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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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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李花茜过得很不如意，事事不顺，时时堵心。恰
逢附近有庙会，李花茜跟着热闹的人群一起，烧烧香拜拜神，求个心安。这时候，

听说这会上有观香的，还很灵验，她便动了心。“据本座来观，你脉络清晰，印堂泛红，本该
有大富大贵的命，只因近日有‘小人’作祟，才让你近时诸事不顺……”半仙一席话，说得李花茜
连连点头，心里信了七八成。其实，就看她这愁眉苦脸的样子，谁看不来她有不顺心的事

啊？偏偏李花茜就迷进去了。
之后，半仙就成了李花茜的救命稻草，为求神仙庇护，她前前后后扔

进去了1万多元……

庙会相识
2012年 4月 8日，阴历三月十八，这天是

通许县孙营乡赵村一年一度的庙会。每年的
这几天，庙会上都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人头攒动中，李花茜眉头紧锁，步履沉
重，似乎感觉庙会上的热闹与她毫不相干。

她跟随人群无精打采地来到庙门口，照
着别人的样子进香磕头。

走出庙门，听到有人说“那边有个观香
的，可灵了”，李花茜半信半疑，却还是跟了过
去。

“大师，给我观观吧，看我啥时能过上好
日子！”李花茜惴惴不安。

“好吧！把右手伸出来，先让我观观你的
手相。”观香的中年妇女说。

这个女人本名张玉娥，后来自己改名叫
张修行，是三里五村有名的“信神头目”，人称

“张半仙”。
“据本座来观，你脉络清晰，印堂泛红，本

该有大富大贵的命，只因近日有‘小人’作祟，
才让你近时诸事不顺……”张半仙一本正经
言道。

“是呀！是呀！你观得真准！”李花茜满
脸惊讶。

“过了眼前的坎，你定会有喜事来临。”半
仙接着说。

“啥喜事啊！”李花茜追问道。
“天机不可泄露。我赐给你一个‘神囊’，

回家后再把‘神物’取出，埋在你家的香炉
里。然后叠上99个‘元宝’，明天带到庙会上
找我吧！”半仙嘱咐道。

当天下午，李花茜到家后，小心翼翼地取
出“神物”，发现囊内就有一颗黄豆。她有些
莫名其妙，这黄豆会有啥兆头？

半信半疑的李花茜下午买来黄冥纸开始
忙碌起来，连夜赶制出99个“元宝”。

次日，见到张半仙，李花茜忙问：“大师，
‘神囊’里就有一颗黄豆，这有啥说法啊？”

“黄豆好啊，说明你是皇家的人。你心里
的魔怔祛除后，定会时来运转！”半仙振振有
词。

“该如何祛除？”李花茜顿时兴奋起来。
“那你得信奉神灵，虔诚参拜，见庙烧

香！你跟随我吧，我会慢慢赐你良法，解你心
结……”半仙郑重其事道。

两人越谈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

授人把柄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李花茜隔三差

五地往张半仙家跑。
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多，李花茜渐渐对“师

父”打开了话匣子。
“大师啊，有一件事我有些说不出口，它

让我大伤脑筋，整天提心吊胆……”李花茜压
低声音。

“有话尽管说来，天师神灵自会给你做
主！”半仙正襟危坐。

“唉……也怪我年轻不懂事。前些年，我
丈夫常年在外打工，我在集市上认识了个叫
朴银山的人，慢慢地俺俩好了。大约维持了
两年，我怕孩子大了影响不好，就提出不再往
来。可朴银山不愿意，老纠缠我。为了摆脱
他，今年初我还花了 5 万元找社会上的人收
拾他。谁知道那些人收了钱不办事，朴银山
还是照旧骚扰我。他今年不但毁了我家的花
生西瓜，还把我种的 20 多棵杨树给锯走卖
了。真是把我逼得没法过了……”李花茜大
倒苦水。

“本座明白了，自有法子解你烦恼。你先
回去吧。”半仙眯着眼睛。

第二天，李花茜又来到半仙家询问是否
有了招数。

“昨天晚上，本座做了个梦，梦见你和那
个冤家一起来了。他有恶魔相助，你身单力
薄，如果想把他一招制伏，得和他打一场阴阳

官司。”半仙煞有介事道。
“阴阳官司？那怎么打啊……可不能让

亲戚邻居知道啊！”李花茜十分困惑。
这天晚上，李花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

不着，一直想着“大师”的教诲，想着朴银山啥
时候会认了错。不知不觉中，李花茜夜里真
的梦见了那一幅场景：

朴银山“负荆请罪”来了，面红耳赤地说着
“对不起了，真不知你有大师相助”。看到朴银
山服了软，张大师又请来一个自称是“张天师”
的白胡子老道，他说道：“本尊把这个恶魔抓来
了，现在交由你处置，任打任骂悉听尊便……”

睡梦醒来，李花茜内心有种说不出的喜
悦，心想张大师就是有能耐。

信者上钩
隔了两三天，张半仙称为了李花茜的事

儿捐了自己的玉，让她也捐400元钱。
李花茜赶忙把身上仅有的300元钱给了

半仙，并承诺改日定将余钱捐上。
眼看着时间到了 3 月底，家里开始忙碌

起来，揪蒜薹、除草、施肥。正在人手不够的
时候，李花茜的儿子突然喉咙疼。去诊所看
病吃药后，还是不见好转，她就领着儿子找到
张半仙。张半仙对着李花茜的儿子念念有
词，随后说了句“回去吧，不出两日就好了”。

过了不到两日，儿子的喉咙还真好了。其
实，她儿子是感冒了，一般的感冒周期就是 7
天，这是正好赶上感冒好了。李花茜夜里梦见
一个医生对她微笑，还硬塞给她100元钱。

次日，李花茜急匆匆地赶到张半仙家，问
这个梦有何解。张半仙先笑而不答，稍时，她开
了口：“本座就是那个医生，把你儿子病看好了，
你不还愿，神灵会怪罪的。”

听了这一番话，李花茜浑身打了一个冷
战。心想，张大师就是神啊，我少给了100元，
儿子没几天就病了。看来捐给神灵的钱财是
一点也不能含糊的，不然就会有不祥发生。

此后，李花茜更加信任张半仙了，不但把
100元钱补上了，还请她给自家院落看风水，
捐了 50 元辛苦钱。5 月份，李花茜还请半仙
给娘家兄弟破灾消难，同样又捐了200元钱。

自从跟随张半仙信神以后，李花茜心里
平静了许多，心想自己总算过上太平日子
了。可没过几天，朴银山又开始纠缠李花茜，
并表示还想和她保持不正当关系。于是，她
的烦恼又来了……

荒唐闹剧
李花茜向张半仙说了自己的烦恼。张半

仙摇头叹气，一副惋惜模样：“本座早有言在
先，你和那个叫朴银山的男人要想彻底了结，
必须打一场阴阳官司。那个被恶魔附了体的
男人，如今是真的不好对付了……”

“那怎么办啊，大师，你就发发慈悲，救救
我吧，我一切都听你安排！”李花茜顿时惶恐
不安。

“法子倒是有一个，我会请来99个‘老祖
’前来相助。不过，要想请 99 个‘老祖’到阴
间跟那男人打官司，需要给每个‘老祖’捐
100 元辛苦费。另外，本座会自始至终管你
这个事，也需要给 100 元钱。这场‘官司’要
想打赢，总共需要1万元钱外加6个土豆。按
照神灵的指示，想要斗赢恶魔，需要金木水火
土 5 个护法使者，这人间的‘土豆’就代表用

‘土’去跟他战斗……”
听此言，李花茜信心百倍，这次能制伏那

个人，就是花钱也值了。
到了第二天，李花茜把家里所有积蓄

3300元递给了张半仙，并且说会尽快把余钱
补上。

接下来的几天里，在李花茜正忙着向亲戚
朋友借钱的时候，她的儿子翻墙时突然从墙头
摔下来了。这一摔不打紧，可把李花茜吓坏
了，心想，莫不是神灵在责罚她没尽快凑齐那1
万元钱？看来欠神灵的钱就是会出事……

次日一大早，李花茜就急匆匆地把剩余
的 6700 元钱给了张半仙。捐够 1 万元钱后，
李花茜心里大大舒了口气，想到事情也该了
结了。

说来也奇怪，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朴
银山真的没再来骚扰了。

原来，张半仙在一天晚上去了朴家，见了
朴银山的母亲。因为那老太太也信神，就相
信张半仙是带着神的意旨来传达的。

“李花茜跟随我信神有半年了，是我的徒弟，
以后你的家人再也不能纠缠她了，否则……”

朴银山的母亲听了这话十分慌张，待儿
子回来后狠狠训了他一顿。

日子总算平静了一阵子，谁知风波又起。

自食其果
6 月底的时候，李花茜找张半仙拜神烧

香。半仙给她透露了世界末日将至需入“盘
籍”保住性命的事情。李花茜听信了半仙的
话，给了半仙500元钱为家人和亲戚入了“盘
籍”。

到了7月底，李花茜碰到一个男观香人，
说起自己半年来观香花了不少钱以及世界末
日入“盘籍”的事。

“你上当了，信神的顶多就封个香钱，哪
有张口要钱的。香钱至多十几块钱，哪有成
千上万的……”观香人认真地说。

听了那个男观香人的分析，李花茜心里
越想越不对劲，感觉自己真的受骗了。从那
回来的第三天，李花茜就去了张半仙家要
钱。半仙不但不给钱，还说自己坏了良心，不
知道感恩，俩人大吵了一架。

2013年正月二十六，李花茜在庙会上碰
见张半仙了，开口向张半仙讨要那 1 万多元
钱。张半仙据理力争，说那是自己给她办事
花的钱，两清了。

话不投机半句多。俩人没一会儿就在庙
会上大声叫嚷起来。一个吆喝对方是大骗
子，骗了自己1万多元钱；一个吆喝对方作风
不正，跟别的男人有不正当关系……

最终，张半仙还是没返还收取的1.1万余
元钱。

因为张半仙手里掌握着自己的隐私，李
花茜生怕她揭自己的短，就再也不敢明着要
这笔钱了，一直隐忍着。

张半仙因为在庙会上被李花茜吆喝了
一通，坏了她的好名声，就决定无论如何
也不会把那笔钱还给她。

就这样，双方僵持了一年多。
2014 年 3 月 1 日，农历二月初一，拜神

烧香后的李花茜越想越气，最终决定到公
安局报案。

警方立案后，于当日将犯罪嫌疑人张
玉娥缉拿归案。归案后的张玉娥拒不认
罪，无丝毫悔罪表现，更不愿退还 1.1 万余
元赃款。

3 月 17 日，张玉娥以涉嫌诈骗罪被通
许县检察院批准逮捕。目前，案件在进一
步审理中。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 张东 通讯员 李刚强/供稿

深陷迷局的女人

3月 29日 14时，袁小梅（化名）
骑着电动车，顺着新野县城区书院
路由东往西走着。突然，一辆轿车
从后面驶来，袁小梅没在意，又往
路边上靠了一下。可也不知道这
轿车着了什么邪，偏偏就剐蹭了她
一下，将她连车带人带倒在地。袁
小梅还躺在地上呻吟，轿车却突然
加油门跑了，留下袁小梅和围过来
的人群一片惊愕。

“这司机真缺德！”有人掏出手
机报了警。

袁小梅浑身疼，心里还有说不
出来的气愤。她被送到医院进行
救治，好在伤得不太严重，是轻伤。

接到事故报警后，新野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大队长王平、副大队长
赵岗迅速指令事故中队出警，即刻
兵分两路，一路沿街走访，一路查
看道路监控视频。有了监控帮忙，
又有不少目击证人，俩小时后，肇
事车辆就被找到了，涉嫌交通肇事
逃逸的司机海某也被成功抓获。

其实，撞人跑了之后，海某就
挺后悔的，可又存了那么一丝侥幸
心理。如今被抓住了，他反倒松了
一口气，心里也对袁小梅愧疚得
很。

4月11日，袁小梅出院了。
在交警大队事故中队调解室，

袁小梅和海某见了面，商谈民事赔
付问题。经过一番协商、沟通后，
袁小梅提出了一个意外的赔偿要
求。她说：“医药费、电动车维修费
及其他费用都免了，你就给敬老院
买两台彩色电视机吧，就当是惩罚
了，让你也记住这次教训。”海某先
是一愣，随后脸就火辣辣地热了起
来。瞧瞧人家这觉悟！刚才还害
怕她狮子大张口要钱太多呢，可人
家压根儿想的就不是自己。这里
外一对比，海某就觉得自己太自私
了，他二话没说，立马答应了袁小
梅的要求。

4 月 12 日，海某委托家人买了
两台29英寸的彩色电视机，送到了
城郊乡敬老院。

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杨峰 魏
俊朝/供稿

伤者意外的
赔偿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