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应龙、朱旭峰、郑州明秀服饰有限公司：
张炎依据郑州市绿城公证处于2013

年10月17日出具的（2013）郑绿证经字第
6394号的公证书，于2014年4月17日向
我处申请对你出具执行证书。执行标的
为：暂计至 2014 年 04 月 17 日，本金
300000元；合同期间的利息5800元；逾期
期间的利息19620元；罚息16350元；违约金
30000元及因收回借款所产生的一切相关费
用（申请执行费、律师费等相关全部费用）。

如对上述事实有异议，请你们在3个工
作日内向我处书面提出，并提供相应证
明。逾期未提出异议，我处将依法出具执
行证书。

本处地址：郑州市金水路219号盛润国际
广场西塔12楼。联系电话：55637735-319
（马先生） 55637833

特此公告！

公 告

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公证处 2014年4月24日

调整权益，化解心结，调解在处理各类矛
盾纠纷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调解
机构也在日常工作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
验。为进一步促进调解工作的宣传和交流，
本版开辟《调解故事》专栏。若您身边有各类

关于调解的小故事，欢迎投稿或提供线
索至jrablxy@126.com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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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故事

李超伟家的房子坐北向南，大门前
面有一片空置的宅基地。房子西边有
一条 1.2 米宽的南北通道。侯大亮家的
房子就在通道西边，坐西向东，大门紧
贴这条窄窄的南北通道，人员车辆，来
往进出，就走在李超伟家空置的宅基地
内。2011 年 10 月，李家不愿意让侯家再
从自己的宅基地里通过了，要把那片空
闲的宅基地用院墙圈起来。动工挖地
基时，侯家人出来阻挡了，言称多少年
来这里都是人们的出行通道，如果圈起
院墙，自家院子里的机动车根本出不
来。李家坚持要圈院墙，侯家坚持不让
圈，于是就发生了打架流血事件。为此
侯大亮的母亲也气得一病不起，驾鹤西
去。

之后，两家人就结了仇，时不时产生
矛盾。铁门村的民调主任张荣子，是一
位精明能干的中年女性，得知情况后立
即着手进行调查，通过实地勘察，走访
邻居，查看双方的宅基地证件，发现侯、
李两家的住宅出路问题，是真正的历史
遗留问题。

原来，侯、李两家都是祖传老宅，尽
管相距不远，但是住宅中间隔着一条 1.2
米的南北通道，这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
下的年月里，两家互不影响，根本不会
发生矛盾冲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
的生产方式改变了，生产工具也机械化
了，很显然这 1.2 米的通道显得太窄了。

问题弄清了，如何解决呢？张荣子
决定先找李超伟做工作。先讲情，远亲
不如近邻，多年来你家宅基地一直让他
家作为出行道路，自己明明知道却不吭
声 ，这 就 是 邻 居 情 分 ，他 家 应 该 感 激
你。再说理，你的宅基地你有使用权，
你把它圈起来，应该不算错。但是，自
古就有“修房盖屋，不堵出路”之说，你
给人家留出进出路也是应该的。同时，
按照《民法通则》的法律条款，你也应该
给人家留出进出道路。当然，他家占用
你家的宅基地作为出行道路，应该给你
家补偿。

之后，张荣子又找到侯大亮做工
作。你家房子和人家隔着一条南北通
道，本不应该出现矛盾纠纷。但是古人
没想到现在的生产方式、生产工具会发
生变化，道路留得窄了，这不是人家李
超伟的责任。你以前一直走在人家宅
基地上，不能说那就是应该，而是人家
不计较，你应该感激人家。现在人家要
把自己的宅基地圈起来，是对自己合法
财产的处置，不能说人家就有什么过
错，从法律上你没有阻止人家的理由。
当然，作为邻居，他家应该给你家留出
车辆进出的通道，但这是需要协商的；
采用武力争斗的方式，只能把问题搞得
更复杂。你家的房子在这里，不是三天
两天能够搬走的，应该从长计议。可以
考虑给李家一点经济补偿，请求人家作
出让步，给你家留出车辆进出的通道。

经过村调解委员会再三给双方做思
想工作，最后双方终于达成协议：李超
伟家空置宅基地留出一部分，给侯大亮
家作为出行通道；侯大亮家拿出 5000 元
钱，作为对李超伟家让出宅基地的经济
补偿。问题解决了，两家邻居又和好
了。 通讯员 林保健/供稿

提起彪子，左邻右舍都感叹：
“那是个苦孩子呀！”原来，彪子自
幼丧父，母亲改嫁他乡，无依无靠
的彪子自小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
起。眼看着长到了十八九岁，可因

为患了精神病，彪子从没有出过
远门。

彪子有个堂哥头脑很灵
活，他抓住市场机遇在河

找 家

骗中骗

出路

北省石家庄市开办了一个小工厂。为
了让彪子不吃闲饭，堂哥就将彪子从老
家夏邑带到了石家庄市。彪子吃住在
工厂内，堂哥因怕彪子走丢，嘱咐彪子
不要单独外出。起初彪子倒也听话，下
班后老老实实待在工厂里。但是时间
长了，彪子也想出去走走，到街上看
看。一年前，彪子趁堂哥不在，偷偷地
溜出了门。可是一到了车水马龙的大
街上，彪子的头就蒙了，一时不辨东西
南北，再也无法回到堂哥的工厂内。后
来，彪子也记不清是怎样被人带到了保
定市打工。

发现彪子走丢以后，他的堂哥心急
如焚，多处寻找彪子也没有结果。他想
彪子可能因为想家而回夏邑了，当他打
电话向老家人询问时，得知彪子根本没
有回家。堂哥一下慌了神。而得知彪
子走丢以后，彪子的爷爷奶奶整日以泪
洗面。一年过去了，彪子仍然音信皆
无，一家人陷入了痛苦之中。

4月4日下午，“平安商丘”微博平台
收到一位不愿透露个人信息的网友发
来的私信，称在河北省保定市高碑店市
白沟新城东外环与津保路交叉口燕岗
石化加油站后一门朝北的工厂内，有个
名叫彪子的 20 岁左右的男孩在此打
工。由于精神不太正常，想回家却不记

得家庭具体地址，他只知道家在夏邑县杨公
楼村。希望通过“平安商丘”微博平台帮他
找到家庭住址将其接回家。

“平安商丘”微博管理员刘铭看到此条
私信后，立即与夏邑县公安局宣传科民警谢
祥通过微博平台联系。由于不知道彪子家
所在的具体乡镇，给寻找彪子的家人带来了
难度。谢祥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开始逐一
与全县各个派出所的户籍民警联系，在询问
了13个派出所的户籍民警之后，才从马头派
出所民警何宗振那儿得知他们辖区有个叫
杨公楼的小村子，属董大庄村委会，彪子就
是该村村民。

“俺孙子终于找到了！”当民警将彪子在
河北省保定市的消息告诉给彪子的爷爷时，
这位年已 76 岁的老人禁不住掉下了眼泪。

原来，彪子思念家人却回不了家的事被
工友发现后，工友就私信给“平安商丘”微博
平台。商丘市公安局与夏邑县公安局民警
经过努力，终于帮彪子找到了家，为彪子铺
就了一条爱的回家路。4月9日，彪子已被其
家人接回家中。（文中人物系化名）

记者 李晓玉 通讯员 宋欣杰/供稿

他是被骗者，亦是骗人者。别人利用他的
实诚和大方，设下一个“寻宝”骗局。他为利益
所动，又利用自己昔日积攒下的好口碑去骗更
多的人。这一出骗中骗，真是让人唏嘘。

骗人者
2012 年 8 月，虞城县农民老王

的女儿高考成绩下来之后不太理
想，离本科分数线差了 5 分。正当
全家人惋惜的时候，邻村表弟传来
了一个好消息，说认识一个能人叫
张军，张军在乡政府供职，是个领
导，管着好多事儿，专门替那些在
升学、当兵等方面有困难的人家出
头，而且非常讲信誉。老王闻听，
禁不住眼前一亮。事不宜迟，老王
立刻备了几份礼品让表弟给引见
一下，表弟也不含糊，几个电话之
后，便带着老王来到了张军家里。

见有客人来访，张军让妻子置
办了酒菜，3 个人一会儿就喝下了
两瓶白酒。醉意朦胧中，张军探听
来意，原来是王家孩子高考分数差
了 5 分，他立刻拍着胸脯说：“闺女
上学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你们先
回去，省招办我有熟人，明天听我
的消息。”

第二天下午，张军果然打来了
电话，说招办这两天正在补录一批
学生，有一个名额正好给王家女
儿，让老王准备好 3 万元钱，给自
己的熟人送过去打点一下。老王
立刻让妻子把家里没到期的定期
存单取出来，眼看还差两个月就要
到期，妻子一个劲儿地埋怨损失了
上千元利息，老王骂她是鼠目寸
光。

张军收了钱，也很讲究，拿出
纸和笔要写收条。老王一再推辞，
谁知张军态度坚决，三两下就写好
了收条。老王拿到手一看，收条上
写得非常清楚：今收老王现金三万
元，用于女儿上学之事，如事情办
不好，你也别气，有钱在如数退还；
事情办好了，你也别喜，大家共同
努力。看到张军这么讲究，老王打
心眼里高兴，真后悔没有早一点认
识这位和气的大能人。

亦被骗
且说这张军，虽然在乡政府工作，但大

小是个官员，当地人也都找他办事儿，他也
确实帮助村民们办了些事儿。但实际上，
张军并没有多大能量，更不认识多少人。
好在张军有一个习惯，就是广交朋友，而且
出手大方。有一次，经朋友介绍，张军认识
了做药材生意的李能。这李能穿着讲究、
谈吐不凡，两人一见如故。李能穿的是名
牌，开的是名车，住的是高档酒店，两部手
机不时交替响起，满嘴都是金融业务和招
商项目，让张军佩服得五体投地。

几番接触之后，李能告诉张军，自己在
市委和省委都有很好的关系，既然兄弟间
有了交情，首先要把张军的儿子安排到一
个吃市财政的岗位，其次要和张军一起搞
几个像样的项目，让张军像自己一样过上
有钱人的生活。他还承诺，在不久的将来
会给张军一个更大的惊喜。

张军毫不犹豫，立刻将 5 万元钱交给
李能，让李能为儿子的工作打点。李能简
单推辞了几下之后，把钱装进了手包。

2012 年 9 月，李能打电话给张军，说他
儿子上班的事情已经办妥，两个月后就可到
单位报到，现在自己有一个非常秘密的事情
要和张军面谈。张军没敢停留，立刻打车赶
到了李能所在的宾馆。李能把自己正在搜集
几个重要的图案，筹划一笔巨额启动资金，准
备解冻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存在美国一家银
行的重要账户的事情告诉了张军。看着李
能手中的几个重要图案，以及那些发了黄的
英文凭证，还有李能包中的一沓沓“美金”，
张军有些发晕，很快他就作出了一个“英明”
的决定：他要跟着李能兄弟一起发这笔大
财。李能用手拍着胸脯承诺，只要张军不乱
声张，筹集 10 万元就回报 20 万元，无论多
少，都按张军筹集的款项双倍返还给他，另
外再给他解冻金额的 5%作为奖励。据说，
这 5%就可以让他几辈子都享用不尽。

悔之晚
接下来的日子里，李能变着法

儿地让张军筹款。张军也不含糊，
不停地开拓“业务”，陆续把那些托
自己办事的人的钱，一笔一笔地汇
给李能。截至 2013 年 12 月底，张军
汇给李能的款项已经达到了 80 余万
元，但遗憾的是，李能非但没有给张
军的儿子安排工作，还把收到的 80
余万元挥霍一空。同时，由于收了
别人的钱财，却一直没能给人办成
事儿，那些为孩子跑工作、跑学校的
家长不愿意了。在张军的一拖再拖
之后，家长们再也没有了等待的耐
心，陆续向公安机关报警，张军和李
能也分别被公安机关抓获。

2014 年 2 月 20 日，站在被告席
上的张军一脸的悔恨，他说他主要
是为了一张面子，也为了让自己的
儿子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才一步
步越陷越深，没想到害了别人也害
了自己。

2014 年 4 月 9 日，在法庭上，当法
官询问李能为什么会骗张军那么多
钱时，李能坦陈，他从来没遇见过像
张军那样又大方又实在的人，只要自
己张口，张军就会源源不断地汇款过
来，这让他非常“感动”。如果张军知
道自己的大方和实在被人如此利用，
又会作何感想呢？其实，若不是他
也动了贪心，身陷骗局又去骗更多
的人，又怎会发展到这一步呢？（文
中人物皆为化名）

记者 李晓玉 通讯员 程安营 王
莉/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