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老汉和老伴冯颖是河北人， 生
有长女爱林 （化名） 和长子爱山。 爱
林在外地工作。 爱山和妻子阎丽在北
京。 2007年， 阎丽在河北生育一子关
邵英 （化名）。 从孙子邵英出生到2010
年， 作为祖父母关老汉和老伴一直带
着孙子在河北老家生活， 而儿子儿媳
则在北京打拼。 2010年， 儿子在通州
买了房， 关老汉和老伴带着孩子来到
北京， 和儿子儿媳居住在了一起。 从
2010年到2015年， 两代人的矛盾持续
升级。 2015年3月， 孙子邵英送到小饭
桌托管， 老两口则开始了起诉儿子儿
媳的诉讼之路。

老人资助首付
有权分房产吗

关老汉说， 儿子爱山现在的住房，
其实是他们老两口买的。 他在起诉书
中写到， 2009年由于儿子儿媳在北京
工作， 为方便孙子上学照顾， 他们卖
掉了老家的房子 ， 决定在北京购房 。
同年7月， 购买了目前所居住的这套房
产， 该房产总价66万元。 二人支付了
首付款16万元， 其中12万元是卖掉老
家房子的房款 ， 还有4万元是他们积
蓄 。 此后他们又支付了房贷17万元 ，
总共33万元。 2011年， 关老汉夫妇和
儿子儿媳就房产进行了协商。 在议书
中写明该房产由关老汉夫妇出了首付
款16万元， 如果晚辈孝敬父母， 父母
死后财产由儿子继承， 如果不孝敬父
母 ， 由关老汉夫妇处理房屋财产权 。
关老汉夫妇认为， 现在儿子儿媳没有
履行赡养义务 ， 还天天与他们吵架 。
要求法院判令儿子和儿媳赔偿房屋折
价款136.12万元。

对于父母的起诉， 儿子爱山夫妇
提出了反驳。 爱山在法庭上说 : “我们
2009年买房， 你们的房子是2010年卖
的 。 我们买房时是我刷卡付的首付 。
你们哪儿来的17万元给我还贷？ 所有
房贷和提前还贷都是我支付的。” 爱山
还在法庭上指责父母虚假诉讼， 要求
法院调查老两口出售河北老家房产的
时间和收到房款的真实时间。 根据关
老汉夫妇的申请， 法院对关家在通州
的房产进行了评估———这套建筑面积
92平方米的房子， 2015年的估价是272
万余元。

法院最终确认了关老汉夫妇和儿
子儿媳签订的协议效力， 判决关老汉
夫妇曾经出资16万元购买通州的房产，
判决儿子儿媳支付关老汉夫妇房屋折
价款65万余元。

儿媳要支付
公婆赡养费吗

就在一家人的房产纠纷如火如荼
之际， 关老汉夫妇又因赡养费把儿子
儿媳给告了。 关老汉说，自己和老伴退
休费不够支付平时的生活费，要求儿子
儿媳给他们老两口每个月3000元营养
费等费用。 在法庭上，关老汉夫妇说，
他们长女爱林按时给付赡养费并超额
多给，但是儿子儿媳却不尽赡养义务。

儿子儿媳在法庭上否认不孝顺 ，
他们列举了自己多次给父母生活费的
情况。 并表示请法院依法判决， 判多
少他们给多少。 爱山还说， 其实父亲
每个月有2200元的退休金， 还有医疗
保险， 而母亲有城市居民医保。 一旦
父母有大病， 他和姐姐都会承担责任。

在第一次开庭时，爱山说自己是做
工程的，每个月的收入是8000元，妻子
阎丽的月收入是4000元。在第二次开庭
时，他自称已失业了。爱山和阎丽认为，
父母要求的3000元费用过高。

当法官询问关老汉 ， 所要的3000
元营养费是用作何处的？ 关老汉表示，
有三个用处， 第一是购买核桃、 枸杞
等营养品的， 第二是家里的电器家具
如有损坏需要修理更新， 第三是他们
照顾孙子的费用也计算到3000元的费
用里。

法院认为， 赡养人的范围只包括
老年人的婚生子女、 孙子女及外孙子
女， 而不包括儿媳、 女婿， 即法律并
没有规定儿媳对公婆、 女婿对岳父母

负有赡养义务。 阎丽不是关老汉夫妇
的法定赡养义务人， 故对于要求阎丽
履行赡养义务的请求， 法院没有支持。

法院判决， 儿子爱山每个月分别
给关老汉夫妇各500元， 并承担两人医
疗费的一半。

看护孙子是否
算“劳务关系”

在房产纠纷和赡养费纠纷尘埃落
定 ， 关老汉夫妇第三次把儿子儿媳
起诉到法院 ， 这次他们要的是 “劳
务费”。 他们认为， 自孙子出生后， 他
们就成了 “全包双保姆”， 还承担孙子
的生活费， 因此向儿子儿媳要48万劳
务费。

爱山和阎丽否认与关松、 冯颖形
成 “劳务关系”， 他们说关邵英的花销
都是由他们的工资来支付的， 不同意
关老汉夫妇的请求。

法院认为 ， 关老汉夫 妇 带孙子 ，
属于 “无因管理”， 并未与儿子和儿媳

形成劳务关系。 判决爱山和阎丽给付
关邵英看护费2万元。

法律判决
不能替代人情

采访中， 审理关家三次纠纷案件
的法官介绍， 其实关家的案件起因是
家庭琐事。 在案件调解时， 老两口对
儿媳生活习惯和态度的抱怨很多， 而
儿子儿媳则埋怨两位老人对自己的生
活过多的干预， 类似这些 “炒菜是否
应放糖？” “该如何带孩子？” 的小矛
盾最终演变成一家人在法庭上的互相
谩骂和指责。

法官说： “其实爱山在河北燕郊
也有一套房产， 调解中， 爱山曾表示
希望父母搬到燕郊生活， 这样分开居
住， 有利于他们缓和矛盾， 也可以调
解结案。 但是关老汉夫妇坚持住在通
州不肯让步 ， 一度令案件陷入僵局 。
在法庭上， 儿子爱山还对父亲指名道
姓的进行指责， 而关老汉夫妇也是情
绪激动， 表现出对儿子的失望。 可见
他们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了。”

通过采访记者了解到， 双方因家
庭纠纷互不相让， 致使亲情淡漠。 父
母养育儿女， 实属不易， 孝敬父母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庭审中， 儿子
对待父母态度可谓不恭， 法院对此提
出批评 ； 爱山是外地入京工作人员 ，
上有父母需要赡养， 下有儿子需要抚
养， 有房屋贷款需要偿还， 生活及工
作中有着巨大的压力， 他的父母也应
理解儿子的难处。

“不知判决的论述， 能否让双方冷
静下来， 缓和矛盾， 毕竟判决不能代
替亲情。” 法官说。

？

□本报记者 李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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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断了， 情在否

关关老老汉汉和和妻妻子子冯冯颖颖 （（化化名名）） 最最近近有有点点烦烦——————老老夫夫妻妻作作为为原原告告一一年年里里三三次次起起诉诉儿儿子子和和儿儿媳媳，， 从从
房房产产纠纠纷纷到到赡赡养养费费再再到到看看孙孙费费，， 关关老老汉汉要要一一笔笔笔笔和和儿儿子子算算个个清清楚楚。。 关关家家的的纠纠纷纷几几乎乎涵涵盖盖了了带带孙孙父父
母母与与儿儿女女同同住住的的各各种种矛矛盾盾，， 也也反反映映了了需需要要兼兼顾顾家家庭庭和和工工作作的的都都市市人人的的生生活活现现状状。。

儿子孙子和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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