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吴冬表
示，在该案例中，即使舅舅买下了房
子的产权，除非厉信阳曾经承诺放
弃居住权，否则不管房屋买卖合同
一案如何裁决，厉都有居住在此的
权利。不过，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
到，这类案件的执行较为困难，通常
律师会建议当事人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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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北公益集市开张
给外籍居民归属感

本报讯 记者 丁烨 日前，长
宁区虹桥街道在古北新区里的黄
金城道步行街进行了一次新的尝
试，一场名为古北国际社区公益
集市的活动将步行街上的广场挤
得满满当当。

黄金城道上的银杏树已一派
金色，在这明亮的色彩下，来自日
本互人多志愿者团体的日本主妇
们拉开阵势，摆起了“ 地摊”。负
责人以生硬的中文告诉记者，义
卖所得将全部捐给中国西部的贫
困地区建小学。

而在广场的另一处，来自保加
利亚总领馆的工作人员们，在现场

“ 教授”起了制作玫瑰花水；韩国
籍的发型师免费在为居民们修剪
发型，其精湛的“ 剪刀功夫”让许
多中年居民瞬间变得“ 潮”起来。

虹桥社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本次参加集市的爱心外籍人
士都是街道通过各种社区活动

“ 认识” 并邀请而来的，“ 现在看
下来这些居民的热情都很高，我
们也将把古北公益集市继续开下
去，让外籍居民在社区找到归属
感，也能发挥他们的特长，为社区
的其他居民作贡献。”

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在周
家渡街道，老人们每日的生活过
得既充实又健康。“ 健康周家渡”
项目实施一年多来，社区居民的
健康意识与自我保健能力得到明
显增强，整个周家渡街道成了“ 没
有围墙的养老院”，老年人在社区
得到更加优质的卫生养老服务。

“ 上南乐居”是周家渡老人们
的“ 第二家园”，也是“ 健康周家
渡”的一个缩影。百姓戏台、乒乓
比赛、摄影交流⋯⋯各类精彩纷呈
的活动每天都在这里上演，2层楼
的老年活动中心里处处是其乐融
融的景象。周家渡老年协会会长徐
阿海说，目前老年中心已积聚了
500多名老年粉丝，哪怕是寒冬酷
暑、刮风下雨，老人都会过来活动
筋骨，与伙伴们聚一聚。

提起周家渡街道的免费足疗
保健，居民们便赞不绝口。其发起
人是一位有着近60年党龄的退休
老公安杨林祥。他在自学人体反
射疗法之后，便把所学的知识无
偿地传授给大家。如今，足疗室里
每天会安排不同的项目，如中风、
妇科、肠胃、颈椎等，许多外区的
老年人也慕名前来。

里 道 小

“ 健康周家渡”
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 他凭什么不让我们回去住？
他还有点亲情吗！”带着患有脑瘫
的儿子在上海“ 漂”了大半年，年
近不惑的厉信阳仿佛跌到了人生
的谷底。

“ 明天临时住的宾馆就到期
了，有家不能回，孩子又这样
⋯⋯”12月的申城冰冷，厉信阳
一家却面临要流落街头，昨天他
自称“ 多次想到了死”。在浙江金
华和医院打医疗事故的官司的同
时，他又为房屋的居住权将舅舅
告上法庭。

然而，舅舅却丝毫不认可外
甥的控诉，“ 他根本是个无赖！”
舅舅坚称多年来厉信阳只是空挂
户口，自己已尽亲情本分，对方还
要求入住“ 不可理喻”。

本报记者 朱莹

在一家经济型酒店的标房里，
记者见到了厉信阳一家，妻子钱莉
抱着8岁的儿子相相坐在床边，母亲
和姐姐从浙江金华赶来参加外公的
葬礼，一家人挤在并不宽敞的房间
里，略显局促。

“ 孩子到现在也不认识爸妈，
不会说话，大小便也不会，连走路都
要搀扶。” 没说几句，钱莉就哽咽
了，当同龄的孩子享受童年时，相相
却好似零件损坏的机器，发条怎么
也拧不上。

这些年，孩子的疾病和两场官司
耗尽了一家人的心血，每个人的脸上
都写着痛苦，身为顶梁柱，厉信阳骨
瘦如柴，黑眼圈深陷。“ 孩子出生的
时候他其实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他
将来⋯⋯” 钱莉的话即刻被丈夫打
断，厉信阳黯然道，“ 现在还说这些
干什么。” 唯有8岁的孩子仿佛置身
事外，虎头虎脑的他蜷缩在妈妈的怀
里，一刻不停地抽动着手脚，偶尔还
会发出“ 嗯嗯啊啊”的声音。

“ 他越来越大了，抱也抱不动，
为了照顾他，我什么也不能干，一直

要盯着。”说话间，相相正把袜子往
嘴里塞，钱莉拉扯着再帮他穿上，明
知相相听不懂，她还是一再教导，

“ 这个不能吃的”。
2008年，相相在上海确诊为脑

瘫儿后，厉信阳和妻子的世界瞬间
崩塌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自
己的孩子可能永远都无法生活自
理，也不会和别人交流。多年来，夫
妻二人屡次带孩子来上海进行康复
治疗，无奈费用高，见效慢，加之奔
波两地，病情始终得不到好转。

厉信阳称，因怀疑孩子的病是
分娩时发生医疗事故所致，他正在
浙江与医院打官司。

“ 我们俩现在都没有工作，积蓄
早就花完了，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
不少，现在真的山穷水尽了。”厉信
阳看了看相相，无奈地摇摇头，如果
按照医院的整套治疗来做，孩子每
天的医疗费在300元左右，即使有儿
童医疗保险等，仍需自付至少一半，
而康复疗程则漫漫长路不知尽头，
这一切对已经“ 见底”的家庭而言
犹如一座大山，压得大家喘不过气。

“ 住酒店住不起，租房子吧，人
家看你带着个脑瘫的孩子，没几天
就不让住了。”对厉家而言，医疗费
只是障碍之一，带着孩子看病，食宿
皆是难题，钱莉回忆道，因为几番租
房都遭到拒绝，她和相相就像这座
城市的流浪者，居无定所。

然而，让厉信阳最愤怒的是，他和
相相在上海本该有个可以落脚的

“ 家”，他和儿子的户口就落在闸北区
的一处老公房里，户主曾是他的外婆，
现在则是他舅舅。用厉信阳和家人的
说法，舅舅罔顾血缘亲情，将无助的一
家挡在了铁门外，“ 他大门一关，把我
们赶出来了，一点亲情都没有！”

厉信阳缓缓道出十多年前的往
事。1990年，身为知青子女，厉信阳在
办妥了相关手续后，顺利将户口落在
外婆位于闸北区上的老公房里。这一

次落户在厉信阳眼中成为了舅甥矛盾
的根源，彼此的“ 心结”在往后的岁月
里经年发酵，逐渐变得不可收拾。

“ 我母亲是家里老大，对家里贡
献大，外婆当年一定要把我的户口
迁回上海。”厉信阳告诉记者，一女
三男，除了舅舅留在上海随父母生
活，其他人都插队落户到各地，上世
纪90年代，外婆想为大女儿也就是
厉信阳的母亲在上海留个根，遂力
主把厉信阳的户口迁回上海。

厉信阳回忆说，迁户口触动了
舅舅的神经，当年曾为此事争执。

“ 舅舅是反对的，和外婆吵，外婆后
来索性不和他们一起吃饭了。”

1990年年底，厉信阳顺利将户
口迁入，并在上海念了大学。1993
年，外婆去世，外公不久后搬到杭州
居住，今年10月底过世。

“ 读书的时候住校，舅舅家地
方不大，我也不想去打扰他。”厉信
阳回忆道，虽然为了迁户口一事有
过纷争，但那时他与舅舅一家的关
系还算融洽，工作后他住在宿舍里，
逢年过节还会把单位发的年货送上
门。在上海工作了五年后，厉信阳跳
槽回浙江金华，留在父母身边，娶妻
生子。

在厉信阳看来，这些年，虽然他
安家在金华，舅舅始终希望他把户
口迁出。“ 2009年时他去找我母亲，
商量让我迁户口，答应资助我另购
房产，且不说当时他和我母亲的协
议根本没法律效力，之后他也从未
在上海帮我找过房子。”

钱莉告诉记者，第一次带孩子
来上海看病时，舅舅曾经敞开大门
让他们入住了半个月，但此后就不愿
搭理。“ 他换了门锁，把我们关在门口，

也不来看看孩子，真的让人寒心。”
为了有一方住所，厉信阳奔走

居委、街道、公安等部门，却发现舅
舅早已将公房购买为产权房，且合
同上有厉信阳的印章。“ 我从来不知
道他在外婆去世后变更过承租人，
更不知道1999年时他购房，根本没
经过我同意！”厉信阳坚持，舅舅私
刻了自己的印章以达成购房目的，
多方沟通未果之后，他将舅舅告上
了法庭，起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在厉信阳所出示的《 职工家庭
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 的复印件
上，可见签名盖章一栏仅有四个印
章，并无亲笔签名。记者近日拨通闸
北区房屋管理局的电话咨询此事，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根据规定，购房
合同应有亲笔签名，不过私人图章
若长期沿用也可，但具体操作事宜
还需追溯档案。

外甥带着脑瘫孩子来上海就医
为何被舅舅拒之门外？厉信阳和相
相的户口明明就落在闸北区，舅舅
为何不让其入住？公房变成产权房，
舅舅购房时究竟有否经过厉信阳的
同意？⋯⋯近日，记者拨通了关键当
事人舅舅的电话，电话那头，舅舅对
外甥厉信阳对自己的指责愤怒道，

“ 他就是个无赖！”
“ 当年让他把户口迁回来是开

过家庭会议的，明确他只是为了念
大学，不会住在这里。”舅舅告诉记
者，虽然没有协议，但当时厉信阳迁
户口时其实有过“ 共识”，即他只是
挂个户口，并不会在此居住，更不会
要求分房子。此后多年，舅甥俩相安
无事，关系融洽。“ 作为唯一在上海
的舅舅，我对他肯定是照顾的。”

舅舅表示，这些年他曾多次和
长姐，也就是厉信阳的母亲沟通，希
望能将外甥的户口迁出，也曾一再
达成协议，称厉信阳绝不会要求分
房子，但对方现在全盘将之推翻。

“ 他们现在就是要住进来，要房子。
我儿子28岁了，也到了结婚的年纪，
连婚房都没有！”

对于私刻印章的说法，舅舅同
样予以驳斥，“ 他胡说，当年都是他
同意的。”对于合同上为何只有印章
没有签名的疑问，舅舅回答道，“ 当
时房管所购房手续不需要签字，只
需印章即可。”

一个脑瘫儿耗尽一家人心力

外婆将外孙户口迁回上海闸北

外甥指责舅舅私刻印章购房产

舅舅全盘否定外甥所说称不实

舅舅有产权
外甥也有权入住

》律师解读

脑瘫儿一家临时住的宾馆明天正好就到期了，今后再住哪里，目前厉信阳心里并没有底。 本报记者 贺佳颖 摄

知青子女携脑瘫儿回沪就医难入家门
指责舅舅偷刻印章私吞房产欲讨公道
舅舅全盘否认 反指外甥一家得寸进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