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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黄家共有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10
人，黄海的同胞大哥已经去世，他与黄
容、黄英为同胞兄妹。

黄家的楼房建于1987年， 位于郴
州市苏仙区，家人当初就商定好，一楼
由父母居住，二楼归黄海夫妇，三楼归
二妹黄英夫妇。 引发争议的正是一楼
父母居住的房屋，面积约50平方米。

2000年父亲过世后， 大妹黄容搬
来和母亲同住， 另外三个同胞兄妹经
常回到这里看望母亲， 一大家子尽享
天伦之乐，让街坊邻居羡慕不已。

“那时候，我们大伙一到周末就窝
在这栋小楼里，喝茶聊天，有时还凑一
桌麻将玩玩，晚了不想回家，就挤挤睡
在一起，父母看着我们开心，我们也感
觉很温暖。”黄海的妻子李倩回忆起曾
经的美好。

“黄家子女多，常来往的却只有黄
海他们4兄妹，株洲那几个同父异母的
见得少。这4兄妹关系很好，尤其是周
末，看到那么多人聚在一起，我们都觉
得这两老人有福气。”街坊邻居异口同
声地告诉记者。

没有曲折的故事， 没有惊人的壮
举， 这一家人平淡朴实的日子里透露
出深深的亲情。面对记者的提问，不论
是黄海还是黄蓉，或者街坊邻居，大家

一致认为：“以前这一家子人相亲相
爱，很温暖。”

哥哥和母亲相继瘫痪
黄家兄妹闹到对簿公堂， 大伙都

觉得，除了那份有争议的遗书，与黄海
老婆也有很大关系。

黄海和妻子李倩于1979年结婚，
期间离异一次， 复婚。“黄海生病（瘫
痪）后她就不在家，女儿又在长沙，是
她几个小姑子轮流照顾她老公， 她不
管不顾的。” 住在黄海隔壁的周奶奶
说。 邻居肖爷爷肯定了这一说法，“黄
海一直是他妹妹照顾，他老婆不在家，
我们很难看到。”

对此， 李倩的说法是：“我和老公
感情一直很好，和小姑子感情也不错，
为了给她们姐妹腾住的地方， 我搬去
了资兴的家里， 很少陪老公是因为我
要挣钱。”

祸不单行， 原本身体健康的黄母
也意外中风瘫痪在床。“我舅舅生病
了， 妈妈和姨妈经常陪着舅舅出去散
步，舅舅洗澡都是我妈妈帮他洗，妈妈
还要照顾外婆。”黄容的女儿说，“外婆
病了一段时间后， 舅妈才把舅舅接到
资兴的家，直到外婆过世才回来。”

母亲过世打碎家庭的平静
黄母生病后， 黄海被妻子李倩接

到了资兴的家中照顾， 黄母则由黄家
姐妹轮流照顾。2008年过世后，黄容拿
出了一份代笔的遗书， 表示母亲愿将
房产送给她。

“立遗嘱为何不通知我和我老公？
这明显就是他们姐妹几个联合起来伪
造的，他们还去做了公证，也没有通知
我们，我们不服。”李倩认为，肯定是小
姑子哄骗母亲这样做的， 是有意独占
父母的房产。

小妹黄英是姐姐黄容的支持者：
“房子是母亲留给姐姐的，和我没有什
么关系，但是写遗书的时候我在场，社
区的工作人员也在场。 我们考虑到哥
哥身体不适，所以才没通知他；去公证
的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一定要哥哥在
场。”

黄英还说， 株洲的那些姐妹都同
意将黄母留下的房子给黄容，“没想到
我们全都被哥哥给告了。”

社区的出纳张燕说，2008年，受
黄家家属所托，她作为社区工作人员
代黄母起草了一份遗书。遗书起草之
时，由于黄海身体不好，没有通知他
到场，“黄家三姐妹没有强迫黄母的
迹象。”

“为了50平方米的小房，争了这么
多年， 搞得自家兄妹走上法庭， 何必
呢？”谈起兄妹夺房之争，邻居们都表
示很不理解。

《一份遗书引爆9兄妹夺房大战》后续

“夺房兄妹”原本相亲相爱
以前这一大家子很温暖，为50m2老宅对簿公堂，邻居们都说“想不通”

母亲重病，哥哥生活不能自理，妹妹帮忙照顾，这
原本是一幅很美好的画面，但在利益面前，亲情却被
无情撕裂，那间承载着美好回忆的小屋让兄妹们相互
憎恨，着实让人唏嘘。是非可以用法律来判，法官却
审断不了亲情。真心希望，房产之争最终能通过调解
解决，千万别为了一点小利阻断了一世的亲情。

��������日前， 在长沙召开的 2011 年广州军
区第 14 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术交流会
上，来自北京 301 医院、303 医院、广州军
区总医院、武汉军区总医院等数十位专家
汇聚一堂，就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最新技术
推广、科研成果应用于临床等议题进行学
术交流。 会议还从医院管理模式、医院服
务等方面探讨了新时期医院的发展思路。
通过交流，打开了长沙耳鼻咽喉医学发展
的思路， 为今后耳鼻咽喉医学的更高、更
快发展奠定了基础。 业内人士认为，本次
会议不仅展示出了 163 医院耳鼻咽喉技
术中心作为长沙耳鼻咽喉领域“旗手”的
风范，更是让人们看到了耳鼻咽喉医学发
展的前景，为长沙耳鼻咽喉医学发展打了
一针“强心剂”。

解放军 163 医院耳鼻喉技术中心报
告受好评

在本次学术交流会上，解放军 163 医
院耳鼻喉技术中心主任江文凭借着 20 多
年的临床实践经验、 对各种耳鼻喉疾病的
新技术的掌握，发表了自己极具专业化、个
性化的学术心得。对目前高发的鼻炎、鼻窦
炎、鼻息肉、打呼噜、鼻中隔偏曲、耳鸣、咽
喉炎等治疗， 提出了针对性、 重要性的分
析， 其独到的专业见解及十分过硬的专业
知识基础获得了参加本次会议的耳鼻喉专
家的高度好评， 并获得了广大耳鼻喉同仁
的热烈掌声。

江文主任简介

解放军 163 医院耳鼻喉技术中心主
任兼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广州军区重点
人才， 广州军区耳鼻喉头颈外科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 解放军总医院进修学习一
年， 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会会
员。 湖南省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专业委
员会委员， 湖南省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会
青年委员，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

会特约研究员。《中华现代耳鼻咽喉科学杂
志》编委，参编专著二部，主编一部，在专业
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发表 sci 论文一
篇，获军队科技进步，医疗成果及创新奖十
二项。 先后荣立三等功两次。

擅长：鼾症的诊断与治疗，内窥镜鼻
窦手术，喉癌的诊断与治疗。慢性化脓性中
耳炎的外科手术及听力重建， 鼻腔鼻窦肿
瘤的手术治疗、经鼻蝶窦垂体瘤手术，脑脊
液鼻漏， 脑脊液耳漏修补术， 眩晕疾病治
疗，腮腺、甲状腺肿瘤切除手术，面神经外
科手术，颈淋巴结清扫术，咽旁间隙肿瘤切
除术，鼻整形手术。

在会上，长沙 163 医院耳鼻喉技术中
心江文主任对于本院的耳鼻喉头颈外科的
成绩及经验也做了总结， 该院历年来一直
推动微创手术在临床上的应用， 至今已成
功开展了微创手术近十万例， 突破了较高
的技术水平。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近些年
来在鼻炎治疗领域使用最新的美国数字化
离子刀可视消融术， 在技术上不断地更新

和完善， 将鼻炎的治疗推上了一个全新的
高度。 让鼻炎治疗不再难！ 代表了耳鼻喉
微创治疗的发展方向。

美国数字化离子刀可视消融朮
治疗鼻炎六大优势

1.不开刀，微创治疗：采用非物质接
触，不损失鼻粘膜及鼻部组织，不开刀、大
大减轻了患者的痛苦。

2.高精确 治疗彻底：治疗弹头细小，
可以对病变组织进行精确的点状治疗，不
出血，无疤痕。

3.鼻内窥镜下视野清晰 ：鼻内窥镜将
病变组织放大数倍，能更精确的对病变组织
进行消融，最大限度减少病变组织残留量。

4.高安全性 无副作用：与传统激光、
微波治疗高达 150 摄氏度相比， 最大限度
降低对组织的损伤，将副作用降到最低

5.高疗效 复发率低：治疗过程中采用
的一次性弹头，可防止疾病的交叉感染。能

彻底消除病变组织，杜绝复发的可能
6.时间短 恢复快：治疗过程仅 20 多

分钟左右即可完成，无需住院，随治随走，
一次性完全治愈。

湖南省千万耳鼻喉疾病患者
信赖的医院

广州军区解放军第 163 医院耳鼻咽
喉科创建于 1940 年， 首批专业三甲耳鼻
喉医院，省市医保定点单位，于 2001 年被
确认为广州军区耳鼻咽喉技术中心，拥有
国内知名专业的耳鼻喉医疗技术人才，历
经七十一年来的风雨磨砺，成功治愈耳鼻
喉患者数十万例。 且引进先进技术，不断
紧跟国际步伐，扩大对外交流，现与国内
北京、上海、广州多家大型医疗机构有着
广泛的联系和合作，为中心发展注入了活
力。 目前承担湖南师范大学、解放军军医
进修院、中南大学研究生培养及多家医院
的进修生培养，是湖南省规模最大专科诊
疗中心和技术最先进、最齐全的耳鼻喉专
科中心之一。“医德、医术、信誉”百姓三满
意医院，在湖南享有盛誉的特色耳鼻喉治
疗品牌，始终走在治疗耳鼻喉的前沿。

此次广州军区第十四届耳鼻喉学术
会议的圆满召开，不仅推广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最新技术，科研成果应用于临床的学
术交流，及时地了解国际国内前沿的相关
研究动态和诊疗策略， 促进 我国该领域
科研和临床水平的发展。 总结军区“十一
五”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成绩与经验，筹
谋“十二五”学科发展的规划。而且国内耳
鼻喉专家对于解放军 163 医院耳鼻喉技
术中心的惊人成绩给予了高度的赞赏，特
别是高新技术的推广必将在各地区耳鼻
喉健康事业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层次，让
广大耳鼻喉患者得到最优质的医疗资源
及服务。

据悉为了庆祝学术会议取得圆满成
功，在国庆长假期间医院安排专家为广大
耳鼻喉患者举行会诊活动。

文 / 周卉

广州军区第十四届耳鼻喉学术交流会
在长沙 163 医院召开取得圆满成功！

163医院耳鼻喉技术中心江文主任在会上发言

哥哥说遗书是伪造的，妹妹却找来了证人，母亲过世前立下的一份遗嘱引发了子女
之间的“战争”（详见本报9月26日A08版报道）。近日，哥哥将姐妹8人全部告上法庭一案
引起了社会的关注。9月26日，记者前往兄妹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试图了解“夺房大战”
背后的故事。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陈郁 杨章程

记者手记
别让房产纠纷阻断亲情路

引发兄妹相争的郴州市苏仙区欧家巷1号一楼。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