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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联

系上长沙市岳麓区西湖公园派出所负责

张丽莎案件的民警潘鹏程。他告诉记者，

张丽莎的案子确有立案，但目前详细情

况不便透露。

那么，像张丽莎这种情况，到底该

追究刘迅怎样的责任呢？

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

健表示，依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

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在本事件

中，如果刘迅确实存在直接侵害张丽莎

的财产权益的主观目的，并且采取感情

欺诈手段，则涉嫌诈骗犯罪，公安部

门应当考虑予以立案侦查。

“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李健表示，

因为案件涉及到感情，第一很难判断

案件是否在情侣间感情良好的情况下发

生；第二，案件的侦查很难针对“恶意

的主观目的”而取证，所以大部分的案

件都依照民事案件处理。他提醒，女性

在婚恋过程中还得加强自我保护，不要

轻易做出重大金融行为，比如借贷、担

保、合作等；同时，也要加强对自己财

产的保护和管理，否则极其容易因情感

因素降低理智判断，最终导致权益受损。

（为保护隐私，文中当事人皆为化名）

男友爱“借用”手机，女教师负债110万元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一张“男友”亲笔签下的欠条、一段没有正式告别就已结束的恋情
……过去一年，对 27 岁的常德女教师张丽莎来说，特别煎熬。自 2017
年 11 月频繁接到借贷公司的催款电话起，她平静的生活就被打破——男
友“跑”了，爱情没了，剩下的只有一笔“从天而降”的百万债务。

是谁借的钱？
近日，张丽莎带着一张欠条和一叠资料找到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她

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来找到“消失”的“男友”，一方面为她澄清这笔欠债，
另一方面要追究他相关法律责任。

张丽莎到底经历了什么？多次报警的她为何依旧进退两难？

每次在一起，刘迅总是喜

欢“借”张丽莎的手机玩——

最初，张丽莎并不知道原因，

直到 2017 年 11 月，张丽莎

突然收到一条催款信息，谜

底才慢慢揭晓。

“我没借钱，但借贷公司

却催我还一笔 3000 元的分期

贷款。”张丽莎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她立马想到男友

喜欢使用她手机的习惯。

发信息给刘迅询问借款的

事，结果对方既不承认也不

否认，只是回了一句：“你别

管，我来处理。”

接下来的日子，张丽莎就

在信贷公司的催款电话中度

过——信息越来越多，甚至

还不停接到恐吓电话。

到底欠了多少钱？张丽

莎查看手机历史记录却找

不到借贷账单。无奈之下，

她请人通过技术手段恢复

了近 2 个月手机删除的软件

与信息。

“原来他根本不是玩我的

手机，而是每次都用我的信

息贷款。”张丽莎说，仔细查

看后，她发现自己的手机下

载过 20 多个网络贷款软件。

时间一天天过去，欠款一天天累

积。面对越来越多的债务，刘迅和张

丽莎早已承担不起。张丽莎说，自

2018 年 1月起，每月近万元的还款都

是她自己承担，与男友的感情也越来

越淡。

2018 年 4月21日，对张丽莎来说，

是个非常糟糕的日子。

“一个朋友偷偷告诉我，其实刘

迅早已结婚生子。”张丽莎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当时，朋友发来了

一张刘迅与妻子以及

3 岁女儿的合影，劝

她赶紧分手。

多方打听下，张

丽莎找到了刘迅妻子

李红的联系方式，拨

通过去才得知，对方并

不知道丈夫在外面的这些事。

张丽莎心如死灰，当日就在朋友

的带领下，到开福区芙蓉北路派出所

报案，“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刘

迅的行为完全构成盗窃，但由于我的

居住地不属于他们的辖区，所以报案

没有成功”。整理好了相关的证据和

资料后，张丽莎在长沙市岳麓区西湖

公园派出所成功报案。

骗婚还是骗财？张丽莎说，考虑

到自己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负

债”，她希望不仅能够追回这笔欠债，

“刘迅也一定要受到法律的惩罚”。于

是，2018 年 8月11日，办案民警将

刘迅传唤到派出所。

“他说他在网贷平台上贷款只有

50万元。”张丽莎说，可除了50万元

的本金，高额的利息、信用卡里 20

多万元欠款以及已经还款的 30万元

等共近 110万元应该算在刘迅账上。

经民警多次调解，刘迅最终只签

下了一张 50万元的欠条。然而，谁都

没想到，这张本该保障张丽莎合法权

益的欠条，反倒成了她维权道路上

的绊脚石。

“自从打了欠条，他

就像消失了一样！”

张丽莎告诉记者，

刘迅的电话关机了，

也把她的微信拉

黑了，怎么也联系

不上。而她再去求

助派出所，民警则告

知“有欠条就去法院起

诉”，“人都找不到，起诉

有什么用呢？”

5月27日，记者多次拨打刘迅电

话，一直无人接听。

2019 年 2月，张丽莎咨询了一位

从事法律工作的朋友，向他讲述了欠

条的事情，“他告诉我，没写欠条前，

还可以追究刘迅的刑事责任，可是有

了欠条后，就变成了普通的借贷纠纷，

只能追究他的民事责任了”。

“最差的情况，大不了把我的房

子给抵押了。”如今，面对着越来越

多的欠款，张丽莎很苦恼，“因为贷

款太多还不起，我已经换了住所和工

作，现在完全依靠父母帮忙生活”。

“趁我睡着，他偷拿我的手机贷款”
2017 年 11 月，一条催

款信息打破了张丽莎平静的

生活——信息中提到：“本

月最低还款 3000 元。”

张丽莎是常德人，在长

沙一所小学当教师，平日花

钱不多，工资也足够生活，

可什么时候多了一笔网络贷

款呢？

张丽莎立马想到了男

友刘迅。

2017 年初，张丽莎在长

沙市天心区买了一套房，几

乎花光了多年的积蓄，就在

她打算开始兼职，以便存满

装修款时，“一直在朋友圈

中默默关注着她”的刘迅主

动在微信上找她聊天。

“他比我大两岁，是岳

阳汨罗人。”张丽莎说，刘

迅有自己的家装团队，“类

似小包工头”，自称“有车

有房”，“他每天都给我发

信息，请我吃饭，后来就

说要追我。”

在刘迅的强烈邀请下，

张丽莎答应见面。

“我不看重你的钱财，

我自己有。”张丽莎回忆，

当时刘迅向她坦诚了经济状

况，希望她放松戒备，好好

恋爱。

家里催婚、大龄孤独，

突然出现了一个男朋友，

让张丽莎瞬间幸福满满，

之后很快投入到这段感

情里。

确定关系的第三天，刘

迅以资金周转为由向张丽莎

借了30000 元。

由于存款大部分都买

了房，张丽莎想到支付宝

里还剩下 10000 元，便全

部转给了刘迅。张丽莎说，

“他并不满足，又让我在微

信红包里转给他 6000 元。

后 来 趁 我 午 睡， 他 拿 着

我的手机通过支付宝转出

22000 元。”

这 22000 元哪儿来的？

张丽莎说，后来她查账才

知道，这是刘迅用她的支

付宝开通“蚂蚁借呗”后

贷款而来。

张丽莎尝试着用自己的电

话号码登录，发现这些

APP 里不仅有自己的身份

信息、工作信息以及父母

联系方式，还分别绑定了

多张自己名下的银行卡。

在张丽莎的逼问下，

刘迅终于说出实情——“他

用我的真实信息在 APP 上

借了钱，然后转到自己的

银行卡里，再将我手机里

的 APP 和相关借贷信息全

部删掉。”张丽莎说。

“我是奔着跟他结婚去

的，不想因为借钱的事伤

了感情。”张丽莎说，当时

刘迅向她保证“会处理好

借钱的事”，且每月还贷数

额尚能承受，她就没有再

当回事。

但事情的发展超出了

张丽莎的预期。

“2017 年 12 月， 他 急

需用钱，让我用银行卡开

通一项 10 万元的借贷业

务。”张丽莎说，没多久，

刘迅还给她办了一张信用

卡，“卡一直在他手上。后

来，他拿我的房产合同作

抵押，以共同创业为名，

又从一个专门借高利贷的

朋友那里借了 1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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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友已有家室，她却负债百万3

■律师说法

可考虑立案侦查，恋爱也要护好“钱包”

2018 年 8 月 11 日，
在 派 出 所 民 警 的 见 证
下，刘迅给张丽莎写下
了一张 50 万元的欠条。

因为一直没有还款，张丽莎收到了来自不同网贷平台的律师函。

扫一扫
参与网友讨论

面 对 络
绎 不 绝
的 律 师
函， 张
丽 莎 特
别无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