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正在闽侯一所中学读初三
的女生小梦（化名），身形突然发胖，肚
子也隆起，奶奶发现后，带她到医院一
查，小梦竟已怀孕 8 个多月！

谁是胎儿的父亲？ 在家人的追问
下，小梦才承认，村里 6 个男人与她发
生过性关系，其中，3 人是摩的司机。 小
梦说， 这些男人年龄大多五六十岁，
“给我买过吃的，还有的给过我二三十
块钱”。 小梦的家人随后报警。

初三少女突然发胖
一查已怀孕 8 个多月

15 岁的小梦，在闽侯一所中学读初
三。

不久前，奶奶依玲（化名）发现，小
梦发胖了，肚子有点大，穿上厚冬衣都
遮不住。“有天晚上，我摸她的肚子，发
现很硬，我感觉有点不对劲！ ”奶奶带
着小梦到医院一查， 结果如同晴天霹
雳———小梦竟然怀孕 8 个多月了。

谁是胎儿的父亲？ 刚开始，小梦一
直沉默，说“怕被打”。在家人的再三追
问下，她终于承认，村里的男人与她发
生了性关系， 且有 6 人之多，“这些人
不让我把事情告诉家人”。

6 人威胁“不能报警”

“6 个男人，我找过他们，他们也都
承认（发生性关系）了，都是五六十岁
的人，头发都白了，怎么能做出这么伤
天害理的事情！ ”接受采访时，奶奶依
玲的眼中全是悔恨、无奈的泪水。她说，
6 个男子中，3 人是摩的司机，1 人是小
货车司机，1 人是卖农药的， 还有 1 人
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小孩子以后还怎么做人，我们全
家在村里都抬不起头，他们（与小梦发
生性关系的几人）之前还威胁我们，说
不能报案，这些人太可恶了。 ”依玲说，
她曾看到其中几人载小梦出去，还以为
她打摩的去哪里玩，“当时， 我问她去
了哪里，她也不肯说”。

律师：
6 男子或涉嫌强奸且要从重处罚

几天前，小梦的家人已报警，并于
19 日到闽侯青口派出所协助调查。 19
日，记者前往青口派出所采访。 一名经
办民警表示，此案已移交给闽侯刑侦部
门做进一步调查。

与小梦发生性关系的 6 名男子，要
承担哪些法律责任？记者也咨询了福建
元一律师事务所的佘雷主任。

佘雷主任表示，依据《刑法修正案
(九 )》，强奸是指以暴力、胁迫或
者其他手段， 违背妇女
意志强行发生
性关系

的行为； 此外， 奸淫不满 14 周岁幼女
的，不管幼女是否愿意，均以强奸罪从
重处罚。

具体到本案，如何定性，应当以“发
生性关系时，小梦是否已年满 14 周岁”
作为分界点：

1.若经调查，发生性关系时，小梦未
满 14 周岁，则不论小梦是否愿意，行为
人均涉嫌强奸罪，应当依法被追究刑事
责任。

2.若发生性关系时，小梦已年满 14
周岁了， 则需调查小梦主观上是否愿
意： 若小梦愿意与行为人发生关系，并
收取一定费用， 则属于一般违法行为，
应当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有
关人员行政处罚； 若小梦主观上不愿
意，是被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式，使她
在不能反抗或不敢反抗的情况下发生
性关系， 即便其被动收取一定费用，行
为人也应当以强奸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至于即将出生的婴儿的抚养问题，
由于小梦是未成年人，所以不管孩子的
生父是否涉嫌强奸罪，都应承担婴儿的
全部抚养责任。

另据律师介绍， 强奸罪的刑期，一
般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若有轮奸或者
其他情节恶劣的行为，可被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少女 15 年前被生母遗弃
养父高位截瘫

小梦一家住在闽侯县青口镇一个
村子里，爷爷奶奶在村口开了一家杂货
店，老两口的儿子、小梦的养父刘
东（化名）高位截瘫。

记者采访时

看到，杂货店外，还有几个摩的司机在
等待客人。 也是因为这个杂货店，小梦
才会被爷爷奶奶收养。

2000 年 3 月的一天，一个刚出生 18
天的女婴，被其四川籍母亲遗弃在杂货
店前。 开店的依玲觉得 “女孩长得不
错，很可怜”，就收养了这个孩子，为她
取名小梦。

当时，依玲的儿子已瘫痪，她与丈
夫希望，“等我们两个老人做不动了，
长大成人的小梦可以帮我们照顾儿子
刘东。 ”

如今，奶奶依玲 68 岁了，因骨质增
生，走路时步履蹒跚，经常要用双手扶
着膝盖。 记者采访时，奶奶牵着小梦有
点浮肿的双手，放声痛哭。 旁边的爷爷
老刘，已经 69 岁的老人，背对着两人，
紧紧攥着自己双手，老泪纵横。

42 岁的刘东， 小时候在溪边玩耍
时， 突然摔倒晕厥， 苏醒后高位截
瘫。 得知“女儿被人欺负”，躺在
床上无法动弹的他悲痛欲绝，
天天念叨，“死也要为女儿
讨回公道， 我们已经走投
无路了。 ”

这个家庭，原本希望
改变小梦的命运，也希望
小梦给这个家注入新的
希望，谁知 15 年后，悲剧
再次降临。
据《海峡都市报》报道

最近，32 岁的重庆市民朱女士收到一
张特殊的“请假条”，请假者是自己的丈
夫，理由竟是春节假期想去陪陪小三！

丈夫自称离异 和别人“恋爱”

“我和老公结婚 8 年，他大部分时间
都在外出差，一年只有两三个月在家。 ”
19 日上午， 记者在重庆市九龙区石桥铺
街见到朱女士， 她家住石桥铺轻轨站附
近，丈夫邓先生是一家日用品公司销售经
理。

春节临近，丈夫的归期将至，朱女士
每天眼巴巴地盼着。如今，丈夫回来了，但
整天闷闷不乐， 常一个人在阳台抽烟，一
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看着丈夫日益憔悴， 朱女士十分担
心，便问丈夫是不是工作焦虑。丈夫摇头，
沉默良久才告诉朱女士实情。

“他说在沈阳出差时，应酬中认识了

外地分公司的一个离婚女子，他对她很有
好感。 ”说到这里，朱女士忍不住哽咽。 为
了取得对方好感，邓先生自称离异，主动
追求对方，两人在外地成为“恋人”。

他竟向妻子请假 说想去陪小三

听到丈夫出轨的消息，朱女士如五雷
轰顶。 在朱女士记忆里，邓先生一直都是
模范丈夫，女儿眼中的好爸爸。

到这里，噩梦还没有结束。 看着妻子，
邓先生颇有些为难地开口：“她怀了我孩
子，说要跟我结婚，我没办法，只好告诉
她，我有老婆孩子，让她赶紧把孩子打掉。
结果她竟是宫外孕，现在做了手术，恐怕
再也怀不上孩子了……”

“春节我想陪陪她，可以吗？ 是我骗
了她才会这样，我希望陪她走完这段最困
难的日子。 ”邓先生看着妻子，眼里充满
期待。“当时我连离婚的想法都有了。”可

冷静下来后， 朱女士想到无辜的孩子，她
按捺住这个念头。

看他越来越憔悴 有点不忍心

自从上周丈夫提出申请后，朱女士开
始失眠。 从内心讲，朱女士很同情那名小
三。“她是无辜的，全怪我丈夫骗了她。 ”
想到这里，朱女士想着，要不就同意丈夫
春节去看看她？“我问他，如果我同意，这
是不是最后一次和她见面， 他没有回答
我。 ”丈夫的沉默让朱女士心寒。

往年春节，朱女士一家三口都会开开
心心外出旅游，今年丈夫却说只要准他的
假，他出钱让妻子带着孩子去旅游。 “无
论去什么地方，都不如一家三口在一起开
心。 ”朱女士说。“他现在很憔悴，天天被
道德感折磨，现在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同意
他去了……”

据《重庆晚报》报道

4名外地男子藏身贵阳，用 PS 技术制
作假钞模板，打印假钞，短短 5 个月伪造
出了 560 余万元的假币，其中，300 多万元
假币被销售到全国多个省市。 19 日，贵阳
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2014 年底，冯某和肖某在一个网上聊
天群认识。 其间，冯某得知肖某正在研究
伪造货币的技术，便约定到贵阳市共同伪
造假币变卖赚钱。

去年 3 月， 两人来到贵阳市白云区鸡
场街的一个出租屋内，冯某负责出资购买
伪造货币所需的打印机等，肖某负责提供
技术支持。 伪造出货币后，两人分别用自
己的聊天软件联系买家，所得利益平分。

去年 7 月 18 日，两人将伪造货币的地
点转移至白云区一小区。 同年 7 月中旬和
8 月初，肖某先后邀约朋友李某、范某前来
共造假币：李某和范某负责给伪造的货币
烫金线，冯某、肖某以每张假币烫金线支
付 1 角钱的方式，支付李某、范某的工资。

同年 8 月 22 日，冯某、肖某等 4 人被
公安机关查获， 当场缴获 10 元面额的纸
币 4738 张、20 元面额的纸币 47940 张，经
中国人民银行鉴定，以上纸币均为假币。

据了解， 冯某等 4 人 5 个月伪造了
560 余万元成品或半成品纸币，其

中，300 多万元假币被销售到
湖南、吉林、重庆等多个省

市。
法庭上， 冯某等

4 名被告均承认了伪
造 货 币 的 犯 罪 事
实。

公诉方认为 ：
被告人冯某、肖某、
李某、 范某伪造人
民币， 数额特别巨
大， 其行为触犯了

《刑法》。
法院将择期宣判。

据《贵阳晚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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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 15 岁少女遭 6 个老汉性侵
已怀孕 8 个多月 被威胁不准报警

小梦遭遇这样的事，两位老人悲痛不已。

4男子出租屋内
开假钞厂

5个月造 560 万元假币

丈夫向妻子请假
理由：春节想去陪小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