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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栾川县司法局庙子司法所所长 王六娥 整理/洛阳市司法局宣教科科长 尚剑玲

5月22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进行第
2014057期开奖。当期双色球头奖全国开出 6注，
单注奖金811万元。其中,河南省周口市一名彩民
在位于周口火车站附近的福彩第41270010号投注
站，通过一组8+3复式投注票，在擒获当期头等奖
一注的同时还中得二等奖两注、三等奖12注、四等
奖39注及五等奖30注，累计中得奖金866.9万元。

仅与中奖相隔3天，这位幸运的彩民张先生就
来到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领取了这笔大奖。来自
周口某县的张先生年纪虽不大却已在外打拼多
年。在工作中，他了解到最近几年周口市彩民不
停中得双色球大奖时就想：既然有这么多人能中
奖，为什么我不去试试运气呢？下定决心后，张先
生就对福利彩票双色球上了心。多次购买彩票
后，他认为中奖确实主要靠运气，而且自己工作忙
也没有时间整日琢磨投注号码，因此今年过完年
后，他以自己的幸运号码 02、03、04、05 为底，再随

意挑了几个大号组成了一组 8+3 的复式投注票，
采用守号的方式进行投注。

5月22日晚，张先生像往常一样吃过晚饭后用
手机上网查询当期双色球中奖号码。当一串熟悉
的号码映入眼帘时，他惊呆了。虽然平时已经多
次梦想过这个时刻，可事情真的发生时，他还是手
足无措。在短暂眩晕之后，回过神来的张先生第
一件事就是拿出自己傍晚购买的彩票进行核对。
通过再三比对，心情渐渐平复下来的他决定尽早
兑奖。把手头工作进行总结后，张先生周末一过
就到郑州领取大奖了。

领奖时，张先生表示也想用这笔福彩奖金为
周口作出贡献，所以会捐款 16.9 万元人民币给周
口市慈善总会用来帮助一些亟须帮助的群众。剩
下的850万元奖金他会先存在银行里，在自己想好
它们的用途后再使用，让这笔福彩奖金确确实实
转化为生活中的福气。 （豫福）

洛阳市栾川县司法局庙子司法所的调解
室里，放有一盒抽取式面巾纸，47岁的所长王
六娥舍不得用。

“这是留给当事人用的，有时候当事人说
到委屈处忍不住掉眼泪时，我们就抽一张让他
们擦泪。”王六娥说，“我们递上一张面巾纸，端
上一杯热茶，就在心灵上拉近了与当事人的距
离,这样很多事情调解起来也就会容易很多。”

村民小叶至今都把王六娥当作好姐妹，一
有烦心的事都想找她说。这还要追溯到她们
第一次见面时。

那是2012年6月，王六娥接到一个女子打
来的电话：“我想离婚，不知道咋办手续。”这名
女子就是小叶。

“你来司法所吧，我们聊聊。”小叶来到司
法所后，王六娥先给她端上一杯热茶，拉起了
家常，没有提离婚手续的事。

小叶突然大哭起来：“我要离婚，他一喝醉
就打我。我实在受不了了，给别人说这事吧，
又觉得太丢人，我就想给你说说。我是按便民
联系卡上的电话号码给你打的电话……”王六
娥递上一张面巾纸，说：“咱们有的是时间，你
慢慢说，我给你想办法。”

原来，小叶的丈夫在城区做生意，应酬较
多，酒后回到家，见东西就砸，见人就打。小叶
怕说出去丢人，多年来一直默默忍受，可是又
一次被打后她觉得实在过不下去了，就来找王
六娥。

王六娥听了后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
修得共枕眠。两人走到一起不容易，我先找他
谈谈，如果他恶习难改，我帮你写诉状。”送走
小叶后，王六娥约见了她的丈夫，给他分析了
酗酒闹事给家庭带来的伤害，讲解了《妇女权
益保护法》，并耐心给他讲夫妻之间相处的技
巧。

而后，王六娥又与小叶进行了交谈，并把
夫妇二人同时约到司法所做了一个心理游戏：
双方各自坐在一间办公室，先给出 10 分钟要
求他们在各自的纸上写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5
个人。测试结果显示，小叶在名单中只写下丈
夫和孩子后，不愿再作出选择，而男方也是写
下妻子和孩子后没啥可写了。

看到这样的结果，双方都沉默了。王六娥
借机从夫妻和睦说到家庭幸福，从婚姻关系破
裂讲到单亲家庭给孩子心灵及生活上造成的
创伤和影响。夫妻二人听后都无言以对，小叶
的丈夫更是对自己的行为深感愧疚，他谢过王

六娥，拉着妻子回了家。
“只要用心去工作，去调解，和群众心交

心，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王六娥说，司法所
工作人员就像刷墙工，让裂了缝的墙重新粘
实、变光滑。

咸池村的段某与邻居王某因厕所的问题
闹起了矛盾。段某把买来的柜机空调外机安
装在风道墙上，并且把风道当作厕所。王某认
为空调外机的噪声和散发的热气，把风道内厕
所的臭味吹到了他家，是故意让他难堪。就把
情况反映给王六娥。

王六娥实地查看纠纷现场后，分别听取了
当事双方的意见，然后向左邻右舍了解他们以
前互相帮忙的事。“你们过去互帮互助的事，不
少人都知道。现在年龄大了，你们的恩怨甚至
会影响到下一代……”在王六娥的劝说下，段
某同意将厕所挪走另建，两家和好。

“有些群众信访不信法，我就结合具体案
例，让他们相信法律是公正的。”王六娥说，
2013 年 3 月，辖区英雄村 4 组因高速路修路占
地发生13家宅基地安置纠纷，由于时间长达3
年之久，简易住房给群众生活带来不便。

13家人找到王六娥反映情况，王六娥赶到
现场后，先认真听取了群众的意见，然后对事
实真相进行调查，拿出具体方案后及时向镇党
委、政府主要领导反映，和镇土地所、村镇建设
办、民政办等单位共同协调此事。

王六娥牵头进村现场办公，拉尺子、撒灰
线……对宅基地重新给予规划和分配。王六
娥对群众代表说：“上访不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吗？你们提的意见有道理，但也要通过法律渠
道来解决。我为你们讲解《土地法》、《村镇建
设规划法》，你们听完后再做决定也不迟。”王
六娥有理有据的建议打动了群众代表，表示愿
意通过镇有关部门合理规划解决问题。

随后，王六娥积极协助有关部门，4天时间
解决了 13 家宅基地安置纠纷。群众感激地
说：“王所长，您真是我们的贴心人。”王六娥会
心地笑了。但是紧接着眉头就蹙了起来，感觉
到一阵一阵钻心的疼。大家赶紧把她送到医
院，经诊断她患了胆结石，做了切除手术。

她的女儿心疼地说：“妈，为了工作累成这
样，你值吗？”王六娥笑答：“值，能给群众办点
事，说明咱的工作有意义呀。”

封丘县的张立、刘霞夫妇有6个子
女，把孩子抚养成人费了不少心血。现
在，除长女经济条件不太好外，其余几
个孩子都在西安做生意，有房有车，小
日子过得一个比一个红火。而远在封
丘老家、年逾七旬父母的赡养问题却一
直未能得到较好解决。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
张立、刘霞的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需
要他人照顾，但除了大女儿、大儿子经
常照看外，其余几个子女鲜见露面。姊
妹6人也曾签过赡养协议，但因履行不
均，而无法继续。

2012年12月，因扶养问题言语不
合，张立、刘霞夫妇的大儿子张光及其
家人同妹妹张梅产生纠纷，发生厮打，
双方都受了伤。该案经派出所调解结
案。派出所除了解决双方打架问题外，
还对老人赡养问题进行调解，并达成协
议。在实施一段时间后，因有子女不尽
义务，协议又一次告吹。

2014年2月13日，张立、刘霞夫妇
一纸诉状将6个子女告上封丘县法院
黄陵法庭。该案由庭长马恒伟办理。

马恒伟接案后，通过走访调查，了
解案情后发现几个问题：一是兄弟姐妹
6人没有一个人说不赡养老人的，但在
说到具体赡养义务时，往往以工作太
忙、无时间等理由推诿；二是面子思想
较重，对父母起诉自己怨气较大，更不
想让乡邻知晓此案；三是家族内部矛
盾，使兄弟姐妹6人不团结，以至于斤
斤计较，各打算盘，大事谈不拢。

马恒伟深知，赡养案件是较为特殊
的一类案件，实践中，判决结案往往既
伤了当事人的感情，又可能加重子女与
父母的矛盾，得不偿失。调解结案效果
虽然好，但因为此类案件往往是家庭种

种矛盾造成，若没有一定的智慧、韧劲，
调解很难成功。

为了两位老人能安享晚年、家庭和
睦，马恒伟决定啃下这块硬骨头。由于
老人的大部分子女在西安生活。马恒
伟就和审判员郭建胜分别打电话，做张
立、刘霞夫妇6个子女的工作，找到他
们的分歧点，然后求同存异，反复调解。

在开庭的那一天，尽管比较低调，
但众乡亲还是知道了这件事，早早来到
法庭准备旁听。依据以前了解的当事
人不想让家丑外扬的思想，马恒伟、郭
建胜在办公室内又一次进行了庭前调
解，并表示如调解不成将公开开庭审
理，依法判决。张立、刘霞夫妇的6个
子女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的说
父母从小不让自己上学，对自己不好，
现在不应该管那么多；有的说自己在家
做不了钱的主；有的说生意太忙，没空
陪护老人等。

马恒伟、郭建胜耐心地听完他们的
意见后，针对他们的认识从情理法等方
面一一进行了劝解，既有和风细雨的劝
导，又有严肃的批评教育。

几番周折，张立、刘霞夫妇的6个
子女基本达成了赡养协议。但在即将
签字时，张立、刘霞夫妇的两个女儿因
平摊医疗费又反悔了。后经调解，张
立、刘霞夫妇的两个儿子自愿承担大部
分，余下的由两个女儿按比例承担，这
才达成协议。

协议签订后，眼看困扰自己多日的
赡养问题在法庭干警不辞辛劳的调解
下圆满解决，曾经紧张的父母与子女关
系、兄弟姐妹关系也得到了缓和。张立
老人感慨万千，紧紧握着马恒伟的手致
谢。（本文当事人人名为化名）
记者穆黎明通讯员郭文涛马洪光

5 月 12 日，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
由于仅开出一注头奖，因此当期一等奖
奖金高达 181 万元。这注“独苗”大奖
正是由我省信阳市一彩民在位于信阳
市红星村附近福彩第 41150078 号投注
站，买了一张 8 个号码的小复式彩票。
近日，这位幸运的中奖彩民张先生来到
河南省福彩中心兑取了这注大奖。

张先生在领奖时显得非常平静。
谈到自己的购彩史，张先生讲他以前一
直追的都是福彩的大盘玩法，从福彩刚
上市时的 33 选 7 到双色球，再到七乐
彩，他都颇有研究，虽然现在有很多人
觉得七乐彩大奖奖金没有双色球高，但
他知道，与之相对应的是七乐彩的中奖
难度也低了很多，因此，张先生在日常

投注双色球的同时，还会坚持用 8个号
码的小复式来投注七乐彩。

12 日中午，张先生像往常一样来
到信阳市福彩第 41150078 号投注站，
在简单扫了眼七乐彩中奖走势图后，挑
选了 8 个自己认为非常平衡的投注号
码。他还和投注站老板开玩笑：“别看
我买得少，说不定就会中个百万大奖
呢！”没想到，这句戏言还真的兑现了。
当张先生夜晚看着电脑屏幕上显示的
中奖号码时，可是发了好一阵呆。对于
这笔大奖的使用，张先生准备先给孩子
在信阳购买一套房子，再买一辆轿车，
他还会把剩下的奖金作为购买福利彩
票的基金，做一个终生的老彩民。

（豫福）

周口彩民守号中双色球超级大奖
向周口市慈善总会捐款16.9万元

信阳一彩民
中七乐彩头奖181万元

王六娥调解二三事

亲情裂痕

俗话
说，多子多福。但

年逾七旬的张立、刘霞
夫妇，却因赡养问题把6个
子女告上了法庭……近日，
封丘县法院黄陵法庭受理此
案后，成功调解了此案，在
当地反响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