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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备受关注的“错换人生 28
年”案在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开庭。记者获悉，患癌男子姚策因手术
原因还在医院治疗，律师及其亲生父母
代替参加庭审，其养父养母以证人身份
出庭。

姚策及其亲生父母要求河南大学淮
河医院公开道歉，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每
人 60 万元、已产生医疗费 74 万元及判决
后医疗费等共计约 273万元。

在 9 月 9 日的庭前证据交换过程中，
姚策的亲生父母临时追加医院方支付其
抚养非亲生子的抚育费 28 万元诉求，但
最终这一诉讼请求在庭审中被临时放弃，

“庭上被告律师要求答辩期，追加 28万元
赔偿诉求可能会拉长法院审结案件的期
限。”原告方律师周兆成称。

庭审中，双方就涉事医院是否需要对
抱错孩子之一姚策的肝癌负责以及孩子
被抱错本身给双方家庭造成的精神损害
赔偿为主要争议焦点进行了激烈的法庭
辩论。庭审持续了近 5个小时，法庭并未
当庭宣判。

庭审

原告希望还原错抱真相
院方要求医疗损害鉴定

今年 2 月，江西青年姚策查出患癌，
母亲许女士欲“割肝救子”时，发现在生产
的医院抱错了孩子，亲生儿子其实是和杜
女士生活在河南的郭威，一段“错换人生
28 年”的秘密就此揭开。此后，该事件被
诸多媒体广泛报道。

11 日 8 时 30 分，郭希宽、杜新枝夫妇
及其代理律师到达开封鼓楼区法院。姚
策的养父母许女士夫妇也于 11日抵达开
封，并将以证人身份出庭。河南大学淮河
医院方则由两名律师代为出庭。

记者从原告方姚策及其生父生母的
代理律师周兆成处获悉，上午开庭的是两
起民事案件，分先后进行，被告均为姚策
的出生医院——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在
之前的证据交换中，姚策单独诉河南大学
淮河医院“患癌”侵权责任纠纷案，其向法
院提交了 16组证据。姚策生父生母一家
诉河南大学淮河医院“28 年前抱错婴儿
事件”侵权责任纠纷案，向法院提交了 11
组证据。

姚策的《民事起诉状》显示，其认为自
己出生后即在淮河医院被“错抱”，脱离了
亲生父母的监护，因而没得到严格的乙肝
加强治疗，导致 28 岁就罹患肝癌晚期。
因此，他请求淮河医院赔偿由此造成的治
疗费及相应损失，共计 916947.81元。

郭希宽、杜新枝和姚策共同为原告的
《民事起诉状》显示，其诉讼请求法院判决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支付姚策和亲生父母
郭希宽、杜新枝精神损害赔偿金 180 万
元，寻亲路费 1193.5 元，支付郭希宽误工
费 11946元。

被告河南大学淮河医院答辩状显示，
其认为错抱行为发生在医院，并没有明确
承认错抱行为是由于医院医护人员的过
错造成。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向法院提交了要求法院委托第三方鉴
定机构，对姚策出生时未注射乙肝疫苗和
其 2 岁半时发现感染乙肝之间是否有因
果关系以及参与度是多少进行鉴定的申
请。

庭审前原告方向法院提出请求，希望
当年杜女士生产时的医师郑某、护士耿某
玲出庭作证。但在当天的庭审中，两人均
未到庭。庭审时，姚策的亲生父母情绪激
动，杜新枝多次落泪，希望知道孩子为什
么会抱错。而院方称因为年代久远，他们
也不知道。

焦点

错抱孩子与姚策患肝癌
是否有因果关系？

记者了解到，当天开庭中原被告分歧
较大，进行了激烈的法庭辩论。其中，双
方争议焦点主要有两个方面，孩子被抱错
本身给双方家庭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其
次是涉事医院是否需要对抱错孩子之一
姚策的肝癌负责。

在第一个案件中，姚策代理律师周兆
成认为，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因工作人员的
过错抱错孩子，导致两个家庭亲子关系受
到损害，原告有权要求涉事医院给予赔
偿。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认为原告方提出
的赔偿费用过高，但并未提出一个数据，
而是要求法院裁决。另外院方对于姚策
父亲的误工费不认可，认为其已经退休，
不存在误工费。而周兆成表示，郭先生为
返聘人员，收入水平是一月 3000余元，共

计四个月是 1万余元。
在第二个案件中，周兆成认为，由于

姚策生母杜女士患有乙肝，28 年前她的
生产病历也证实，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对杜
女士进行了乙肝检测，其对杜女士携带乙
肝是明知的。而且医院在已知孕妇为乙
肝患者后，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存在失
职行为。同时，没有任何记录显示姚策出
生打了乙肝阻断药，从而导致其罹患肝癌
晚期。

对此，院方称错抱事件发生在 28 年
前，已经超过了最长 20 年的追溯时效。
周兆成认为，虽然错抱事件发生在 28 年
前，但是直到今年当事人才知晓侵权事件
的发生，所以应当从今年开始算起。

周兆成向法庭出示了开封市在 1988
年就出台了的为新生儿注射乙肝疫苗、阻
断乙肝传染的政策。1992年，该措施得到
普及。医院方认为，其为省级医院，并不
受开封市的政策文件影响，并且当年要求
乙肝疫苗注射普及程度并非 100％，而是
逐步推行推广的。

在庭审中，院方律师怀疑姚策出生时
就已经感染了乙肝病毒，但并未提供相关
证据，而原告方并不认可，其出示的新生
儿检查报告显示，姚策出生时非常健康，
并未宫内感染。

周兆成表示，由于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的过错，导致很多据以认定本案事实的鉴
定缺失重要数据，比如杜新枝女士HBsAg
(乙肝两对半表面抗原)被医院丢失、姚策
出生时的手术有无进行乙肝产妇的严格
注意操作流程，医院在护理新生儿时是否
采取了特殊的护理措施等，上述重要数据
及材料的缺失最终可能会导致难以进行
鉴定，相关的责任应由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承担。

历经近 5 个小时庭审，法庭并未当庭
宣判。

对话当事人

“相信法院能够作出
公平公正的裁决”

姚策告诉记者，事件发生后，自己因
为看不到治愈的可能性和经济压力，曾有
过放弃的念头，但是看到自己年幼的孩子
和年迈的父母又于心不忍，“我不能那么
自私”。

姚策的儿子还不到 3 岁，小家伙并不
明白生病的含义，但他知道爸爸每天晚上
都得吃一个盒子里的东西，只能爸爸吃，
别人不能吃，“有一次，他拿着我的药盒，
我爱人逗他说，给妈妈吃一粒，他摇头说
不，‘是爸爸的药’。”

没生病以前，姚策经常在外面出差，
回家后，孩子都不愿意理他，生病之后，陪
伴孩子的时间多了，孩子也和他亲了很
多，每次治疗后回家，孩子都会让爸爸抱，
问“爸爸带我去哪里玩儿”。这让姚策很
开心，他称这是“因祸得福”。

随着病情发展，姚策疼痛的时间越来
越多，但止疼针只能住院的时候打，平时
就靠“扛”，“听听音乐，尽量分散注意
力。”长期以来，姚策表现得还算坚强，

“说出来，除了让家人更担心，没有任何意
义。”姚策说，他从来没有想到，“错抱”会
发生在自己身上。

姚策坦言，一个人的时候他也害怕，
“我不希望孩子在背负着巨额债务的家庭
中成长。”

姚策告诉记者，经过前五个疗程的药
物和放化疗后，其肝内癌细胞有缩小，按
照肝移植手术的标准，医院专家称已可以
手术。但综合康复率、术后愈合度等多种
因素，仍建议其休养恢复一段时间。因为
持续的放化疗，他的体重也从 75 公斤骤
降至 59公斤。

9 月 11 日开庭当天，姚策 6 点就起床
了。等护士测完体温、查完房，7点多，姚
策给河南爸爸妈妈打了电话问了一下情
况，“我祝他们顺利，还让妈妈保重身体，
不要太劳累。”

姚策曾想过，无论如何也要前往庭审
现场，但没想到的是，自己的一个微创治
疗手术被安排在了庭审前一天，他只能放
弃。由律师及家属代替自己到场参与庭
审。“我相信法院能够作出公平公正的裁
决。”

“只希望医院能够道歉，并尽早解决
完事情，家人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姚
策说他现在不会想太多，努力陪伴好家人
和孩子，珍惜眼前的生活，因为不知道明
天和意外哪一个先到来。“我们已经到山
穷水尽的时候了，希望医院能给我们柳暗
花明。”今年 6月 15日姚策生日会后，其亲
生父母郭希宽、杜新枝夫妇一直留在上海
照顾他，直到这次开庭前才来到开封。他
们表示，如果败诉会上诉。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错换人生28年”案在河南开庭
双方就主要争议点激烈辩论

原告方姚策及其生父生母的代理律师周兆成向媒体介绍情况。

新华社上海 9月 12 日电（记者 许
晓青 杨恺）被誉为当代知识宝库、知识

“海洋”的《辞海》（第七版）近日在全国
各大书店、网络平台等发行渠道正式亮
相。

《辞海》集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
典的功能于一体，是中国标志性的大型
综合性辞书。2020年问世的《辞海》（第
七版）由 1000余人组成的团队历时多年
编修完成，收词更“海量”，释义更精准。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书记黄强介
绍，新版《辞海》全书 2350 万字，比上一
版增加近 100 万字；图片 1.8 万余幅，比
上一版增加 2000余幅；75％以上的条目
都有程度不同的修订或更新；新增条目
（含义项）1.1 万余条，全书条目近 13 万
条。

在《辞海》的中国地理学科中，新增
“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词条；
在天文学科中，增加了“500 米口径球
面 射 电 望 远 镜 ”条 目 ，也 就 是 俗 称 的

“中国天眼”；在空间科学领域，对“嫦
娥系列月球探测器”词条进行补充，新
增了 2019 年嫦娥四号探测器登陆月球
背 面 的 内 容 ；而 在 建 筑 学 科 ，增 加 了

“港珠澳大桥”等词条；科技哲学学科
新增“地外文明”等词条。

《辞海》的编修工作，从第六版到第
七版，大约经历十年时间，这也是中国
移动互联网发展最迅猛的十年。新版

《辞海》中，首次收录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大数据、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移动
互联网、4G、5G、物联网、第三方支付、支
付宝、跨境电子商务、微博、微信、自媒

体等条目，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辞
海》坚持及时反映各方面新事物、新发
展的修订目标。

为了让《辞海》更适宜互联网时代的
阅读，新版《辞海》努力变“轻”了。第六
版曾推出的手持阅读器，如今已被适应
不同应用场景的《辞海》网络版替代，包
括电脑版、手机客户端版、微信版等。

据介绍，针对 2020 年发生的一些重
大事件，如“新冠肺炎疫情”等《辞海》纸
质版暂时未收录的条目，也将陆续在

《辞海》网络版中实现及时更新。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参与了

《辞海》第四版至第七版的编修。他说：
“无数学者和编辑投入大量精力，追求
全面、准确、前沿地反映世界的变化和
人类科技文化的进步。”

中国大型综合性辞书《辞海》（第七版）问世

《《辞海辞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