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16日晚， 福彩双色球第
2017082期开奖，开出红球号码：14、
18、21、25、28、29， 开出蓝球号码：
10。当期全国中出一等奖9注，单注
奖金676万余元，具体中奖情况为山
西3注、辽宁1注、湖南1注、广西1注、
四川3注， 其中我省中出的一注花落
郴州，中奖福地是：郴州市宜章县环
城西路43058435号投注站。 此外我
省还中出了二等奖2注， 单注奖金为
16万余元，中奖站点为：湘潭市雨湖
区 43029388 号 投 注 站 和 怀 化 市
43129095号投注站。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为7.7亿元，
理论上彩民朋友可以2元击中1000万，
期待湖南彩民再创佳绩。

■木子

湖南彩民
中出双色球一等奖

在接到法院传票和房东
的起诉状后， 张志雄既震惊
又茫然，“不知道该向房东举
手投降， 还是走上漫长的上
访之路。”

走投无路之下， 张志雄
找到了开福区法律援助中
心， 热心公益的湖南江海洋
律师事务所行政副主任李晓
龙律师承办了此案。

在援助中心和办案律师
的努力下，开福区人民法院最
终认定，原告与被告张志雄签
订《房产租赁合同》，系双方真
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双方均应按照合同履行约定。
此外，双方租赁合同约定时间
为10年，原告称合同履行期间
被告多次转租涉案房屋，但未
能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
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被告
在合同履行期间如约缴纳房

租和物业费，并无违约情形，故对
于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及支付违约
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该合同
租赁期限为2014年6月28日至
2024年5月30日， 现租赁期限未
届满，原租赁合同应继续履行。

“该案实质体现的是当今
社会契约精神的缺失。”李晓龙
律师告诉记者，房东、出租人利
用自身强势地位单方面毁约的
情况较多， 尤其是房价一直在
涨， 涨幅越高房东毁约的可能
性越大。

对于“转租牟利”的指控，
李晓龙律师表示，由于张志雄、
张志良兄弟与王国英是“盲人
按摩项目”的合作双方，承租房
屋是张氏兄弟提供合作项目的
经营场所， 因此双方之间并不
存在转租房屋的法律关系。
（市民王先生提供线索）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邓欣宜 贾慧萱

本报7月17日讯“如果没有‘子
敬阳光’助学活动的资助，我可能连高
中学业都难以完成，太感谢了！”近日，
共青团湘潭市委工作人员来到受资助
学生蔡杲昊家， 前不久刚刚参加完高
考的蔡杲昊填报了某高校特殊教育专
业，他希望成为一名特校教师，用自己
的爱心回馈社会、帮助他人。

蔡杲昊只是“子敬阳光”助学活
动帮扶的对象之一。 自2014年以来，
在团市委的积极争取下，湘潭市子敬
慈善基金会通过湖南省青基会向湘
潭市希望工程促进会捐款2000万
元，连续三年用于资助湘潭市贫困学
子完成学业， 截至目前，“子敬阳光”
助学活动共资助湘潭市贫困学子
5223人，资助总金额达1870.1万元。

“子敬阳光” 助学活动不仅为家
庭困难孩子解决实际困难，还通过助
学公益活动倡导公益理念。当助学金
发到学生手上的时候，都提议让孩子
给资助方写一封感谢信，让孩子常怀
感恩之心，好好学习，回馈社会。

■通讯员 吴丹平 记者 黄京

湘潭子敬阳光助学活动：
三年资助
五千多贫困学子

7月16日15时
许，杭瑞（杭州至瑞
丽）高速公路洞庭湖
特大桥，建设者们在
猫道上架设吊索。连
日来，持续高温天气
导致该大桥桥面施
工区域气温高达40
摄氏度，200余名建
设者冒高温、 战酷
暑， 奋战在施工一
线，挥洒汗水，确保
工程优质高效推进。

杨一九 摄

鏖战
洞庭特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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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开福区一家按摩
店因多种原因面临“关张”，
盲人老板张志雄却等着会员
顾客上门退款 （详见本报
2015年7月14日A08版）。去
年，找到合伙人后，张志雄的
按摩店重新开张，却在今年2
月被房东以“转租牟利”名义

告上法庭。
“实在是太感谢你们了！”7

月17日一大早， 张志雄来到开
福区法律援助中心， 将一面印
有“答疑指路智慧之眼，扶弱助
残正义之光” 的锦旗送到了李
晓龙律师手中， 感谢其帮自己
打赢了官司。

两年前等着给顾客退款的盲人胜诉了
按摩店重开张却惹官司：房东称其“转租牟利”，要收回房屋 法院：原租赁合同继续履行

张志雄，今年45岁，老家
在长沙县。十几年前，因视网
膜变性，他从此失去了光明。
2012年， 他在一家特教学校
学习按摩，2014年毕业后决
定在长沙租个房子开按摩
馆，自己创业。

经过多方打听， 张志雄
最终选定了洪山路藏珑小区
一套144平方米的毛坯房，
并与房东欧某签署了为期十
年的房屋租赁合同， 约定每
月1500元的租金（五年内不
得涨价）。搞好装修后，当年
8月，按摩室开始营业。但没
过多久， 就遭到了小区业主
的投诉。“觉得盲人按摩店
开在小区内， 既不体面也让
人没有安全感。” 张志雄告
诉记者， 其实房屋租赁合同

上并没有禁止协议，“而且当初
房主言之凿凿地说可以搞，尽
管装修”。

眼见着周边房屋的租金不
断上涨， 房东的态度也悄然发
生变化，“不惜赔偿1万多元的
违约金也要解除合同”。张志雄
不同意，房东便不断找茬，多次
上门骚扰恐吓，“扬言停水停电
停气， 甚至威胁要进屋砸毁装
修强行收房。”

邻居投诉、房东骚扰，在小
区物业多次调解无果之后，张志
雄只得作出关停按摩馆的决定，
“尽管当时生意还不错”。2015年
5月开始， 他便提醒顾客最好在
按摩馆停业前将余额消费完毕，
或直接退现。这一等就是近两个
月。“人无信不立，不是我的钱一
分也不能要。”他说。

盲人创业：多方矛盾按摩馆停业，他等两月给顾客退款

停业一年多，房子一直空
置也不是办法。“家里困难，弟
弟还做了上门女婿。”张志雄介
绍，当时租房与房东签了10年
的合同，仅装修就花了十多万
元，“不少钱是借来的。”

尽管如此， 每个月的房
屋租金以及物业费，他都“按
时交付，从不拖欠”。当然，现
实也由不得他停滞不前，他
还是得通过手艺吃饭， 去偿
还背负的债务。

2016年下半年， 在朋友

张澜的帮助下，张志雄找到了合
伙人王国英，盲人按摩馆得以重
新开业。这期间，长沙房价也一
直在飙升。记者了解到，该小区
同等面积、装修好的房屋租金普
遍在每月三四千元左右。

今年2月份，恼羞成怒的房
东以“转租牟利”的名义将他告
上了法庭要求收回房屋。 房东
宣称， 房屋既然是出租给了张
志雄兄弟， 便只能由他和弟弟
居住， 现在他把房子给别人经
营按摩馆属于“转租牟利”。

二次开业：房东以“转租牟利”名义将他告上法庭

峰回路转：热心律师帮他打赢官司

《按摩店“关张” 盲人老板等着给顾客退款》后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