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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刘希平 彭丁云 周长军 文天骄

电影《京城81号》，影片里不断出现的惊
悚情节及画面，让人心惊肉跳！影片中出现的
这座老宅子位于北京市朝阳区， 曾一度被传
说成“京城第一凶宅”。

当然，北京“凶宅”的故事后来被证实系
子虚乌有。

但在长沙天心区， 却真真实实存在一套
“凶宅”。买家后来得知在这套“凶宅”里发生
的事情后， 向天心区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退
房。 法院经审理， 撤销了这套房屋的买卖合
同，判令卖家退还了85万余元购房款，并赔偿
买家相关损失。近日，天心区人民法院向社会
通报了案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85万元买套住宅却另有隐情
苏闵（化名）大学毕业后，从外地来长沙

工作，急需买一套住房。她找到长沙某房产中
介公司， 该公司推介了位于长沙市天心区竹
塘西路某小区的一套住房。 虽然这是一套老
房子，但交通便利，小区环境尚可，加之价格
适中，苏闵看上了这套住房。

2017年3月，苏闵与房主李敏（化名）通过
房产中介公司居间服务，签订一份《房屋买
卖合同》， 约定购房总价款为85万余元。合
同签订当日，苏闵向李敏支付购房定金3万
元， 向房产中介公司支付中介费1.7万元。
不久，苏闵通过向银行贷款，付清了全部购
房款。

2017年4月，收到全部购房款后，李敏将
这套房屋过户至苏闵名下。 苏闵为购买该房
屋，缴纳了各项税费共计2万余元。

随后，苏闵住进这套房屋。有一天，她
无意中从小区居民口中得知， 曾经有人在
这套房中自杀身亡。苏闵四处打听，了解到
这套房子以前一直作出租房使用， 就在她
购买之前， 有一名女性租客的确在房子里
自杀身亡了。

法院判决“退房赔钱”
花了80多万元，却买来一套“凶宅”，苏闵

向李敏提出退房，遭到拒绝，遂起诉至长沙市
天心区人民法院。

庭审中， 原被告双方就争论焦点问题展
开辩论。苏闵称，她入住之后，通过走访周边
邻居及有关部门， 才了解到该房屋在出租期
间曾有一名女子在屋内自杀身亡。 但购买此
房时，李敏却隐瞒了这一事实。苏闵认为，依
据《合同法》第54条规定，她与李敏签订的《房
屋买卖合同》应予撤销，李敏还应赔偿其相关
损失。

李敏辩称， 当时签合同时她没注意看合
同条款， 不存在蓄意隐瞒， 请求法院依法判
决。

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撤销苏闵与李
敏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李敏向苏闵
返还购房款85万余元， 并向苏闵赔偿各项损
失3万元；苏闵将涉案房屋的产权重新过户登
记至李敏名下。

一审宣判后，原被告均未上诉，目前一审
判决已经生效。

“善良风俗”应受法律保护
此案承办法官周长军说，“凶宅”一说，其

实并无法律界定。但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或
者乘人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
下订立的合同， 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
撤销该合同。

“本案中，李敏向苏闵故意隐瞒了交易房
屋之前有租客在房中自杀身亡的真实情况，导
致苏闵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违背其真实意愿而
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李敏的行为已经构成
欺诈， 故苏闵有权请求撤销该《房屋买卖合
同》。”周长军说。

那么，“凶宅”一说，到底属于民俗还是迷
信？

天心区法院家事少年审判庭庭长董燕认
为，“凶宅”的概念并无权威官方或法律界定。
到目前，也没有哪一部法律对“凶宅”下了一
个准确定义。按民间说法，“凶宅”就是指房屋
内出现过不吉利的事件，比如非正常死亡。

董燕分析，一般来说，如果房屋内发生过
非正常死亡事件， 对房屋之外的人心理上可
能会产生恐惧感。因此，这样的房屋在出售时
比正常的房屋会难很多， 这可以看做是一种
民间习俗。

“这种民间习俗在法律上可以归为善良
风俗，应受法律保护。如果房主故意隐瞒应予
披露的信息， 可能涉嫌欺诈而会导致房屋买
卖合同被撤销。” 董燕建议，由于房屋买卖金
额较大， 市民们在购买二手房前可以进行实
地了解，也可向周围住户打听房屋相关情况，
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产生购房纠纷。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姜金洲 易露

� � � � 【名片】
� � � � 廖丹，女，1991年出生于岳阳，是岳阳
市岳阳楼区一名普通的社区 “网格员”。她
积极当好社区的大管家、 服务员、 和谐使
者，以高票当选社区居委会委员，这并不多
见。她还连续两年获评“优秀网格员”称号，
成为全区650多名 “网格员 ”中耀眼的 “明
星”。

� � � � 【故事】
� � � �“五一”假期，廖丹佩戴红袖章，变身
“专业向导”， 与民警一起走街串巷， 开展
“平安楼区”巡逻。廖丹打趣道：“网格员是
社区事务‘总理’，‘劳动节’劳动最光荣！”

“有事找‘巴陵格格’。”如今，这话成了
岳阳楼区居民的口头禅。 作为全国社区治
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岳阳楼区率先在岳
阳市推行去行政化、强服务社区管理改革，
让“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网格员多为
女性，居民称其为“巴陵格格”。

廖丹从小聪明能干，爱管“闲事”。2016
年，她从招考中脱颖而出，如愿当上了“网
格员”。金鹗山街道党工委书记曹陶找她任
前谈话：“在网格里采集信息、宣讲政策、收

集民意、督查安全、处置事件、帮扶群众及
调解矛盾等，全是你的责任！”廖丹初生牛
犊不怕虎，回答说：“请放心！”

金鹗山街道地处中心城区， 廖丹被分
配到了社情民意复杂的夏万路社区第四网
格，一个人要管理服务1165位居民。廖丹知
道领导往自己身上压担子，但没想到“巴陵
格格”真不好当：如何入户？如何取得居民
信任？如何让人满意？

“泄露我的隐私，我不录。走走走。”初
来乍到，廖丹入户调查，听得最多的是“你
快走”。受了委屈，廖丹当着居民微笑，躲着
就哭鼻子。她调整心态和方法，采用错时入
户。96个楼栋、501户居民，她一个人，一双
腿，一支笔，两年下来笔记本堆起来有半米
高，记录下各种信息。哪户有困难，哪儿有
窨井盖，都做到心中有数。从怀疑到熟悉，
廖丹渐渐被居民认可。

“方爹，您鼻子受伤了吧？我带您去医
院！”“不小心摔伤了，没大碍。”去年底，居
民方爹鼻子上一点红色印记， 也没逃过廖
丹的眼睛。方爹婉拒后，廖丹灵机一动，联
系附近医院来社区义诊。第二天，义诊队伍
就来了，她把方爹扶到楼下，请医生给他检
查治疗。 当天， 其他居民也享受了免费检
查。

去年冬天，廖丹接到居民举报，兴万巷
121号楼房一台太阳能设备漏水，引得邻里
不和。她赶到现场调查，大家谁也不认账。
她又请居民排查水表， 发现是5楼的住户。
可联系不上住户，居民意见纷纷。廖丹大冷
天飞身上顶楼，用布扎紧漏水处，居民都看
在眼里。傍晚，廖丹终于联系上了5楼住户，
帮忙维修解决漏水问题。居民们纷纷致谢：
真不好意思，白天对你态度不好！

俯下身子，挑起担子，廖丹成了社区居
民信赖的朋友。去年，年纪轻轻的她高票当
选社区居委会委员。“这对网格员来说，是
莫大的荣誉。”街道联点社区的干部周望星
点赞，“廖丹办事热心，效率又高，自然就得
到群众夸赞。”

“真正把群众装在心里，才能在这个平
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在岳阳楼区社区
工作的典型发言会中，廖丹道出感悟。同行
都说，这是每个“巴陵格格”都想达到的境
界。

� � � � 湖南日报5月2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彭团） 记者昨天从省文明办获悉，中
央文明办、中国文明网发布了2018年“中国
好人榜”4月榜单，共有104位“身边好人”入
选，湖南的陈明安、许志礼、曾丽霞、高城4
人上榜。

获评“助人为乐中国好人”的陈明安，
是永州零陵区的七旬老人。1989年，陈明安
偶遇智障流浪少年点点， 他为点点搭建了
简易住所，每天提供一日三餐，并送去衣物
被褥。近30年里，陈明安一家人都把点点当
成亲人照顾。

许志礼是岳麓区含浦街道干子村村
民。1992年，许志礼和湖北来凤姑娘黄翠云
一见钟情。 正在热恋的他们， 未料遭遇车
祸，造成黄翠云双下肢瘫痪。出院后，许志
礼直接将黄翠云接回家中照料。26年来，许

志礼细心照料妻子， 让妻子重拾对生活的
信心。许志礼获评“孝老爱亲中国好人”。

茶陵县农商银行的普通柜员曾丽霞，
以真诚热情的服务打动客户。2017年3月15
日，曾丽霞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一名农妇
称存折遗失了，急需补办，由于丈夫卧病在
床，无法前往银行柜台。当天下班后，患重
感冒的曾丽霞冒着暴雨驱车一个多小时赶
到农妇家中，为他们办好了挂失手续。她获
评为“诚实守信中国好人”。

2015年12月9日，岳阳楼区公安分局干
警高城在解救被持刀绑架的小学生时，扑
向歹徒的尖刀，顿时他的左手手掌被刺伤，
鲜血直流。从事刑警16年，高城侦破的重特
大案件不计其数，为了打击犯罪，他数次与
死神擦肩而过。他当选为“敬业奉献中国好
人”。

这桩房屋买卖为何被撤销

� � � � 湖南日报5月2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雷文明 ）今天，省公安厅交警
总队对外通报，“五一”小长假期间，全
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超过858万
台次，同比增长5.3%。接报警起数同比
下降13%，未发生死亡3人以上的较大
道路交通事故，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
交通拥堵。

“五一”小长假期间，全省公安交警
部门日均出动警力4.9万余人次、 警车
2.1万台次，共查处交通违法2.2万起，其
中现场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7509起，
包括无证驾驶1342起、酒驾71起、醉驾
14起、毒驾8起、客车超员110起、货车超

载108起。 继续实行高速公路重点违法
有奖举报，共收到群众举报信息6000余
条。

公安交警深化高速公路“一路多
方”工作机制，综合采取分时段“滴水
式放行”“拉链式通行”、 借道通行、关
闭沿线收费站等应急管控措施， 全域
调控路网流量。3天小长假， 全省共启
动交通应急预案100次，疏导、分流车
辆80余万台次， 成功应对了17波次车
流高峰。 对符合条件的高速公路简易
事故，一律推行快处、快撤、快结、快
赔，共快处快结事故352起，第一时间
恢复路面通行。

� � � � 湖南日报5月2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
员 黄瑶 卓凌宇）落实普法责任制，长沙迈
出新步伐。4月28日下午，长沙市“谁执法谁
普法” 联席会议暨庭审旁听活动在长沙市
中级人民法院召开， 长沙市“谁执法谁普
法” 项目化管理22个常规项目和65个特色
项目责任清单正式发布。

据介绍， 这是长沙市首次组织普法责
任制联席会议成员旁听庭审活动， 全市53
家普法责任单位、各县（市、区）150余名领
导干部在现场真切感受到了法庭的庄严和
法律的神圣。

去年以来， 长沙市全面构建以常规项

目和特色项目为主要内容的年度“谁执法
谁普法”项目化管理模式，注重项目申报立
项、项目实施管理、项目评价考核、项目宣
传推广4个环节，探索建立“谁执法谁普法”
项目化管理工作报告、 责任公告、 负面清
单、述法评议和考核激励机制，鼓励引导各
责任单位实施一批质量高、影响好、效果实
的精品项目。

长沙市司法局局长尹小英表示， 全市
各普法责任单位将抓住“关键少数”，通过
开展“一事一提醒”“一季一观摩”“一年一
评议” 等举措， 推动法治长沙建设创新发
展。� � � � 湖南日报5月2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陈留锁 侯赋智） 一女性乘客
在公交车等待红灯时要求下车被拒，
一莽男“抱不平”竟在公交车行驶过程
中强行拉拽司机酿车祸。4月28日，长
沙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对犯罪嫌疑人刘某某依
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4月13日14时许，犯罪嫌疑人刘某某
乘坐公交车至长沙县泉塘菜市场时，同
在一站上车的一女乘客发现坐过站，要
求司机在等待红灯时开门下车。 因违反
规定且极不安全， 公交车司机对该要求
予以拒绝。遭到拒绝后，该女乘客便与司
机争吵起来。刘某某为帮女乘客出头，情
绪激动地站在驾驶位旁与司机争吵，竟
在公交车行驶过程中强行拉拽司机手
臂， 造成公交车失控后偏离车道撞向路
边一根电线杆，导致电线杆被撞断，一辆

小车的尾箱撞坏，公交车车头严重受损，
车内乘客猝不及防摔倒，幸无大碍。经预
估， 公交车和电力设施的修复费用高达
77000余元。

4月23日，侦查机关将该案移送长
沙县检察院。“我拉一下司机怎么就犯
法啦？”该院侦查监督科办案组检察官
对犯罪嫌疑人刘某某进行讯问时，他
仍未认识到自身行为的严重性和危害
性。 检察官对刘某某进行法制教育并
指出，“行驶中的车辆本身就处于危险
之中， 你拉拽司机的行为会导致车辆
失控， 对公交车内的乘客以及道路上
的其他车辆和行人的安全构成危害，
所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在看守所内，刘某某听到办案检
察官的释法后悔恨交加，“都是我一时
冲动，不懂法也没考虑后果啊！”

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侦查中。

� � � � 湖南日报5月2日讯 （通讯员 宋丹 记
者 龚柏威）在不久前结束的全国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中，晏某由人搀扶着进入考场，参
加了考试。

晏某今年78岁， 是益阳市赤山监狱服
刑人员。从2011年4月至今，晏某共13次报
名参加自考。 虽然还只有中国古代文学一
门课程通过考试，但他从不气馁。他说：“我
要把刑期当学期，改造求再造!”

年轻时，晏某也有过高考梦，但未能如
愿。后误入歧途，身陷囹圄。7年前，他偶然
看到监区贴出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宣
传单，得知监狱开设了自考考点，他开始有
点动心。

监区警察鼓励他积极报考， 晏某开始
了他的自学考试之路。听力不太好，他申请
坐到最前排；手脚不太灵活、写字慢，回监
区后继续学习……每次文化课， 晏某听得
很认真。

刚报考时，有人揶揄他，说他“装”，故
意引人关注，但他笑而不语。慢慢地，大家
发现他学习很认真，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
他还经常鼓励其他服刑人员参加自考。

赤山监狱于1986年10月设立全国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点。目前，该监狱已先后
有46名服刑人员通过自考获得本科、 专科
毕业证书，还有114人刑满释放后继续自考
直至毕业。

廖丹：
人见人夸的“巴陵格格”

� � � �廖丹

深情丈夫26年照顾病妻
英雄刑警解救人质受伤

湖南4人登上4月“中国好人榜”

谁执法谁普法

长沙推行普法项目化管理

78岁服刑人员坚持自考7年

“五一”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
交通拥堵

强行拉拽公交车司机酿车祸
肇事男子被批捕

社团文化展示青春风采
5月2日，长沙市周南秀峰学校，学生在表演校园剧《爱心送教》。 当天，开福区教育局举办庆“五四”青年节暨社团文化展示活动，180

名新团员通过入团宣誓和文艺节目表演等形式，展现新青年风采。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周文 摄影报道

法治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