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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一只行李箱被丢在酒吧
◆工作人员在搬运箱子时发现，里面是一捆捆的

百元大钞，估计有上百万元，于是马上报警
◆一对男女来领取行李箱，原来这些钱是男子给

女子的分手费

5 月 6 日晚上，杭州学院路一家酒吧，因为
下大雨，人并不是很多。

夜里 11 点左右，进来几个客人。先是两个
女孩子，后来来了个男的，带着行李箱。

5 月 7 日凌晨，他们发生争执，全都离开酒
吧，但男人带的行李箱丢在店里。

这个行李箱里面，装着什么？酒吧工作人
员追出去找人，但是没找到。

“昨天凌晨1点左右，我们准备下班了，打算
把客人遗失的东西放到收银台登记后暂时保
管。但箱子实在太重，拎的时候摔了下，箱子锁
就弹开了——竟是整整一大箱子一捆捆的百元
大钞，毛估有上百万元！”

酒吧工作人员惊呆了，这么多钱要是出了
什么问题，怎么都说不清楚了啊！于是马上报
警。

这么多钱是谁的？又是用来干什么的？

民警最后说，年轻人吵架斗嘴是
常有的事，但也不要意气用事，做出
这种荒唐事来。

两人对值班民警道了一声感谢
后，在凌晨的迷雾中离开。

7 日中午，笔者也联系上了酒吧
工作人员。

“前晚 11 点左右吧，先是两个
女孩子来的酒吧。她们都 20 来岁，

很年轻，穿着也很时尚。她们来了
之后坐在酒吧的角落里，点了两杯
酒。后来又来了个男的，估计刚过
零点他们发生争执。不过他们没有
吵架，就是争了几句。然后两个女
的 就 离 开 了 酒 吧 ，男 的 就 追 了 出
去。因为晚上下雨，酒吧里人不多，
我们就发现他们的行李箱遗落在酒
吧里。我们当时就追出去了，但是

没找到人。没过多久，我们准备下
班，客人忘记的东西要登记的……
结果箱子太重，拎的时候摔了下，箱
子就自己弹开了。我们都惊呆了。
第一个想法就是报警，否则这么多
钱万一有啥事情，我们说也说不清
楚的。”工作人员说，还好还好，终于
找到主人了。

（来源：《钱江晚报》）

吵架斗气不要意气用事

4 月 29 日上午，庞女士和向某
在 泸 县 人 民 法 院 达 成 了 和 解 协
议，向某当即支付庞女士 15000 元
赔偿款，并对其行为进行赔礼道
歉，庞女士不再追究向某的相关
责任。

向某称，在此次事件中，他认
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以后会
学法懂法，不再做违反法律的事。

对于这样的破坏性交付，泸县

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张涛说：“因
为这个房子我们在处置过程中是已
经对其进行查封了的，被执行人在
交付房子的时候，将房屋多处进行
了破坏性的损坏，这样就完全影响
了房屋的主体，已经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
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就是故
意毁损人民法院查封、扣押的财产，
根据相关法条规定，情节轻的予以

训诫，情节重的予以罚款拘留，构成
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
任。”

张涛介绍，向某的做法属于恶
意毁坏法院查封的东西，法院可以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追究其责任。
但是，在这个案件中，双方愿意就
赔偿进行协商，所以泸县人民法院
组织双方进行了协商。

（来源：《成都商报》）

女子拍得精装房 岂料房子被“毁容”
去年 12 月，四川泸州的庞女士通过司法拍卖平台，花了 34

万元竞买了位于泸县城区的一套二手房。当时，泸县人民法
院就把拍卖成交裁定书和相关的手续都送达给了庞女士。

但直到今年 4 月下旬，庞女士才等到原房主搬走，而庞女
士准备入住时，才发现房间里的装修破坏严重，损失很大，整
个房子还需要她重新装修。

事后，庞女士确认是原房主向某在搬走前破坏了房屋装
修。4 月 29 日上午，庞女士和向某达成和解协议，向某支付庞
女士 15000 元赔偿款，并对其行为进行赔礼道歉，庞女士不再
追究向某的相关责任。

得知向某从被拍卖的房屋搬走
后，庞女士和法院执行人员一起去看
房子，才发现房子已被严重“毁容”。
法院工作人员介绍，房内预埋电线全
部被剪断，衣柜门和厨房吊顶也被拆
走，厨房卧室等房门也不见了，甚至
连卫生间的基础设施都被破坏。

见到这样的场景，庞女士很生
气，当时她买这套房屋的时候，泸县

人民法院裁定的是中等装修，她原
本以为只要添置一些家具家电就可
以 入 住 ，结 果 现 在 必 须 重 新 装 修
了。庞女士估计，“这个房子重新装
下来至少要花七八万元”。

李世兵告诉笔者，现场发现房
屋装修被破坏后，执法人员随即进
行了拍照、摄像取证，随后确认了房
屋破坏系向某所为。向某称，他觉

得房屋被拍卖的价格低了，心有不
满，且不知道房屋被拍卖后其所有
权已不再属于他，有意破坏已经涉
嫌违法。

对此，庞女士表示了理解。她
表示，让向某拿出七八万元来赔偿
不现实，因为他本身就欠了很多钱，

“我就喊他付我前几个月的房租，赔
我一点钱，拿一两万块钱就行了。”

达成和解赔1.5万元

请本版摘录稿件、图片作者与本报联
系，即付稿酬。

任性！200万元分手费竟被弃酒吧

一箱子百元票足足 200 万元

7 日凌晨零时 27 分，翠苑派出所值班民警接
到报警后赶到现场！

民警到达现场后看到，这是一个黑色的行李
箱，行李箱的锁已经打开了，里面果然满满一箱子
的百元现金。

翠苑派出所民警了解情况后，将行李箱带回
派出所进一步处理，打算辨别一下这些钱的真假。

没想到！这钱是真的，足足 200万元现金！
这失主到底是什么人呢？是不小心遗失还是

其他原因？若是失主的救急款可如何是好？
因现场监控缺失，暂时无法找到丢失者信息，

这可把民警难住了。
值班民警守着这 200万元，看着时间一点一点

流逝。他们迫切地希望报警电话响起，说不定就
是失主呢……

失主现身说这些钱是分手费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时间到了凌晨 2点。
终于，一对青年男女在当事酒吧工作人员陪同

下出现在翠苑派出所。他们自称是失主，来取丢失
的行李箱。

两人都只有 20 来岁，民警一下子很难把他们
与 200万元现金联系在一起。

民警问他们：“行李箱内有什么？”
男子答：“200万现金。”
民警问：“何时？何地？什么原因丢失？”
男子：“我和前女友闹分手，她向我要 500万元

分手费。我用行李箱带了 200 万元现金和她约在
酒吧见面，告诉她我只带了 200万元。之后我就离
开了。”

女子：“他说只给我 200 万元，我没要，就走
了。之后我给他打电话说，我没有要那笔钱，让他
自己去取回。就这样。”

男子：“她说没有拿，我就回酒吧去取。到了之
后，酒吧老板说已经报警，行李箱已经交给翠苑派
出所了。我就到这边来领回。”

听着这样的叙述，民警实属无语。经过一番核
实和店家再次确认后，警方证实了行李箱的主人正
是眼前这名男子。

之后民警把这 200 万元原封不动交到了青年
男子手上。

民警问他：“为何这么粗心，200 万元都忘记拿
了。这么多钱啊！”

男子回答：“200 万元多吗？我给女朋友的分
手费而已。”

据了解，这个年轻人二十来岁，是个“富二代”，
家里是搞 IT行业的。

原房主迟迟不搬走

去年 12 月，庞女士通过司法拍
卖平台，花了 34万元竞买了位于泸
县城区的一套二手房，庞女士对这
套房子的价格和周边环境都很满
意。

笔者从泸县人民法院了解到，
当时，泸县人民法院把拍卖成交裁
定书和相关的手续都送达给了庞女
士，按照程序，庞女士可以直接入

住。但原房主向某因为一时没有住
处，庞女士答应等向某找到合适住
所后再搬离。

泸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干警李
世兵告诉笔者，由于原房主向某欠
了很多钱 ，一直没有履行还钱义
务。于是去年 12 月，法院把他的
房子拍卖了。成交后，房子的处置
以执行裁定书送达买受人之日起

生效，之后房子的所有权就属于买
受人了。

但向某一拖就是几个月，庞女
士说，等了一段时间后，她只有找到
向某一家，希望他们尽快搬离房屋，
但向某却找各种理由不搬出去。直
到 4 月 24 日，向某才通知泸县人民
法院和庞女士，他已经从被拍卖的
房屋搬走了。

房屋装修全被破坏

男子在派出所确认遗失物品

200 万元现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