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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刘英
和杨一保的婚姻至今已经维系了
26 年，刘英生育了三个孩子，除
大儿子在 6 岁时溺亡外，女儿和
小儿子都已长大成人。

对于别人的这个困惑，刘英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她和
杨一保结婚 26 年，有 17 年的时
间是分居。这么多年来就是为了
两个子女，她才忍气吞声和刘一
保生活在一起。

在知道自己被骗后，刘英和
杨一保的争执吵闹就没停止过。
刘英说 ：“杨一保是一个对家庭
极度不负责任的人，几乎没有抚
育过两个儿女，对我更是有暴力
行为。”

2011 年， 刘 英 到湘阴县人
民法院起诉要求和杨一保离婚，
但法院以“没有提供夫妻感情完
全破裂的证据，夫妻仍有和好的
可能”为由而没有判决离婚。

但 刘英 显然不接受这个理
由。今年 2 月，刚过完春节，强
烈想要解除婚姻关系的刘英甚

至请来湖南一电视台情感节目的
记者，希望通过电视节目介入达
到离婚的目的。

在节目里，一边是刘英寻死
觅活地哭着喊着要离婚，一边却
又是丈夫杨一保跪着求她回家，
一双儿女抱着寻死的母亲哭着求
她回来的画面。

26 年前哥哥代弟弟入洞房，
似乎成了刘英心头的一个梦魇。
26 年的婚姻里，杨一保又经历
了什么呢？

7 月 3 日晚， 今日女 报 / 凤
网记者向刘英的丈夫杨一保进
行了求证。这个年约六旬的中年
男人对妻子的控诉全部都予以否
认，他的语气同样是气愤难平。
杨一保说，当年的相亲故事并不
完全是刘英说的那么回事。而且，
他认为，刘英五年前背叛家庭突
然离家出走，才是她今天要起诉
离婚的真正原因。

当年相亲事情真 相到底如
何？杨一保建议记者观看今年 2
月份某省级频道播出的情感节

目。记者在该节目里看到，杨一
坤面对镜头承认，26 年前的确
是他代替哥哥杨一保和刘英去
相亲的，原因是杨一保当时正好
外出务工，而他和哥哥的相貌又
比较相似。入洞房时，哥哥也的
确是穿了他的衣服，因为那时哥
哥刚离婚很穷，没有一件好衣裳。
但杨一坤强调，他代替哥哥相亲
的事实早已经跟当年的媒人讲
清楚，并没有故意欺骗的意思。
当时刘英应该是清楚这一点的。

对于杨一坤在节目里的说
法，刘英在 7 月 3 日接受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采访时回应，她当
年并不知情，因为她那时听不懂
湘阴话，又胆小紧张，而媒人也
没有跟她说清楚这点。

对于刘英的说法，杨一保再
次坚决否认。“绝不是这么回事。”
杨 一 保声 称， 直 到 2008 年 前，
他们夫妻感情还是可以的，刘英
的出走是因为她在外面有了另外
一个男人，是她背叛了家庭，不
负责任地一走了之。

她心中的梦魇：26年前哥哥代弟弟入洞房
邵阳一女子指丈夫骗婚，丈夫称她有婚外情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李
建辉 常靖）今年 40 岁的罗某，寄居
在姐姐家吃住好几年，未交分文生
活费。可是令他姐姐没想到是，这个
弟弟竟然在索钱炒股未果之后挥刀
砍向自己 12 岁的女儿和丈夫的侄子，
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近日，衡阳
市蒸湘区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
对罗某依法提起公诉。

罗某因自己没有经济来源，寄居

在姐姐家。今年 2 至 3 月，他多次向
姐姐和姐夫索要钱款去炒股票，幻
想着炒股票赚钱后发财娶妻。但其
姐姐和姐夫靠打工挣钱，还要供两
个小孩上学，自家经济也困难，根本
没有多余的钱给他炒股。罗某因此怀
恨在心。3 月 8 日，罗某发现姐姐家
只有姐姐女儿和姐夫的侄儿两个小
孩在家，遂起犯意，反扣房门，挥刀
砍向两个小孩。

文 / 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相亲时，她看中的是弟弟，却没想
到，和她进入洞房的却是穿着弟弟同
样衣服的哥哥。她说她当时没有分辨
出来。

   26 年后，她终于鼓起勇气，想要
离婚。却没想到，男方竟然向她索赔
13 万元，当地法院也两次作出不予离
婚的判决……

   7 月 2 日，邵阳女子刘英给今日
女报 / 凤网打来电话诉苦。随即，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刘英是不是真的在外有另一个
男人呢？

7 月 3 日，在长沙县干杉镇近郊
的一户破旧农房里，刘英毫不避讳地
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承认，这里就
是她和情人刘军的“家”，房子是刘
军的，对方还有一个女儿。

  记者眼前的刘英，皮肤是长年
累月劳作晒后的黝黑。她大字不识几
个，但几份离婚申请书却写得整齐和
美观。“都是请人代写的，200 块钱
一份。”她说。

刘英 承认，出走这 5 年，她的
确是和刘军在一起。“但都是被杨一
保逼出来的。”她说。5 年来，刘军
给了她很多的关爱和支持，这也促使
她在 2011 年终于向法院申请起诉离
婚。

但刘英的行为又表现得非常矛
盾。在 2011 年湘阴县人民法院作出
不支持离婚的判决后，她没有继续
上诉离婚，因为“为了儿女，又想给
杨一保一个机会”。但是，她也没有
断了和刘军的关系。

5 年来，刘英一直游离在婚姻和
婚外情的边缘，也承受着情感的折
磨。“过年我就是无家可归，湘阴的
家不想回，这边又是名不正言不顺，
26 年始终没有享受过做女人做妻子
的真正滋味。”刘英淌着泪说。

刘英的抗争也并没有得到 19 岁
的女儿和 17 岁的儿子的支持。她的
儿子在已播出的电视情感节目里背对
镜头数落着母亲 ：“你一走就是 5 年，
我放学回家连饭都没人做给我吃。”

通过刘英提供的电话，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联络上了刘英远在珠海打

工的女儿。刘英女儿在电话里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我觉得过错方
是我的母亲，如果不是她有婚外情，
她不会和我爸爸离婚。”

她的女儿还说，虽然父母的关
系是不太和睦，但父亲并没有像母亲
说的那样完全没尽抚养的责任。在
她看来，父亲和母亲的矛盾，是父
母间的年龄代沟，沟通方式太死板，
双方脾气又都暴躁等造成的。

在记 者 和 刘 英的 女儿 通话 时，
刘英就在记者身边。对于女儿的说
法，刘英始终都没有插嘴反对，只
是在记者挂断电话后，她才表情落寞
地说 ：“我受的苦他们都不懂，如果
说我有错的话，没有离婚还有婚外
情就是我唯一的错。”

今 年 4 月，刘英 再 次向湘阴县
人民法院申请起诉离婚，丈夫杨一
保则以她有婚外情伤害了他的情感为
由，向她索赔 13 万元。

今年 5 月 8 日，湘阴县人民法院
再次作出不予离婚的判决，也不支持
杨一保的索赔请求。刘英的律师告
诉她，如果她坚持要离婚的话，6 个
月后再向法院起诉，按照常例，被判
离婚的可能性非常大。

但刘英对这些法律规定显然不
太明白，她心如死灰地说 ：“想死的
心都有了。”

而杨一保却对记者说 ：“如果她
肯回头，为了儿女，我还是愿意接纳
她回来。”

弟弟相亲、哥哥入洞房，媒妁之
言缔结的 26 年婚姻路，刘英还没有
走完。

（文中当事人均系化名）

对于未来，刘英并不想走回头路。

弟弟来相亲，哥哥入洞房
“我是被骗的！”

7 月 3 日，在长沙县干杉镇
近郊的一户破旧的农房里，48 岁
的刘英一手抖动着那纸不予离婚
的判决书，愤愤然地对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说。

刘英是湖南邵阳人，26 年
前由媒人做 媒带到岳阳市湘阴
县樟树镇新华村一户杨姓人家去
相亲。当年 22 岁的她是头一次
出远门到外乡，又没有家人陪在
身边，很是胆小，事事都 要靠
媒人来张罗。

刘 英 记 得， 相 亲 那 天 是
1988 年 7 月份一个日头明晃晃的
上午，她坐在杨家一条长长的条
椅上，头都不敢抬。只不过在家
的时候就听媒人说过杨家有三个
儿子，她看上哪个都可以，这让
刘英还是放心的。

不多久，杨家的小儿子杨一
坤进来坐到了她对面，刘英一手
搓着衣角，一边听媒婆絮絮叨叨
地说着什么。“天下媒婆是一家”，
说的当然都是好话。偶尔也听到
对面的男人用湘阴话回一两句，

只是刘英听不太懂。不过，趁杨
一坤说话时，刘英大起胆子微微
抬了下头，飞速地瞄了眼对面的
男人。

“好 像穿了件 绿色的外 套，
比较清秀的样子。”刘英回忆，“当
年杨一坤长得还是可以的。”  

 在刘英的印象里，这次相
亲见面的时间也就几分钟的样
子。之后媒人问杨英对杨一坤印
象如何，刘英羞涩地点了点头，
这就算答应了。只是，就要缘定
三生的两人却没有对上一句话。  

三天后，按照当年农村的风
俗，杨家摆上了几桌喜宴，刘英
算正式过门嫁到了杨家。洞房夜，
亲朋好友都散去后，刘英终于第
二次和看上的“新郎”见面了。

刘英回忆，当时天很黑，灯
光也不是很亮，而“新郎”还是
穿着相亲时的那件绿外套。刘英
当时感觉还有点奇怪的是，“新
郎好像比相亲时见面的杨一坤高
一点，模样倒差不多”。

这个小小的疑惑一直留存在
刘英心里，直到半个月后的一天。

那天，她在家开窗户，因为房子
旧，窗户也生锈了，她拉一下没
拉开，就用力加了点劲。窗玻璃
哐当一响，堆积的灰尘被抖了下
来，“淋”了刘英一眼。她揉着眼，
看见新贴的“喜”字快掉下来了，
赶紧贴过脸伸手去扶。

到了近前，刘英才发现喜字
下隔了层纸，好像还有字。她一
把将那层纸撕开来，一个半旧
不新的喜字出现在她眼前。刘英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她当
时心里就打了下鼓：这个屋里是
办过喜酒的？

刘英悄悄去找邻居打听，才
知道杨家二儿子杨一保和小儿子
杨一坤长相非常相似，区别就是
哥哥的个头比弟弟高一点。刘英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跟我相亲
的是弟弟杨一坤，他二哥杨一保
却穿着弟弟的衣服跟我入的洞
房。”  

刘英还了解到，和她结婚的
杨一保不仅刚离婚，还比她大近
10 岁。从那一刻起，刘英就觉得
自己被骗了。

离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家外的家

■资讯

湖南高院：首次公开开庭审理减刑案件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李宇

先 曾妍）7 月 2 日，湖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首次公开开庭审理一起减刑案
件。曾在 10 年间贪污挪用公款 1800
多万的益阳市赫山区地税局计划财
务科经费会计刘迪，因入监后“表现
良好、无故意犯罪”，被依法裁定由
之前所判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刑
罚减刑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不变。

当天，合议庭在庭审中认真审
查了对罪犯刘迪的减刑建议书、湖南
高院的二审刑事裁定书、执行通知书、
罪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的书面
材料，听取了出庭的执行机关工作人
员、检察机关的检察人员的意见和
刘迪的当庭陈述。

据了解，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
自今年 6 月 1 日起生效后，湖南高院

首次公开开庭审理减刑案件。按照此
《规定》，应当开庭审理的六类减刑、

假释案件包括 ：（1）因罪犯有重大立
功表现报请减刑的 ；（2）报请减刑的
起始时间、间隔时间或者减刑幅度
不符合司法解释一般规定的 ；（3）公
示期间收到不同意见的 ；（4）人民检
察院有异议的 ；（5）被报请减刑、假
释罪犯系职务犯罪罪犯，组织（领导、
参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
犯罪罪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
融诈骗犯罪罪犯及其他在社会上有
重大影响或社会关注度高的 ；（6）人
民法院认为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

同时，凡是减刑、假释、暂予
监外执行案件的裁判文书一律在中
国裁判文书网公布，接受全社会的广
泛监督。中国裁判文书网将开辟专栏，
以便于上网查询。

姐供他吃住，他却挥刀砍向外甥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