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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9 月 22 日零时，夏邑县公安局
接到群众报警：人民路东段保健院南边
一处地摊上有人打架。城关派出所副所
长班奇带领民警骆拉、李文沙等人赶到
现场，发现 3 个狼狈的伤者：小张满身是
血，右胳膊和右肩膀有两处长约 10 厘米
的伤口；小程左肋处有用刀扎的伤口；小
怀鼻子出血并肿胀。民警一边救护伤者
一边调查取证。据伤者介绍，他们当天
晚上在地摊上吃饭，因购买对面地摊上
的烤羊肉串与摊主发生争执，被俩人用
尖刀扎伤。

民警询问摊主靳某夫妇，二人表示
当时是儿子小靳在看摊，他们不在现场，
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小张儿子去
了哪里，他们也是毫不知情。在自己的
夜摊前发生的事件，这夫妇二人却表示
不知道情况，这事怎能说得过去？民警
将靳某口头传唤到城关派出所进行询
问，靳某坚持说没有看到儿子受伤，而是
被小张他们 3 个给打跑了。在派出所做
完笔录，办案民警让靳某先回家了。

大约次日凌晨 5 点钟，靳某报警称
他的儿子找到了，现正在中医院动手
术。民警立即赶到夏邑县中医院外科见
到伤者小靳。此时，小靳头部的伤已经
包扎好了，民警无法查看其伤情。经询
问医生得知，小靳伤口长度约 10 厘米。
不过，民警对小靳的伤情感到怀疑，因为
对受害人、靳某及现场调查时，均未有人
提到小靳伤情严重。从医院回来以后，
办案民警及时将这一情况汇报。

9 月 23 日上午，小靳的父母来到派
出所要求给小靳开具伤情鉴定委托书。
办案民警告知小靳的家属，需要调查取
证后才能开具伤情鉴定委托书。这下，
靳某夫妇不干了，在派出所大吵大闹。
所长刘剑立即安排民警围绕小靳的伤进
行调查。

据接诊医生反映，当日凌晨，有两个
男人架着小靳来到医院急诊室，随行的
还有一男一女。医生在清创室查看了一
下小靳的伤口，看到他的头部右后侧有
两个 1 厘米左右的伤口，且伤口不是很

规则。随行的一个中年男人对医生说：
“这伤口构不成轻伤，得 10 厘米才够，你
想想法，把伤口给整大点。你整吧，等会
给你钱。”医生当即拒绝了。医生刚出去
一会儿，就听见清创室里有人疼得直
喊。那个中年人过来找医生说：“俺整好
了，你给他把伤口缝上。”医生随后将他
们领到外科室。

据外科医生介绍，他在给小靳缝合
伤口时看出，小靳的头部外伤应该不是
用刀砍伤的，而是用小刀划伤的。

面对证据，小靳说了实话。原来，当
天晚上他和哥哥与小张等人发生冲突，
他持刀将小张等人扎伤，而后逃离现
场。在打斗中，他的头被砸出血了，头上
有一个小口子，腿上被打青一块，嘴上也
破了皮。到达中医院时，听亲戚说对方
的伤很严重，他们才想起造假，“免得被
对方讹”。

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现在小靳已
被刑事拘留。

记者 李晓玉 通讯员 宋欣杰/供稿

晚饭后，汝阳县法院上店法庭庭长
吴文波独自一人沿着乡间小路回到办公
室，翻看整理着几起已结案件的卷宗材
料，忽然，从一份卷宗中掉出一个纸袋，
里面装着一沓领款条。看着纸上歪歪扭
扭的字体，他不禁回想起每月 10 号前后
两个当事人轮流来到法庭的情景。自
2012 年 6 月份开始，连续 18 个月，10 号前
两天老郭来还钱，10 号当日卢某来领钱。
每一次领走钱的时候，卢某都要打下一个
领款条，这就是这一沓领款条的来历。

老郭是做香油生意的农民，每天早出
晚归贩卖香油维持生计，家有两个儿子。
2011 年，老郭为给小儿子办婚事，向卢某
借了 1 万元钱，约定利息每年 1800 元，借
款期限是一年。然而，一年过去了，老郭
并没有如约还款付息。卢某在多次讨要
无果后，将老郭告上了法庭。立案后，由
于原告卢某情绪比较激动，吴文波亲自承
办了这个案件。老郭走街串巷做生意，经
常不在家，吴文波通过到老郭所在的村庄
送达、委托村委会主任给老郭带信息、打
电话等多种方式才联系上了他，送达了
应诉手续并约定了案件调解时间。

调解那天，虽然天下起了大雨，但原
告卢某还是早早地来到了法庭等待。时
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已经过了约定的时
间，老郭仍旧没有出现。这时，卢某等得
有点不耐烦了，在法庭里大声地说着老
郭的不是。吴文波一边安抚卢某的情
绪，一边说着“再等等，说不定再等一会
老郭就到了”……其实，吴文波的内心也
在犹豫，下这么大的雨，老郭会不会按照
约定来法庭参与调解呢？如果今天被告
不来，案件事实是否能继续查清楚？

就在大伙对老郭是否能到法庭应诉
产生怀疑的时候，法庭调解室的门“砰”
的一声被推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有
些佝偻的身上披着一块塑料布，衣服却
还是被雨淋湿了。他黑黑的眼睛透露着
疲惫：“真对不起大家，让大家等得时间
长了。昨天卖香油回去得晚，又连夜磨
出新香油，加上今天又下雨，就来晚了，
给大家说对不起！”说完，他就愣在那
儿，没有了话音。

“老郭，你今天必须还我钱，不还钱
就别想走！”卢某忽略了老郭的解释，激
动地站起来说。

“我不是不还钱，是因为我现在没有
钱，等有钱了我一定加上利息还给你。”
老郭闷闷地回了一句。

“你若不还钱也行，让你儿子替你
还。反正你借钱是给你儿子娶媳妇用
的，得让他还！”

“不能让我儿子还钱，欠条是我写
的，名字是我签的，与我儿子无关。不能
让他还钱！”老郭闻听此言，突然情绪激
动起来。

“好吧，那就看法庭怎么说吧！”卢某
也有些生气。

“听法庭的调解，反正不能让我儿子
还钱！我说过要还钱，就是砸锅卖铁也
会把钱还了。”

因双方情绪较为激烈，吴文波决定
采取“背对背”的方式调解。当问到原告
卢某的意见时，卢某态度很坚决，表示老
郭不讲信用，对老郭不信任：“说是一年
期限，一年过去了仍没有还钱，何况我自
己也要用钱。一定要让老郭还钱，而且
全部还清。”当问到老郭时，老郭说欠钱

一定会还，只是现在自己没有那么多钱，
可以分批分期还。当吴文波试着又问是
否可以让其儿子代替还款时，老郭还是
那句话：“钱是我借的，名字是我签的，
与我儿子无关，我自己还钱。”就这样，
吴文波在原被告之间来回做着艰难的调
解工作，一直持续到中午，案件仍没有大
的进展。双方各有坚持，调解一时陷入
了僵局。

考虑到原告卢某的情绪及被告老郭
的情况，吴文波在午饭后继续案件的调
解。分析了原告的情况和被告的处境，
经过努力终于使双方达成了协议：由被
告老郭每月 10 号前偿还 500 元本金及借
款总额的利息，分 18 个月还清，老郭将
钱交到法庭。协议达成了，案件也结了，
吴文波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被告老郭能
否按照协议的约定每月按时还钱呢？

事实上，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在以
后的日子里，老郭很守信用，每月的 10
号前都会到法庭，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
1 块、5 块、10 块不等，钱上面还散发出一
股浓浓的油腻味。然后，原告卢某到法
庭把钱领走，打下一张领款条。这样的
场景上演了 18 次。

老郭不让儿子替自己还款，可能是
一个父亲所坚持的对儿子的责任，也可
能是“谁借谁还”的朴素理念，但有那么
一瞬间，甚至是法官本人，都曾误解这是
不是他逃避还款的推辞。好在，他用行
动履行了承诺，用 18 张领款条拼接了一
个农民的诚信和对良心的坚守。在吴文
波看来，老郭如此，法官更应该在每一起
案件中做到对法律信仰的坚守。

记者 李晓玉 通讯员 任彦锟/供稿

白挨的一刀
跟别人打架，冲动之下动起

了刀子，自己也挂了彩。在去医院
处置伤口时，得知对方伤情比较严重，
小靳觉得自己怎么着也得弄个轻伤才
算“旗鼓相当”。所以，他让陪同的亲
戚在自己头上的伤口处又划了一刀，

才让医生缝合。可惜，纸包不住
火，最终这些伎俩被民警识

破，他算是白挨了这一刀。

张领款条

那是去年冬天的一个午后，窗外，
乌云漫卷着西风，平添几分寒意。温
暖的办公室里，我翻阅着卷宗。这
时，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探进来一
张刻满愁容的脸。他怯生生地说：

“您是谢法官吗？”
他是我办理的一起离婚案件的当

事人，叫张龙。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2000 年，

经人介绍，张龙和赵丽丽结婚。婚
后，二人经营起一个小商店，过起了
幸福而甜蜜的小日子。一年后，他们
也有了爱情的结晶——小宝宝张多
多。他们成了很多人羡慕的对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同龄人都盖了
楼房、买了小车。看看自己，还是结
婚时几十平方米的房屋，成为有车一
族的梦想依然遥遥无期，赵丽丽顿觉
沮丧。小两口也开始因钱的问题而
不断争吵。从此，在张龙家，争吵代
替了笑声，阴霾取代了晴空，甜蜜的
日子从此开始苦涩起来。为了改变
现状，赵丽丽不顾劝阻，抛夫别子，南
下打工。张龙则留在家里照看孩子
和小商店。转眼几年过去了，赵丽丽
也小有成就，成为一家公司的部门经
理。赵丽丽要求张龙带着孩子到南
方共同发展，结束两地分居。到南方
后，张龙不服水土，不得不带着孩子
打道回府，继续经营他的小商店。从
此，赵丽丽开始嫌弃张龙婆婆妈妈、
没有男子汉气概，产生了和他离婚的
念头。2009 年夏，赵丽丽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与张龙离婚，孩子由她抚
养。县法院多次做赵丽丽的思想工
作无果，依法判决准予二人离婚，张
多多由张龙抚养。判决送达后，双方
都上诉。张龙上诉请求驳回赵丽丽
的离婚请求。赵丽丽上诉请求孩子
判归她抚养。

接手这起案件后，我仔细阅读了
卷宗，制订了详细的工作方案，希望
能通过调解，促使他们破镜重圆，给
小多多一个完整的家。我把工作重
点放在做赵丽丽的思想工作上。但
费尽口舌，赵丽丽始终坚持离婚，甚
至表示，即使孩子判归张龙抚养，他
也要离婚。无奈，我向领导作了汇
报，打算判决维持原判。

“阿姨，你们还让妈妈回来吗？我
想妈妈！”突然，一个稚嫩的、略带哭
腔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

这时，小多多从张龙身后挤进了
办公室，远远地站在一旁，一双充满
渴望的眼睛注视着我。我的心一颤，
酸酸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我强忍
着泪，走过去，将小多多抱起，说：“孩
子，妈妈明天就回来。”

晚上，女儿依偎在妻子怀里，幸福
地唱着《世上只有妈妈好》。我仿佛
又看到了小多多那双渴望的眼睛。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个绝妙的主
意。我连忙电话通知他们第二天上
午 10 点到我办公室接受调解。

第二天，我下载了歌曲《世上只有
妈妈好》。10 点左右，赵丽丽、张龙和
小多多都到了办公室。沉闷的谈话
开始了，我悄悄地播放起《世上只有
妈妈好》。幸福而凄凉的旋律轻轻在
办公室飘荡。不一会儿，办公室内除
了让人心颤的歌声，一切都那么安
静。

这时，我看到赵丽丽的嘴角在抽
搐；张龙在默默地流泪。小多多突然
大叫一声“妈妈”，朝赵丽丽怀里扑
去。赵丽丽迅速弯下腰，单膝跪地，
抱住了小多多。

音乐停了。一切归于平静。这一
家，终于又走到了一起。

将他们送走，我如释重负。
周口市中院 谢新旭/供稿

孩子，
让妈妈再爱你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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