案

外人郭女士与黄某泽夫妇存在债
权债务关系在先，在该笔债务获

法院支持后不久，薛某即提起诉
讼。而该诉讼中主要债务的形成

实为虚假。综合考虑转账记录、起
诉时间等因素，本案可能存在双

方当事人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

讼，损害第三人利益。2019年11

月，徐汇检察院依法向法院提出

再审检察建议。

法院经再审后查明，黄某泽
与案外人黄某波、黄某芹等人合

谋于2014年1月21日通过循环走
账取得400万元的交付凭证，再由

黄某泽出具400万元借条形成借
款，实际并没有发生钱款交付。因

此，上述400万元借款事实并不存

在。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撤销原民
事判决。

接下来，徐汇检察院将针对本
案中发现的涉嫌虚假诉讼违法犯

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通讯员 肖芸 本报记者 袁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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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阿姨儿媳： 我明明开通了

会员，怎么还有广告？

    管阿姨儿媳：你

好，为什么我是会员

还有广告？

    客服：您好，这个是会

员定制广告，“服务条款”

里有写明哦。

管阿姨儿媳：我怎么可能每条都看！
    管阿姨：“隐形条款”不提示

不成立，对“霸王条款”我们有权

说“不”。

    这一场景属于《民法典》中“格式条款”说
明义务的应用。

互联网时代，几乎所有应用程序都提前制
定了自己的“服务协议”，用户只有接受这些协
议，才能使用这些应用程序。因此，这些协议内
容都属于法律规定的“格式条款”。格式条款在
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下是无效的，这些特定情
形可以归纳为“对接受条款一方严重不公”。

本案中，管阿姨的儿媳充值会员就是为了
“免广告”，而这也符合一般人对于“会员权益”

的通常理解和期待。 因此，如果平台运营方确
实没有在充值时尽到提示说明的义务，致使其
产生了“会员服务就是没有任何广告”的误解，

则管阿姨的儿媳可以主张该条款不进入双方
合同。

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格式条款提供方进行
了提示说明，但如果该条款会造成其他严重不
公的，也仍然无效。

盛雷鸣 （上海市民法典宣讲团成员、全国
律师协会副会长、 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律师）

    “我快被人打死了，警察快来

救救我！”11月20日11时40分许，金
山公安分局吕巷派出所接群众报

警电话求助，自称在金山区吕巷镇
新西街自己家内遭多人殴打，且伤

势严重。

接到报警，民警5分钟内赶到

了现场，却发现报警人韩某家中并
无他人，韩某身上也无被殴打的痕

迹。民警在韩某身上闻到很浓重的

酒气，判断他有酒后谎报警情嫌

疑。于是将他传唤至派出所调查。
酒醒后韩某才发现大事不好。

原来，当天他在家独自喝了半斤多
黄酒，出门看到家门外水管旁防护

砖破损，认为是有人故意破坏，为
让警方重视，他借着酒劲拨打报警

电话，谎称自己遭多人殴打。警方
调查发现，这些损坏的防护砖也是

因年久失修所致，与他人无关，警方

已经通知居委会安排人员修补。目

前，韩某因谎报警情被金山警方依
法行政拘留并处罚款。

【警方提示】 110报警电话作为
公共安全资源，是公安机关24小时受

理群众紧急报警求助的电话，凡无事
拨打110电话恶意骚扰、 谎报警情的

行为都属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按照
相关法律规定，依法进行处理。

通讯员 沈浩 本报记者 潘高峰

见家门外防护砖破损竟称“被殴打”
男子酒后谎报警情被行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