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晨报》消息
近

日一则夫妻房子被儿抵押

的新闻引发关注。 程女士

夫妇二人退休前都是北京

某国企高管， 家有一儿一

女。 本应该安度晚年的程

女士没想到， 自己的亲生

儿子小刚（化名） 却花了

190万元伪造了自己和老

伴的死亡证明、 姐姐放弃

继承权的声明书， 将父母

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并抵

押出去。原来，小刚在承包

工程时欠了一大笔工程

款， 房子抵押后还欠了贷

款公司510万元。事情败露

后，小刚一度想要自杀。虽

然事后， 公证处将房子还

给了程女士夫妻俩， 但二

老还是被小额贷款公司不

断骚扰。目前，他们已经准

备报警求助。

程女士告诉记者，儿

子小刚是做工程承包的，

已经结婚， 原来一直和他

的爱人在百子湾的一处房

子中居住。“去年， 我的儿

媳妇突然给我打电话，说

小刚把百子湾的房子抵押

出去了， 而且还把我和老

伴现在住的房子转到了自

己的名下， 也准备抵押出

去。”听到这个消息，她震

惊不已，“我和爱人还活

着， 怎么能够不声不响的

就把房子过户， 还抵押了

呢？”

小刚称， 自己伪造假

的证明和抵押房子都是因

为承包工程失败， 欠了高

额的债务。 本以为可以通

过抵押房屋还清债务，却

不想债务越滚越多。“我自

己的房子抵押了还不够，

债务越来越多。 就找人花

了190万元伪造了父母的

死亡证明和姐姐的声明

书， 把父母的房子也抵押

了。 但是还欠下510万元。

我之前想过退出， 但是已

经退不出来。” 小刚说，自

己很对不起父母， 但是现

在为时已晚。“我现在希望

父母能够起诉我， 起码就

不用殃及他们了”。

程女士说，目前，贷款

公司天天来家中骚扰，他

们一家人也不知道应该怎

么办， 只能报警求助。此

外， 公证处并没有尽到查

证义务， 要对她的损失负

责。

北京康普律师事务所

主任律师吴立宏表示，小

刚的种种行为已经涉嫌违

法， 应该以诈骗罪追求其

刑事责任。其次，通过伪造

材料获得的虚假公证书获

得的房产， 其后续的所有

法律行为， 包括房产过户

和抵押都是无效的， 房子

的产权理应恢复原状，重

新登记回两位老人名下。

小刚用于抵押的借款就应

该由其本人偿还， 与其父

母无关。

吴立宏律师同时指

出， 被骗子用假文书等材

料冒名顶替轻易骗过，公

证处的工作人员存在失职

行为， 应该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公证机构有责任

赔偿当事人的相关损失。

（刘晓雨）

《重庆晨报》消息
公

交车上，78岁的老人突发

疾病晕厥，呼吸、心跳渐渐

微弱。 驾驶员决定开着公

交车直奔医院， 车上数十

名乘客全部赞同……这一

幕，发生在18日的重庆354

路公交车上。 由于送医及

时“抢”出黄金6分钟，老人

很快恢复了生命体征，脱

离危险。

当日14时，一辆354路

公交车从重庆北站北广场

开往南坪中学方向， 车上

乘客很多， 一位老人站在

前门横着的3个座位处，旁

边一位中年女乘客发现老

人突然身子一沉， 赶紧让

出座位，扶老人坐下。但没

过多久， 坐在座位上的老

人突然晕厥过去。 女乘客

惊呼：“有人晕倒了！”车上

顿时一阵慌乱。

驾驶员李红川赶紧靠

边停车，来到老人身边。此

时， 老人垂着头， 双眼紧

闭、脸色发白，他摸了摸老

人的鼻息， 感觉已相当微

弱。 老人身旁的老伴也有

些不知所措。

李红川连忙征求车上

乘客意见，“等救护车来，

要绕南坪大循环， 起码一

刻钟！”他要求先将晕倒的

老人就近送往重庆市第六

医院，大家都表示赞成。李

红川说，开公交车19年，这

样的情况也是第一次遇

到， 但他知道救人只有几

分钟黄金时间， 所以脑子

里一直有一个想法，“快

点，再快点！”从万寿路车

站距离市六院只有一两公

里，但要绕一个圈，李红川

驾驶公交车到达重庆市第

六医院仅用了6分钟。到了

医院，李红川跳下公交车，

直奔急诊科， 之后和医护

人员一起将老人抬上移动

床后离开了医院。

令人庆幸的是， 经过

医护人员的救治， 老人很

快清醒了过来， 目前生命

体征平稳。

（顾晓娟）

《钱江晚报》消息
18

日， 杭州下沙大学城发生

感人一幕，9时， 在杭州师

范大学医学院与杭州市红

十字会开展的志愿者联谊

活动上，83岁的退休老师

李子平和老伴， 携手签了

捐献遗体协议。

她说，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杭师大是她的母

校， 当初在师大医学院上

解剖课时， 用来学习的东

西，都是前人的奉献。如今

人口老龄化， 希望学生们

能研究老年病。 所以离世

后愿意把自己的遗体捐献

给母校。她说，签约了却了

一桩心事， 也是夫妻俩最

后的约定。

记者在李子平家见到

了她和老伴。40多平方米的

老房子，墙上挂满了医学图

谱，两位老人满头白发。

李子平生于上海，16

岁考进杭州护士学校，毕

业后在杭州市卫生局工

作。 她立志一定要学好医

术，在工作8年后选择去当

时的浙江医科大学继续求

学，就读医疗系。

1966年，李子平读满5

年毕业， 被分配到当时的

浙江麻纺厂做医生。 在厂

里， 她负责上百人的生老

病死，什么病都要看，大到

心肺疾病，小到腿脚抽筋，

白天没解决的疑难杂症，

晚上要回宿舍翻书查资

料。她的世界围着病人转，

除去睡觉， 每天15个小时

的工作时间似乎不够用。

1981年， 李子平到了

浙江医科大学杭州分校

（杭师大医学院前身）当老

师。 那时40多岁的她几乎

跟医学打了半辈子交道。

她说起自己的一生， 用了

“幸运、幸福”这4个字。

想把自己遗体捐出来

的想法，萌生在80岁那年，

触动她这一想法的， 却要

回溯到28岁那年。 那是她

就读大学的第一年， 有一

天李子平走进解剖室，老

师为学生们介绍现场的标

本。 在一排的器官中有一

颗“心脏”震撼到了她。“当

时老师介绍， 那是我们大

学老校长洪式闾的心脏，

在离世时， 他毅然捐出心

脏做标本。”这份敬意李子

平一直埋在心里。

前几年，看朋友去世，

将骨灰撒了， 李子平觉得

很可惜。

“人体有很多宝贵的

器官，可以救人，遗体可以

做解剖， 有疾病的可以做

病理研究， 这些对医学事

业的发展非常重要。”李子

平说，这个心愿，得到了儿

子们的支持。

（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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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飞雕鸮

3月18日，工作人员在

活动现场放飞雕鸮。当日，

由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等主办的第13届“观鸟中

国·爱心伴鸟在旅途”活动

在河北秦皇岛北戴河国家

湿地公园启动。 启动活动

现场先后放飞了国家一级

保护鸟类大鸨， 国家二级

保护鸟类灰鹤、雕鸮，以及

绿头鸭、豆雁等12只。据介

绍， 该活动将持续到11月

底， 并组织市民与观鸟爱

好者开展观鸟、护鸟活动。

摄影/新华社记者杨
世尧

新华社消息
看着

保护棚搭建起来，得知山

西省文物局批复了玉皇

庙保护修缮工程的立项

报告，58岁的曹文孝终于

松了口气。他感慨道：“终

于等到修的时候了。”曹

文孝是山西省平顺县南

社村农民，也是该村省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玉皇

庙的文物保护员。

3月18日， 记者走进

玉皇庙，眼前的情景宛如

一位打着点滴、输着氧气

的病人。正殿前的两根柱

子被铁丝拉扯着，献殿内

一根根长木棍和殿外的

一个个水泥墩相互用力，

支撑着开裂的墙体。

尽管伤痕累累，却掩

饰不住这座600余岁元代

大殿的建筑魅力。正殿前

两根粗大的桑木柱子和

殿内两根粗大的荆木大

梁，自然取材，粗放不羁。

两面墙上是二十八宿的

壁画，线条流畅，人物栩

栩如生。

“这已经算是好的状

态了，前些年庙内连院墙

也没有，大殿后墙部分倒

塌，村民们在庙内庙外空

地上种地。”曹文孝说。

曹文孝正式与玉皇

庙结缘是在 2009年。看

着本村唯一的庙宇日渐

破败，曹文孝内心焦急。

“后来部分墙体倒塌，岌

岌可危， 我觉得不能再

等了！”曹文孝说，于是

2009年农历3月初，他向

全村发起倡议， 立志加

固庙宇。

在《倡议书》中，曹文

孝写道：“……这是我们

祖先的聪明才慧，也是我

们代代南社人的骄傲，但

是喜去忧来，因年久失修

日月摧残……面临倒塌，

怎么办， 急需维修加固，

刻不容缓。我们身为南社

村的子孙后代，有义务保

护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

遗产……”

“当然也有不理解

的，比如不让村民在庙内

种地， 就得罪了11家，被

骂多管闲事。” 曹文孝回

忆说，“但绝大多数村民

支持维修工作。 全村170

余户，户户出钱，人人出

力。 最后大家共捐款4万

余元，捐工百余日。”

一年后古建筑得到

了加固， 而曹文孝自家7

亩地全部荒废。

如今， 记者看到，四

周院墙修建了起来，正殿

后墙得到加固，安装上了

防护栏对文物进行保护，

并在献殿外修筑了水泥

墩防止墙体倒塌。

2010年，曹文孝成为

文物保护员后，就开始了

以庙为家的生活，虽然每

月只有300元工资。“祖先

在条件不好时修建了这

么好的建筑，现在条件好

了，我们保不下来如何对

得起古人。” 曹文孝说。

（王学涛）

山西一农民保下一座600余岁元代古建筑

为拿房抵债 一男子花190万伪造父母死亡证明

老人晕倒 公交车变救护车“抢”出黄金6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