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恋
风波

￥

“一顿早餐，不但让我体重减了 30 多斤，还帮我挣了 10 多万！
这么好的事居然让我碰上了！ 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哈哈”。 昨日，家
住西城区新街口大街的刘先生打来热线电话，兴奋地向笔者诉说了
他神奇的减肥经历！

我今年 52 岁，身高 172，之前体重 207 斤。
血压、血脂都严重超标，去年还查出来有心脏病，
医生说情况再严重的话就做支架手术了。 我原来
是酒店的大厨，身体变成这样以后，没办法只好
办了提前退休在家养病了。

●吃早餐 瘦了 30 斤
前阵子，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有个在

食品健康研究中心工作的女医生，吃单位特供的
早餐，三天就瘦了一圈。 据说这种食疗减肥餐，不
含药、也没副作用。 不但能减肥，还能降三高。 我
一看这么好，就想试试。

结果才吃了 3 天就瘦了足足 8 斤，1 个多月
下来瘦了 30 多斤。 血压从 180 降到了 140、血脂
也降了不少。 原来我一运动胸口就难受，现在我
都能在跑步机上跑上 10分钟了！

●一个电话 带来 17 万
上周， 我突然接到原来单位刘总打来的电

话。 听说我不但成功减了肥，连心脏的毛病也好
多了。 他立马邀请我回去帮他，说要和我签 2 年
的劳动合同，算下来光工资就有 17万多。

曾经，胖让我丢了工作，甚至还险些搭上了
性命。 那些被胖、被病折磨的日子，我现在都不愿
意去回想。“早餐第一步”，它不光让我找回了健
康，更让我找回了尊严！ 我真的特别感谢它！

●神奇早餐 已热销全国
笔者又走访了相关部门， 得到的数据显示：

目前全国共有 22 个省约 6980 万人服用了“早餐
第一步”。 孩子、老人、女性、中年男士占 96%。 平
均 3 天开始减重、30 天平均减重 19.9 斤，腰围缩
减 3-7公分，无一例无效上报。

中华传统医学会
———重点推广“早餐第一步”

中华传统医学会正式将北京食品健康研究
中心研制的减肥早餐--“早餐第一步”列为重点
推广产品。 将在全国 3000家正规医院、医疗机构
向有肥胖及三高问题的患者推荐。

据悉， 食疗产品能得到中华医学会的认可，
并在正规医院给予推广，这在之前是没有过的。

学会专家委员会专家组一致认为：“早餐第
一步”，不含药、没有副作用。 所以非常适合青少
年、中年人、老人以及女性朋友服用。

买“早餐第一步” 认清 5 点谨防假冒
1、 中华传统医学会重点推广产品
2�、北京本地厂家生产
3�、北京安达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品
4�、拥有国家 QS、CMA 双重质量认证
5�、绿色包装，每盒 30 包

郑重声明：早餐第一步不在任何药店、商场、
网店进行销售。 为与市场上假冒产品做坚决的斗
争，为了充分体现我们对产品的信心！ 我们决定:
前 100位电话订购者，可免费获赠一个月。

电话是：400-705-2788或 0731-82551688。

瘦了 30斤
� 赚了 17 万

本报8月27日讯 刚离婚几天就把
新女友带回家，前妻怒了，他恼了。为防
前妻继续“骚扰”，他自己想了个法子：
签个协议，两年不来打扰，就给前妻10
万元。协议签了以后日子清静了，但是
给钱的人却反悔了，不想给钱。他一纸
诉状将前妻告上法庭，请求法院撤销原
来的协议。

近日，涟源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
此案， 判决驳回了原告李磊的诉讼请
求，法院确认签订的协议有效，这笔钱，
李磊必须要出。

给前妻十万换两年“清静”
李磊和前妻李娟都是涟源人，2006

年25岁的两人登记结婚，这场婚姻持续
了五年。2011年2月，双方协议离婚。

离婚后，李娟去了广西打工，李磊
就把一个女朋友带回家，此时距他们离
婚仅仅几天时间。

这个消息传到了李娟耳朵里，她很
气愤，立马打电话质问李磊。

“我们已经离婚了！”李磊对此很恼
火。为了图个清静，他想了个主意：给前
妻十万，让她两年内不得打扰自己的生
活。

2011年3月5日， 两人请来一个律
师，由律师拟定协议，协议里约定，如果
在合同期限的两年内，李娟不再纠缠自

己，不影响自己、家人及朋友的生活，那么
两年后，李磊补偿李娟10万元。合同里同
时明确了双方的违约责任。为了保证协议
有效，这对前任夫妻还去了当地的村委会
在协议上盖章确认。

签下合同， 李娟放心地去了广西打工，
没想到这个协议却给她带来一场官司。

不想给钱状告前妻
今年3月， 李磊却一纸诉状把前妻告

上法庭。
“这个协议明显不公平， 我还受了她

的胁迫。”李磊这样说，他向涟源市人民法
院起诉，请求法院撤销这个协议。

近日，涟源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
案，法院驳回了李磊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认为，两人离婚后，双方经
协商一致达成的10万元补偿合同，该合同
由双方于2011年3月5日请律师拟写订立
的，双方在补偿合同上签名确认后，又由
李磊的户口所在地村民委员会盖章予以
证实， 该合同的订立是双方真实意思表
示，又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及社会公序良
俗，内容合法有效。而原告主张撤销该合
同，但没有证据证明，所以法院不予支持。

李磊必须按原来规定，在2013年3月
5日给前妻十万元。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刘薇子
宾妹莲 通讯员 邓高阳 聂金娄

给前妻十万换两年“清静”
涟源一男子自作自受：
只图当时痛快，事后反悔却输了官司

相识2年，见面不超过20次

2010年9月，经媒人介绍，24岁的小凌认
识了宁乡老乡小洁， 介绍人觉得两人挺般
配，“小凌长小洁一岁，年纪合适，两人又都
在长沙打工，有个照应。”

小洁家在长沙河西阳光小区1栋开了个
包子铺，很快，两人在此见了第一面，并留下
了对方的电话号码。 看着眼前这个秀秀气气
的姑娘，小凌心里很乐呵，“她长得漂亮，又勤
快，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很好。”

随后，两人开始通过电话联系，但小凌
始终认为两人的关系“不冷不热”，“我一说
要见面她就推脱， 理由也很多。 认识快2年
了，见面不超过20次。”

女方父亲索要订婚彩礼
2011年3月， 小洁的父亲向小凌家提出

了订婚事宜，“她爸爸说， 按照宁乡的习俗，
男女双方相亲成功后必须先订婚再结婚。”

凭着对小洁的好感，小凌心想定下来也
好，感情可以慢慢培养。于是，按照小洁家的
要求，小凌送去了8000元的礼金以及“三金”
（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一共花了3万元
左右。”

1个月前，让小凌接受不了的事发生了，
“我听人家说小洁有了新男友。”传言有鼻子
有眼，小凌想到了退婚。

讨还彩礼不成，怒砸包子铺
8月26日，小凌来到小洁家要求退婚，小

洁父母表示认可， 但对于归还3万元彩礼钱
一事，二老则不同意。小洁父母认为，是小凌

有了别的女朋友才要求退婚， 错不在女儿，
“退婚可以，彩礼不退。”

一听不肯退还彩礼， 小凌冲动之下与小
洁的父亲动起了手，小洁妈妈立即报了警。经
110民警劝解开导， 双方约定27日一起前往
派出所协调解决此事。

今天凌晨4点， 小凌便带着人来到了小
洁家。一见面，小凌便要求小洁及其家人一同
去派出所协商，小洁妈妈说，得送完附近学校
的一车包子再去。

怀疑对方是在继续推脱， 小凌及其家人
怒气一冲，掀翻了一车包子不说，还将店内推
车砸得稀烂。

被“未来女婿”砸了店，小洁父母也愤怒
了，“退钱就退钱吧， 这样的男人我女儿跟着
他也不会幸福。”双方折腾了好几个小时后最
终达成协议———小洁退还小凌彩礼2万元，
双方解除婚约，以后各不相干。

■记者 王为薇 实习生 蒋璐 胡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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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婚讨彩礼，砸了未婚妻的包子铺
律师：解除婚约，彩礼必须退，礼物无所谓

解除婚约，彩礼必须退，礼物无所谓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的陈平凡律师说， 按照婚姻法相关解
释，若男女双方取消婚约，女方应退还男方送给女方的以结婚为
前提的彩礼。但是，男方采取砸坏女方物品以求退还彩礼的行为
已经违法，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小凌必须赔偿砸坏
的物品。

陈律师补充说，如果男女双方解除婚约，平日互送的礼物是
不在退还之列的。“只要不属于彩礼性质，不管是房子还是车子，
都可以不退。”

律师说法

8月27日，长沙河西阳光小区，小凌（化名）带着家属、朋友来
到了未婚妻小洁（化名）家的包子铺，掀翻一车包子砸烂一台手推
车，热腾腾的包子散落一地。 记者 童迪 摄

本报8月27日讯“叫你不还我钱，我砸烂你的店！”本来应该在派出所进
行的退婚协商，却变成了一方的怒气砸店。今天凌晨4点，小凌（化名）带着母
亲和亲戚来到了未婚妻小洁（化名）家的包子铺，掀翻一车包子砸烂一台手推
车后，双方的婚约得以解除，可两人的感情却再也无法挽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