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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12 日，朱晓娟与河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会面不欢而
散。对方一句“养别人的孩子也是养，养
自己的孩子也是养”彻底激怒她，也让朱
晓娟下定决心，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

1992 年 6 月 10 日，朱晓娟年仅一岁
的儿子盼盼，被家中保姆何小平抱走。
此后三年，朱晓娟夫妇辗转寻子，在河南
省兰考县警方的一次解救拐卖儿童行动
中，一名外形与盼盼相似的男童引发朱
晓娟注意。为确定男童身份，朱晓娟夫
妇通过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亲子鉴
定，结果显示，被解救男童与朱晓娟夫妇

“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
命运与朱晓娟开了一个大大的玩

笑。2018 年 1 月，何小平主动现身，并提
出愿意送回带在身边的盼盼。经过重庆
警方的亲子鉴定，何小平送回的男子刘
金心与朱晓娟是母子关系，朱晓娟从兰
考警方解救行动中抱回养了 26 年的“儿
子”，与其“亲权关系不成立”。

此后，河南省高院派出工作人员，对
当年的错误鉴定结论致歉，但强调鉴定
过程“不存在违规情形”。2018 年 7 月 5
日，朱晓娟告诉记者，她正在准备材料，
起诉河南省高院。在朱晓娟及代理律师
看来，法院开展鉴定业务时，与朱晓娟构
成委托关系，应当承担因鉴定错误而引
发的相应民事侵权责任。

保姆带着孩子消失
朱晓娟今年 52 岁，在重庆解放碑出

生、长大。她的人生，从 1992 年开始，被
分割为截然不同的两半：之前的 26年，朱
晓娟一路顺风顺水，从重庆医科大学毕
业后，进入一家效益很好的国企医院做
护士，嫁给一名军官，搬进位于解放碑的
重庆警备区家属院；之后的 26年，用朱晓
娟的话说，则好像不断被命运“戏弄”。

1992 年 6 月 3 日，朱晓娟的丈夫程小
平从附近的劳务市场，领回一名保姆。
程小平经常出差，他需要一个保姆帮着
朱晓娟照顾一岁零三个月的儿子盼盼。

身份证上，瘦小的保姆名叫罗选菊，家
住四川忠县，刚18岁。朱晓娟告诉记者，罗
选菊进门七天后带着盼盼失踪。大院的保
安告诉朱晓娟，早上 8点，保姆抱着孩子出
门，说是出去买菜，此后再没有人影。

程小平和朱晓娟按照罗选菊身份证
上的地址，找到她老家，家里人说，罗几
年前就已经离乡，去了山东宁津县。等
他们赶到山东时发现，站在眼前的罗选
菊，根本就不是那个小保姆。

朱晓娟此时才意识到，“保姆从进家门
时，就骗了我们。”用假身份进入朱晓娟家，
带着盼盼悄然离开的保姆，从此消失在人
海。而朱晓娟的寻子人生，才刚刚开始。

寻找 盼 盼 三 年 ，朱 晓 娟 花 了 20 万
元。比经济损失更大的，是精神压力。
朱晓娟几年没有睡过好觉，神经严重衰
弱，听到小孩哭，就会在心里一遍遍地
想，盼盼被带到哪里去了，“会不会吃苦，
有没有被人欺负。”

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朱晓娟就翻出旧
照。照片里的盼盼，穿着粉色的裤子，手
里抓着家门钥匙，瞪着眼睛看镜头。那是
部队一个宣传干事在试相机时抓拍到的，
照片拍摄完三天后，盼盼就被抱走了。

这张照片，是盼盼留给朱晓娟最后的
印象，母子两人的下一次见面，要等到 26
年后，那时候“一切都变了”。

突然多一个儿子认亲
朱晓娟说，后来“面目全非”的生活，

始于一通电话。
2018年 1月，朱晓娟接到重庆一家媒

体的电话，对方说，一个自称“何小平”的
人来向媒体求助，说自己 26 年前做保姆
时，曾从重庆解放碑一户人家中抱走一
名男婴，如今“受到一档寻亲节目感召”，
想把孩子给送回去。

电话那头问朱晓娟，是否在 1992 年
丢失过一名男婴。

接电话时，朱晓娟刚刚散步回家，电梯
里，她有些生气，告诉对方，自己虽然丢过
孩子，但是“已经找回来二十多年了”。一
旁的小儿子则说，那“应该是个诈骗电话”。

盼盼“失而复得”的故事，充满戏剧

性。1995 年冬天，朱晓娟夫妇贷款 3 万
元，到河南安阳寻子无果。当地公安局
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不远的兰考县
刚刚解救出一批被拐儿童，对方建议两
人把孩子照片发过去，让那边辨认下。

照片寄过去不久，兰考县警方传来消
息，被拐儿童中，有一名孩子的年龄长相
与盼盼接近，希望朱晓娟夫妇当面辨认。

朱晓娟和丈夫赶到开封市儿童医
院，与那个“跟盼盼很像”的男童见面。

“第一感觉就是不像。”朱晓娟对记者
回忆，自己隐隐觉得眼前这名孩子，并不是
丢失的盼盼，但是程小平显得有些兴奋。
半信半疑之下，两人决定做亲子鉴定。

朱晓娟选择了距离最近，具有鉴定
资质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郑州留
下血样后，便回到重庆等消息。

记者获得的鉴定书上，盖有“河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法医技术鉴定专用章”，鉴
定过程显示，通过对朱晓娟、程小平夫
妇，以及被拐儿童血样进行血型和 DNA
指纹检验，三者的DNA图谱“符合孟德尔
遗传规律”。

据此，1996 年 1 月 15 日，河南省高院
作出鉴定结论，认定被拐儿童与程小平、
朱晓娟，“具有生物学亲子关系。”

“盼盼”找到了。此前的 1993年，盼盼
丢失的第二年，在寻子无果的情况下，朱
晓娟生下第二个孩子。如今“盼盼”回家，
这个家庭一下子有了两个儿子。

来电话的女记者没有放弃，加了朱晓娟
的微信后，发来几张照片。朱晓娟仔细端详
照片里那个年轻男子的脸，浓眉、大眼、短
鼻、圆脸，跟自己和身旁的小儿子很像。

直觉告诉朱晓娟，照片里这名孩子，
可能真的跟自己有关系。如果是这样，
养了二十多年的“盼盼”又是谁？

“真假”亲生子
何小平准备送回来的孩子，名叫刘

金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何小平说，自
己家住四川南充，曾经在老家先后生过
两个孩子，但都夭折。1992年，21岁的何
小平离开南充，来到重庆以当保姆为生，
并被程小平领进家门。

按照何小平的说法，自己把盼盼抱
走，是依据老家的风俗，从外面抱一个孩
子回去“镇命”。就在朱晓娟从河南领回
孩子的那一年，何小平生下一名女婴，盼
盼的“使命完成”。

何小平告诉记者，自己原本打算将
盼盼送回去，但是又害怕被查到后“要坐
牢”，于是一直没有行动。直到近期看了
电视上一档寻亲节目，加上自认为已经
过了二十年的刑事诉讼期，才决心将孩
子还给朱晓娟。何小平因涉嫌拐卖儿童
罪，目前已被南充警方监视居住。

2018 年 1 月 15 日，重庆市公安局物
证鉴定中心对朱晓娟和刘金心进行血样
采集，1 月 26 日，鉴定结论显示，两人“符
合双亲遗传关系”。2018年 1月 22日，朱
晓娟与养了 20多年的“盼盼”进行亲子鉴
定，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的结果

显示，两人“亲权关系不成立”。
刘金心才是真的盼盼，朱晓娟告诉记

者，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自己“脑子一下
子蒙了”。2018年 2月 6日，朱晓娟和刘金
心在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分局会议室第一次
见面。短暂的接触后，刘金心二十多年的
人生轨迹，被寥寥几句话勾勒出来。何小
平将他抱回南充后，长期寄养在亲戚家，自
己便出门打工。刘金心从小无人问津，营
养也跟不上，加之没有人教育，初中没有毕
业便辍学。2017年3月，因为拿不出十万元
彩礼钱，刘金心经历了一次失恋，此后开始
酗酒，经常酒后摔伤，还喝到胃出血。

与朱晓娟见面时，刘金心刚刚从广州
辞职，过去的十多年，他辗转各地打工，
一般呆不过几个月，经常衣食无着。

刘金心不太会表达，在与记者接触
中，他只是反复说，周围的一切变化太
快，自己“接受不过来”。他至今仍然住
在南充，偶尔会到重庆看一看朱晓娟和外
婆，母子两人在一起，常常是朱晓娟大段
大段地说教，刘金心低着头听。

如今的刘金心，依然没有稳定的职
业。最近半年来，接受采访、录制节目成为
他的主要工作。刘金心告诉记者，自己与
朱晓娟缺乏感情基础，如果要像正常母子
一样相处，需要很长时间去慢慢调整。

朱晓娟说，“好好的一个孩子，让何小平
‘养废了’。”但她相信最终能与刘金心互相
接受，尽管现在“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当年被当作亲生儿子带回来的“盼
盼”，在朱晓娟的教育下读了大学，如今
在外地做金融工作，生活无忧。

“可能是技术问题”
26 年前，因为河南省高院的一纸亲

子鉴定，朱晓娟从开封领回“盼盼”；26年
后，重庆市公安局的又一纸亲子鉴定，送
回亲生儿子刘金心。

在朱晓娟的离奇经历引发关注后，河南
省高院主动派人来到重庆，与朱晓娟面谈。
朱晓娟告诉记者，2018年 3月底，河南省高
院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人在法院负责赔偿工
作。三人传达了河南省高院对于这一事件
的初步处理意见：对朱晓娟表达歉意，组成
专案组调查，后续情况将及时通报。

朱晓娟觉得，如果能够把当年的事情
搞清楚，厘清责任，也算结局完满。因此
在会见后，朱晓娟一度谢绝媒体采访，

“不想把事情搞大。”
一直到四月底，河南方面始终没有新

的信息，也再未与朱晓娟接触。朱晓娟向
记者展示的聊天截图显示，河南省高院工
作人员反复称，“在等领导回复。”

距离第一次会面三个月后，2018年6月
12日，河南省高院再次派出工作人员到重庆
与朱晓娟接触。他们告诉朱晓娟，河南省高
院可以提供部分精神赔偿，大约是5万元。

7月5日，参与这次会面的一名工作人员
向记者透露，经过初步调查，河南省高院当年
的亲子鉴定过程中，不存在违法违规问题，之
所以出现结果偏差，“可能是技术问题。”

这一次会面不欢而散。朱晓娟告诉记

者，对方提出，“养别人的孩子也是养，养自
己的孩子也是养，现在养了二十多年的孩
子，一样可以养老送终。”这样的表述，让朱
晓娟觉得对方“没有诚意，也没有歉意”。

朱晓娟向记者提供的短信显示，河南
省高院一名张姓工作人员称，他们“就是
因为二十多年以前单位同事的过失来
的，怎么会没有歉意”，并表示“鉴定结果
出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过失，不是任
何人故意的结果”。

记者拨打发送上述信息的电话，对方
承认是河南省高院工作人员，但拒绝对
信息内容置评。

朱晓娟想看一看河南省高院对于此
事的调查报告，没有获得同意。

一个想法在朱晓娟内心萌生：起诉河
南省高院。朱晓娟告诉记者，之所以这
样做，一是可以让河南省高院对当年的
错误鉴定负责，二是作为案件重要书证，
律师将可以看到河南省高院的内部调查
报告，了解当年的鉴定过程。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朱晓娟觉得，
自己人生的“下半场”刚刚开始。

起诉鉴定机构存多重困境
接受朱晓娟的委托后，重庆合纵律师

事务所组成律师团，对这起案件进行分析。
律师团成员黄敏告诉记者，这样一起

民告官的案件，此前还没有相关判例，因
此所有的步骤都需要摸索前进。其中主
要的核心问题，便是具体的起诉方式，以
及管辖权的问题。

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
诉讼的主体只能是行政机关，而法院属
于司法审判部门，不属于诉讼主体，这也
意味着这起事件，不可能以“民告官”情
形中，最常见的行政诉讼形式立案。

律师刘昌松告诉记者，按照现行法律
规定，如果是当事方认为法院判错案件，
是无法通过司法手段起诉的，只能通过
上诉或者申诉。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不
能成为被告。不过，当法院并未履行审
判职能时，其可以被当作一个民事行为
主体，个人可以对其提出诉讼。

记者获得的收据显示，程小平向河南
省高院缴纳 1500 元“亲子鉴定费”后，河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一份盖有法院财
务专用章的收据。

刘昌松说，这份收据足以证明，当年
河南省高院的鉴定部门是对外开放且收
费的，其与朱晓娟夫妇之间，实际上是一
种委托关系，在进行亲子鉴定时，法院并
非在履行审判职责。

黄敏介绍，律师团经过研判后认为，河
南省高院有偏差的亲子鉴定，导致朱晓娟
错养儿子二十多年，本质上是一种民事侵
权行为，“既然河南省高院开展鉴定业务，
也有条件开展这一业务，那么就应当承担
因鉴定错误而引发的相应民事侵权责任。”

不过，在具体侵权情形上，律师团陷入
困境。黄敏说，团队一度想以侵犯监护权起
诉，但又被推翻。“法院实际上没有直接侵犯
朱晓娟的亲子权和监护权，朱晓娟是因为相
信亲子鉴定报告，主动放弃继续寻找。”律师
团因此决定，直接以“民事侵权”起诉。

除此之外，管辖权的问题又摆在朱晓
娟和律师面前。状告省级法院，应当向
哪里起诉？刘昌松说，这一案件的特殊
性在于，河南省高院是侵权行为发生地
内级别最高的法院，如果在河南立案，涉
及到回避情形，如以侵权行为发生地提
起诉讼，则需要最高法指定管辖。

考虑到这一情形，黄敏说，律师团队
最终决定以侵权结果发生地，即朱晓娟
所在的重庆时渝中区提起诉讼。

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侵
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
发生地”，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
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多名法律界人士表示，朱晓娟以民事
侵权起诉河南省高院，鉴于被告方的身
份，其后的审理或将很漫长。

朱晓娟希望通过起诉，也告诉刘金
心，应该“走出来，站出来”，而不是活在
过去的阴影里。她说，“起码，不要老把
自己当作受害者，然后沉沦。”

据《新京报》报道

真假儿子错换26年人生
●26年前保姆偷走主家儿子 ●22年前河南高院的亲子鉴定让主家找回“儿子”●如今主家拟起诉河南高院

刘金心归来后，今年6月，朱晓娟跟他拍了一张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