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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逃逸者致死”案还原三疑点
该案一审驳回逃逸者家属索赔诉求 法官称追赶者属于见义勇为 庭上响起掌声
“通过法庭上的举证质证，基本上
还原了事实真相， 一开始我就觉得我
很冤枉，对这个结果很满意。 ”一审判
决后朱振彪对记者表示。
2017年1月9日， 朱振彪路过一
起交通肇事现场，在追赶肇事逃逸者
张永焕时，张永焕进入火车道，被火
车撞击身亡。 2017年11月24日，朱振
彪接到应诉通知，被张永焕家属索赔
60余万元。 昨天上午河北省唐山市
滦南县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后作出一
审判决，驳回原告张永焕家属的所有
诉求，认定朱振彪的追赶行为与死者
撞火车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朱
振彪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而且属于
见义勇为。
法官宣读判决书完毕后， 旁听席
上朱振彪的亲属处响起一片掌声。

判决
朱振彪见义勇为
逃逸者负全责
“看到肇事者逃逸时，我觉得我不
能熟视无睹。”朱振彪如此解释当时对
肇事者穷追不舍的原因。
但死者张永焕家属认为“见义勇
为不可能把人给逼死”，既然张永焕在
被追时已经表达过
“再追就寻死”的意
思， 朱振彪还穷追不舍是导致张永焕
死亡的重要原因。于是，张永焕的家人
把朱振彪告上了法庭。
法庭上，原告方提交了20件证据
及证人证言， 以期证明张永焕与张雨
来发生交通事故后未逃逸、 朱振彪追
张永焕过程中有夸大事实制造谣言刺
激张永焕、 张永焕是被追过火车道时
被撞身亡、 朱振彪追人过程中存在违
法行为等情况。
被告方对原告提出的观点一一回
应。法庭出示了相关证据表明，交通事

故中，张永焕无驾照、所驾驶二轮车辆
未经过年检，对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
法庭调查到的另一件证据是张永
焕家属与火车方面的协议， 协议内容
标明张永焕负事故全部责任、 铁路方
面无过错。
12日下午，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
永焕肇事逃逸属于违法行为， 朱振彪
在追赶过程中多次报警，并劝说其投
案。 在张永焕持刀的情况下，朱振彪
虽先后拿起木凳、木棍，应属防范自
卫举动，并始终与张永焕保持一定距
离，未危及张永焕的人身安全。 朱振
彪的追赶行为是对张永焕逃逸违法
行为的制止，属于见义勇为，应予支
持和鼓励。 其追赶行为与张永焕的死
亡不具有必然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无主观之过错。
法院当庭宣判， 原告要求被告承
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证据不
足，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第一款
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摄 / 记者 黑克

原告方代理人庭上表示， 后车有别张
永焕车的行为， 但所举证的监控视频
当庭播放，并未出现别车画面。
被告方律师指出， 对该处力图证
明点存疑。

谩骂” 的行为， 这些行为刺激了张永
焕。张永焕翻越铁路围栏后，朱振彪仍
在其后方追赶是导致张永焕横跨火车
轨道躲避追赶的主要原因。 朱振彪意
识到张永焕有被撞的危险， 却未停止
追赶，朱振彪应承担责任。
被告方认为， 车祸中被撞者张雨
来倒地后， 朱振彪随即追赶逃逸者张
永焕， 朱振彪并不能准确判断张雨来
的伤势， 其在追赶过程中称被撞者没
事是为了安慰张永焕劝其不要逃跑，
主观上没有制造谣言的故意。
法庭调取的证据显示， 经铁路部
门认定，死者张永焕负事故全部责任。
鉴于死者家庭生活特别困难， 铁路部
门无过错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张殿凯
40000元。

庭审
焦点1
朱振彪追赶途中
驾车别了张永焕？
2017年1月9日上午11时许，张永
焕驾驶冀BFY545号两轮摩托车由南
向北行驶至古柳线青坨鹏盛水产门口
处， 与同向行驶的张雨来驾驶的两轮
摩托车相撞，发生交通事故，张雨来受
伤倒地昏迷， 张永焕倒地后起身驾驶
摩托车逃离现场。
对于该部分情况， 原告方代理人
表示，张永焕并非逃离现场，而是看到
有车（朱振彪驾驶）在追，不知车上是
何人的情况下躲避不明情况的行为。

南口司法所将人民调解室
“搬”到了病房里
“看到你们每个人的工作态度和
责任心，就知道南口司法所整体是个
怎样的集体，真的特别感谢你们的帮
助！ ”前来向南口司法所赠送锦旗的
姚先生说。
1月中旬， 姚先生因母亲名下房
产继承问题向南口司法所提出调解
申请。 不巧，作为继承人之一的姚先
生父亲突患肺部感染住进了医院。 姚
老先生90多岁了， 身体免疫力较弱，
一度病情危重，而老人心心念念想在
有生之年将房产问题处理好，免得给
儿女们留隐患。 为此，姚先生向南口
司法所求助。
当时正是流感肆虐时期，医院是
感染的高危场所，南口司法所仍坚持
主动作为、 积极发挥司法行政职能，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以实
际行动践行党的“
十九大”精神。 一方
面，派出工作人员到南口铁路医院现
场开展工作，在病房里进行调解并出
具了人民调解协议。 另一方面，司法
所发挥南口镇多元调解领导小组办

朱振彪（左）的父母满脸笑容走出法庭

焦点2
朱振彪曾手持木棍
追赶张永焕？
朱振彪驾车途经肇事事发地时，
发现张永焕离开现场后随即驾车追
赶， 追赶中朱振彪多次电话向柳赞边
防派出所、 曹妃甸公安局110指挥中
心等部门报警。 张永焕驾驶摩托车行
驶至滦南县胡各庄镇西梁各庄村内
时，弃车进入该村村民郑某家中，拿走
菜刀一把，徒步继续逃离。
原告方律师表示，监控视频及朱
振彪手机所录视频中均能证明张永
焕持刀并无伤人现象， 属于自卫用。
其向法庭提交的一村民证人证言中
提到，张永焕跑入村民家中拿刀后跑
出，之后看到一年轻人（朱振彪）捡起
木棍追赶。
被告方律师对此表示， 视频中朱
振彪确有持木棍的情况， 但同样能听
到朱振彪持木棍是想要张永焕停止逃
跑的劝阻声， 朱振彪持木棍是在张永
焕持刀后，为了保护自己安全。

焦点3
朱振彪追赶过程中
散播谣言？
公室职能，主动与南口法庭沟通姚先
生父亲病情，提供相关材料，通过网
络调解系统协助法庭开展司法确认
工作。
最终，在南口司法所的帮助下，
姚先生一家通过最便捷的方式顺利
完成了母亲遗 产 的 法 定 继 承 程 序 ，
全家人对此非常感动。 近日，姚先生
代表全家人为南口司法所送来书有
“敬业正直 为民解忧” 的锦旗以表
感谢。
文 / 通讯员 杨洋

张永焕徒步跑上滦海公路，之后
有向过往车辆冲撞的行为，在被一面
包车撞倒后，张永焕起身在公路上行
走一段，转向迁曹铁路方向的开阔地
跑去，至铁路边翻越护栏，沿铁路路
肩前行， 朱振彪亦翻过护栏继续跟
随。 11时56分张永焕自行走上两铁
轨中间，被由南向北驶来的火车撞击
死亡。
原告方认为， 朱振彪在追赶张永
焕过程中有过“散布谣言、夸大事实、

后续
死者家属将考虑上诉
昨天上午开庭前， 朱振彪早早来
到法院门口等待，看上去精神不错，但
有些拘谨。被问到这段时间可好时，其
表示有些累了，工作上、家庭上事情比
较多，还有应对案子的事，有些累。
庭审结束后， 朱振彪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通过法庭上的举证
质证，基本上还原了事实真相，一开
始我就觉得我很冤枉， 对这个结果
很满意。 ”
法院的判决中明确提到， 张永焕
与张雨来发生交通肇事， 张永焕肇事
逃逸属于违法行为， 朱振彪在追赶过
程中多次报警，并劝说其投案。在张永
焕持刀的情况下， 朱振彪虽先后拿起
木凳、木棍，应属防范自卫举动，并始
终与张永焕保持一定距离， 未危及张
永焕的人身安全。
庭审结束后， 朱振彪通过微信将
一审判决结果告诉关心他的朋友们。
庭审结束后，原告方表示不服判决，要
考虑上诉。庭审后，原告方律师谢绝媒
体采访。
朱振彪表示，这是他们的权利，如
果上诉， 我可能要提起反诉，“牵扯我
太多精力了”。
文 / 记者 李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