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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41 年流浪后，朱得时终
于同意回家。

7 月 3 日上午 9 时，汨罗市新
塘乡副乡长黄孝奎应朱得时的请
求，带着七八个热心人，开着大卡
车来给朱得时搬家。10 时 20 分，
东西被悉数搬上大卡车，朱得时
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坐进了面
包车。政府为他们一家安排的免费
安置房里，收拾得干净整洁。凉席、
蚊帐、电风扇、电饭锅、牙膏、毛巾、
棉被等生活日用品都是崭新的。

黄孝奎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7 月 1 日今日女报 / 凤网关于朱
得时的报道引起了全国关注，当地
政府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不过，
好在朱得时也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

《汨罗职业乞丐朱得时的畸形人生》后续——

朱得时结束流浪，搬进安置房 

新家、新床、新被褥，看到眼前这一切，春草和弟弟京来笑了。

   “一个人偷着乐”引发的离婚案——

中奖 500 万！他瞒着妻子独自挥霍
文 / 浙云  绘图 / 司婉靖

买彩票中了 500 万元后，一般人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欢欢喜喜地和家人
分享，但也有人选择“一个人偷着乐”，连妻子也隐瞒着。这不，浙江东阳的徐军
买中 500 万后，瞒着 14 年来没红过脸的妻子陈虹，独自挥霍。可最终还是被陈虹
知道了，他却死不承认。由此引发了一场家庭危机……6 月 12 日，浙江省东阳市
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让人唏嘘的离婚案。

妻子闹离婚闹到法院，要跟自己
分财产，这是徐军最不愿看到的，而
且他对陈虹母女是有感情的，也舍不
得跟陈虹离婚，便请来律师为自己争
取机会……

在 4 月 9 日庭审时，徐军第一次
在陈虹面前亲口承认中奖的事情，并
对陈虹提出的感情破裂，请求法庭
判令准予离婚，依法分割财产展开了
激烈的辩驳，坚称自己和陈虹的感情
没有破裂，对妻子隐瞒中奖及未跟
妻子商量借出巨款的目的是为了家庭
的稳定、团结，拒绝离婚及分割财产。

之后，法官组织双方调解。面对
法官的真心劝说，陈虹承认 ：“十几
年来，我们的感情是很好的。发现徐
军中奖后，双方才不好的。如果没中
奖，没有隐瞒我，我也不会起诉离婚。”
而徐军也向陈虹承认了错误，要求和
好，并同意分一部分钱给陈虹。

但是，陈虹却坚决不同意调解：

“我都已经把他告了，还要分钱。如
果不离婚，以后他肯定不待见我的。”

6 月 12 日，法院再次开庭审理
并当庭宣判。法庭认为，二人婚后
共同生活多年并抚育一女，有感情
基础。导致失和的主要原因是徐军
隐瞒中奖事实，并擅自处分大额夫
妻共有财产。但徐军现已认识到错
误，有强烈的和好意愿，由此认定
两人的夫妻感情尚可维系。但购买
彩票所得的奖金属夫妻共同财产，
双方有平等的处理权，徐军擅自处
理大额财产的行为严重损害夫妻共
同财产利益。根据《婚姻法》的有
关规定，可对现存、可识别的财产
进行分割。法官综合考虑后判令不
准许双方离婚，但是对徐军存在银
行 的 210.8 万 元 按 7：3 进 行 分 割。
若今后陈虹发现两人还有财产的，
可另行主张。

 （本文严禁转载、上网、摘编）

行为确实给当地政府带来了负面影
响，他也知道，目前的生活环境不

利于两个孩子的成长，所以同意结
束流浪生活。

“其实在朱得时心里，他也不
希望两个孩子继续当乞丐的。”当
地一干部说。

为了让朱得时一家回归正常生
活，考虑到他们一家目前面临的困
难，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经过多次
跟朱得时的沟通后，承诺解决其
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四个方面的实际
困难。

朱得时女儿春草上学的问题。
计划安排朱得时的女儿春草在新
塘中心小学就读，教育部门将免去
春草就读的一切学杂费用；免去春
草的校车接送、中餐等费用。

朱得时一家的居住及基本生
活问题。政府已和新华纸厂达成一
致，暂将朱得时一家安置在该厂的
安置房里。等朱得时完全同意定
居后，由乡村两级通过其他途径解

决部分资金帮助其建房，解决居住
问题。考虑到朱得时目前的生活状
况，其定居后前期所需床褥、粮油、
炊具等基本生活用品由乡村两级解
决，引导其独立生活。

朱得时一家的户籍问题。丁园
村支两委会尽快帮其办理好户籍、
身份证等相关手续。

民政部门对朱得时的救助。汨
罗市民政局同意解决朱得时全家 4
个人的低保，每人每月 115 元，全
家每月 460 元，待其安定后，再同
乡政府、村、组共同来解决其房屋
居住问题。

朱得时也表示 ：“为了两个孩
子，不会再流浪乞讨了，一定会珍
惜政府以及热心人对我们一家的关
心与帮助，好好地过日子！”

惊喜 买彩票中了 500 万
“ 真 的 中 了？没 看 错 吧！”

2013 年 7 月 8 日早上，在浙江省
东阳市闹市区东岘路 42 号福彩
网点里，徐军睁大眼睛直愣愣地
盯着榜单，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时年 47 岁的徐军出生在自古
商贾云集的古镇——东阳市湖溪
镇。徐军性格有些偏执，认定的
事情很少改变。因年轻时高不成
低不就，徐军三十多岁了也没成
家。

2000 年仲夏， 徐军经 人 介
绍认识了比他小一岁、丧偶的陈
虹。贤淑的陈虹看上去比实际年
龄要小好几岁，可惜患有不孕症，
因此和前夫于 1997 年领养了女儿
健笑。哪料健笑读大班时，前夫

却因车祸英年早逝，孤儿寡母度
日如年。

徐军和陈虹交往不久，两人
就同居了。但徐军仍对爱情抱有
幻想，迟迟没和陈虹登记结婚。
2006 年 3 月，徐军终于收心，决
心与陈虹好好过日子。他将健笑
送到东阳城里读书，自己去建筑
工地当钢筋工，让陈虹“陪读”。

徐 家 父母 十分喜爱 陈 虹母
女，借钱给他们在城里买了套房。
可城里不比乡下，徐军 3000 多元
的工资支付房贷后便所剩无几，
粉刷房子的钱也是借来的。

不久，徐母生病住院。陈虹
不仅悉心照顾，还向娘家借钱给
婆婆治病。为减轻徐军的负担，

陈虹在婆婆出院后在一家皮毛裘
革厂找了份缝纫工作，忙完家务
就去上班。

拮据的生活让徐军产生了“一
夜暴富”的想法。路过东岘路的
彩票店，看到别人买彩票中奖，
他跃跃欲试，也想中奖改善一下
生活，便开始买彩票。偶尔中些
小奖，渐渐地，他迷上了，一买
就是 8 年。

每次中奖，不论 奖 金多少，
徐军都会给妻子和女儿买她们喜
欢的生活用品。2013 年 7 月 7 日
早晨，徐军像往常一样来到东岘
路 42 号的福彩网点，用 14 元买
了 7 注双色球。

隐秘 瞒着妻子一个人挥霍
徐军确定自己没做梦：真的

中了 501.8 万元！
俗话说，财不外露。内心激

动不已的徐军很快就强迫自己冷
静下来。确认领奖时间后，他悄
悄地离开了。

徐军到了工地却没干活，躲
在角落里 想了很 多。 当他 想 起
2011 年在浙江福彩圈里疯传的慈
溪人任某因买中 50 万的彩票后
夜不归宿，导致夫妻感情破裂，
悔改后却发现妻子出轨的事情，
心里直打哆嗦。

想想任某中奖 50 万元就弄
得妻离子散，自己中的可是他的
10 倍，恐 怕是 要 弄出人命……
思来想去，徐军觉得唯一的办法
就是封锁消息，尤其不能让家人
知道。于是，他提前下班，趁妻
子和女儿还没回家，偷偷地将那
张彩票藏在不换洗的冬大衣口袋
里。

当天，东阳一彩民中奖 500

万的消息就像炸开了锅，在大街
小巷里疯传。由于徐军非常低调，
没有向任何人透露半点风声。因
此，街 坊邻居都 不知道他 买中
500 万的事情。

8 月 5 日，徐军去杭州领奖。
为防止发生绑架等意外事件，徐
军特意叫上最好的哥们陪他去杭
州“玩两天”。

在文一西路浙江彩票发行中
心，徐军兑得税后奖金 401.8 万
元。

那哥们这时才知道真相，便
“怂恿”徐军 ：“辛 苦了一辈子，

这下总该享受一下了吧！”当晚，
徐军叫来七八个朋友去杭州最高
档的 KTV，每人“配发”一个小
费 1200 元起步的夜场模特，陪
唱陪喝……之后，他们又去杭州
凯悦大酒店要了一间一晚 35800
元的总统套房。这一晚，徐军消
费了近 6 万元。

回家前，徐军又去杭州解百

购物广场“周大福专柜”买了一
根价值 3 万余元的黄金项链，并
给哥们 1 万元的“封口费”，嘱咐
哥们 ：“千万不要让陈虹母女知
道我中奖的事情。”

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徐军
就骗陈虹，说他要和朋友外出办
事。然后叫上那哥们去杭州，和
朋友们一起享乐。依旧去高档的
KTV，叫夜场模特陪酒陪唱，住
高档酒店里的总统套房……几次
下来，徐军在杭州消费高达二十
多万元。

此外，他还在朋友打电话借
钱时，想都没想就往对方的账户
上打钱。最多一个借了 70 万元，
最少的也借走了 15 万元，借给朋
友的钱高达 150 万元。一个月后，
徐军偷偷拿出十几万元，对房子
进行了简单的装修，买来一台美
菱冰箱和一张圆桌。陈虹问他钱
是哪来的，徐军说是借的。

翻脸  妻子一怒打离婚官司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10 月底，

徐军买彩票中 500 万的事情还是从杭
州的朋友那里传到了东阳，也传到了
陈虹所在的皮毛裘革厂。一天，几个
同事跟她开玩笑 ：“你老公这么有钱，
你干嘛还出来打工呀！”陈虹听得一
头雾水 ：“你们是说我吗？我老公是个
钢筋工，哪有什么钱啊？”同事又说：

“地球人都知道你老公中了500 万。你
却装穷，是怕人借钱吧？”无风不起浪，
陈虹仔细一想，发现老公戴了一根巨
粗的金项链，还给家里装修等不正常
的举动，觉得同事说的有可能是真的，
但老公为什么不告诉自己呢？

当天晚上，看到徐军洗澡后又
拿出那根项链，陈虹便问 ：“你什么
时候买的项链？”“捡来的。” 徐军
轻描淡写地回答。第三天晚饭后，陈
虹在整理徐军的换洗衣服时，在他
的口袋里发现了一本建设银行的存
折。打开一看，她惊呆了——存款竟
有 210.8 万元！外面传疯了，自己作
为妻子却不知道……陈虹的心里是
说不出的滋味。徐军回家吃饭的时候，
陈虹问他：“你是不是中了 500 万啊？”

“谁瞎说呀？没有的事。” 徐军
答道。“我是你老婆，为什么到现在
还瞒着我？”陈虹继续追问。

“没有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说我
瞒你呀？！”徐军矢口否认。

“老公中 500 万，妻子却不知道，
天下有这样的夫妻吗？别忘了，这些
钱我也有份！”这分明是要跟自己分
钱啊！想着很多夫妻也像慈溪的任某
夫妇那样“能共苦却不能同甘”，徐
军担心陈虹知道后会跟自己离婚，坚
决否认 ：“真是无理取闹！”

见徐军死不承认，陈虹越来越
激动，说话也越来越难听……

这是他们相爱 14 年来，第一次
红脸、吵架。此后，徐军和陈虹之
间有一层隔膜，经常会因为一点小事
吵个不休，感情骤然降温。其间，徐
军怕这些钱会被陈虹拿走，赶紧取
了 30 万还掉母亲借来买房以及治病
的 债 务。2014 年 3 月初， 心灰 意冷
的陈虹意外得知徐军借给朋友的 150
万元钱连借条都没有。想着坐拥 400
多万巨款却只买一台几千元的冰箱和
不到 1000 元的圆桌，装修的东西也
是最差的那种，陈虹觉得老公变心了，
借巨款给别人却不要借条，分明是
在转移财产，为离婚做准备……

3 月 12 日，陈 虹向东阳市人民
法院起诉离婚，请求法院将现存的
210.8 万元均判归自己所有。

法院  婚姻维系 妻分余款七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