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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保姆老家探访保姆老家
村民看了报道，
才知道她拐了孩子

在看到一档寻亲节目之后，48岁
的何女士决定，要为“儿子”刘金心寻
找亲生父母。

刘金心是何女士1992年在重庆当
保姆时，从雇主家拐走的。按照何女
士此前对警方的讲述，雇主家的儿子
被她带回南充老家后，因为以前死的
第二个孩子没有销户，她就沿用了孩
子的户口、生日、姓名，叫刘金心，并
一直在南充生活。

春节前夕，成都商报记者曾前往
何女士的老家，但是多位村民对刘金
心是何女士拐回来的一事大为惊讶，
他们也是在网上看到报道后才知道
何女士当年拐走了雇主家的儿子。一
位邻居向成都商报记者回忆，当年，
在外打工的何女士有一天突然回到
村里，并带回来了一个孩子，并称孩
子就是她亲生的，村民对这个说法也
丝毫不怀疑，“也许孩子生下来了，一
直在娘家带的呢，这个也说不准。”村
民们回忆，何女士带着孩子很少在村
里生活，平时主要是在南充上班。

26年后，当何女士决定为“儿子”
寻找亲生父母，并联系上宝贝回家志
愿者，志愿者在了解情况后，随即联
系了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分局打拐办
的民警，帮其儿子采血入库登记。何
女士也将自己当年拐走雇主家儿子
的细节告诉南充警方，后者随即前往

重庆，联合重庆警方寻找相关线索。1
月中旬，重庆警方向南充警方调取了
何女士“儿子”刘金心的血样，并采集
了疑似刘金心亲生父母的血样。

2月初，由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
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文书》显示，何女
士与刘金心“亲权关系不成立”，刘金
心与朱晓娟、程小平（朱晓娟前夫）

“符合双亲遗传关系”。

对话见证民警对话见证民警
“母子长得很像
一眼就能认出来”

2月5日，重庆警方通知朱晓娟，
次日与刘金心见面。同时接到通知
的，还有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分局打拐
办，他们陪同已经回到南充的刘金心
一同前往重庆。

2月6日一早，南充市公安局顺庆
区公安分局打拐办民警廖警官便接
上刘金心，一同前往重庆市渝中区公
安分局，认亲的地点，被安排在分局
的一间会议室，“其实不用介绍，一眼
就能认出来，她是他亲生母亲，因为
两个人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不过，认亲现场的气氛有些尴尬。
“你该高兴呀，失散26年的儿子终于找
到。”母子二人重逢时，有人这样说。廖
警官说，或许受到网上的诸多报道和
评论的影响，刘金心和亲生母亲见面
之后，双方似乎并没有太多的话语，大
多数时候都是沉默。整个认亲过程只
有10多分钟，之后，刘金心的亲生母亲

朱晓娟便带着刘金心回家。
这一次期待已久的认亲，刘金心

的养母何女士并未同行。在认亲结束
之后，廖警官给何女士打了一个电
话，告诉她这次认亲很成功，刘金心
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电话
里，何女士的情绪比较平静，还称希
望刘金心能够在重庆多待几天，“陪
陪她的亲生母亲”。

其实，朱晓娟的儿子当年丢失之
后的第3年，夫妇二人曾在河南成功
找回“儿子”并将其抚养长大。只不
过，她们现在才知道，当年找回来的
儿子与她们并无亲权关系。

朱晓娟在接受《重庆晚报》采访
时曾提到，要不是何某的出现，他（刘
金心）会健康成长，上大学，甚至读硕
士、博士，有份好的工作，有体面的人
生，“我和我的两个儿子是最大的受
害者。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何某，
她偷了我的儿子不说，还把我的儿子
养成这样，现在不想要了，想当包袱
甩了。她不能想怎样就怎样。”

再问法律责任再问法律责任
亲妈说“不追究了”
不影响司法机关公诉

2月21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何
女士，不过对方并不愿意谈及此事，
随后挂断了电话。在此之前，记者也
曾多次联系何女士，但对方均拒绝谈
及此事。

何女士此前在为“儿子”寻找亲

生父母时曾说到，只想找到孩子的亲
生父母，“找到了就去坐牢，给自己赎
罪”。不过，刘金心在与亲生母亲成功
认亲后也表示，“我不想我妈出事，如
果她坐牢，我宁愿不认亲生母亲，可
是两边都是妈妈……”对此，刘金心
的亲生母亲朱晓娟在接受《重庆晚
报》采访时说：““我们不再追究何女
士的责任，为了儿子着想，因为二十
多年来儿子一直把她当亲生妈妈。我
跟警方也是这么说的，我不追究了。”

成都律协刑专委秘书长蒋健律师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何女士的行为涉
嫌拐卖儿童犯罪，属于公诉案件，是否
追诉是不以当事人意见为转移的，但
是追究何女士的刑事责任，需要看是
否能够确认何女士当年是否拐走了孩
子，丢失孩子的受害人当年是否有报
案，公安机关是否立案，公安机关如果
有立案，则仍可按照正常的刑事诉讼
程序展开调查，但是如果当年没有立
案侦查，由于如今已经过去20多年，这
意味着已经过了追诉时效，司法机关
将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川美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周茂
梅表示，何女士当年拐走雇主家儿子
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属于公诉案
件，受害人（即被拐儿童及其父母）是
否愿意追究其刑事责任，并不直接影
响何女士的定罪，也不影响司法机关
的公诉。但如果受害人书面表示谅
解，其谅解行为可以作为司法机酌情
量刑的考虑因素，比如对其给予从轻
或减轻处罚。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综合重庆晚报

这对姐妹的平淡生活，在2008
年被打破。这一年，牟昌琼被查处
患有尿毒症，1年后开始透析治疗。

牟昌琼说，这些年为了给自己治
病，卖掉了家里的房子，因为找不到地
方住，姐姐刘兴碧便找到朋友的一处
闲置房子，供一家人免费居住至今。

牟昌琼说，自从患病之后，姐
姐刘兴碧并没有离开她，而是仍在

一起生活照顾她，而家里的生活开
销也主要是姐姐负责。每隔两三
天，刘兴碧就会用背篼装上四个
4.5L 的空矿泉水瓶子，然后步行 1
个多小时到去一处水井里背山泉
水。“这个水质好，用来做饭和烧开
水，也可以节约水费。”

放置在煤炉上的茶水壶，正发出
咕噜咕噜的响声，煤炉是刘兴碧几年

前专程去买回来的，因为牟昌琼冬天
怕冷，煤炉可以让屋子里24小时都
暖烘烘的，重要的是，这比烤电炉子
省钱，“我以前是从来不吃剩饭的，现
在已经习惯了，倒了就可惜了。”

刘兴碧所在的新华社区主任童
伟介绍，刘兴碧和牟昌琼这两家人，
确实在一起生活多年，这对保姆与
雇主的故事，周围的人都知道。

“没算过为她花了多少钱
至少10多万吧”

成都商报：很多人不理解，牟昌
琼当初只是你们家的保姆，你们为
什么对他这么好？

刘兴碧：我们从没有把她当成
保姆看，就当一家人。

成都商报：为了给这个保姆妹
妹治病，你前前后后拿了多少钱出
来？

刘兴碧：没用计算过，一年打一
万块钱算，至少也是 10 多万元了
吧！

成都商报：过去是牟昌琼照顾
你，现在她生病了，你有反过来照顾
她，适应了这种角色转变没得？

刘兴碧：没有觉得自己是保姆
在照顾她，她生病我着急，我生病她
着急，虽然我们是没有血缘关系，但
是这种亲情还是很浓。

成都商报：对于未来，你有什么
打算？

刘兴碧：（转头望向牟昌琼）要
让你一直治下去，你能活到哪一天，
我就把你管到那一天。

对话
刘兴碧

“如果我先走了
丈夫也承诺会照顾她”

成都商报：想对当年的雇主，现
在的姐姐说些什么？

牟昌琼：我丈夫给我承诺过，如
果我先走了，姐姐老了走不动了，他
即便金钱上帮不到他，其他只要能
够办到的一定努力办到，洗衣服，做
下力活儿，背姐姐上下楼这些，完全
没有问题。

成都商报：这些年，你们两姐妹
的感情如何？有吵过架吗？

牟昌琼：感情好，也吵架，但吵
过一会儿就算了，从来不上心，（刘
兴碧笑着插话：家里的事情她从来
不管，都是我来操心）。
成都商报记者王超 张杨 摄影报道

对话
牟昌琼

被拐孩子与生父母DNA比对成功

“母子两人，
长得实在太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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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春节前夕，刘金心在南充民警的陪同下，前往
重庆见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此前1个月，他的被拐身世在网上引发关注，而拐走
他的人，正是将他抚养长大的养母何女士（成都商报曾报
道）。26年前，南充籍保姆何女士给居住在重庆解放碑附
近一雇主家做保姆时，将雇主家1岁多的男孩拐走。20多
年之后，何女士主动向警方讲述了自己当年拐骗男孩的经
过，并希望能够替这个拐来的“儿子”找到亲生父母。

2月初，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文
书》显示，何女士与刘金心的“亲权关系不成立”，刘金心与
程小平、朱晓娟“符合双亲遗传关系”。成都商报记者也从
南充警方获悉，在春节前夕，刘金心在南充民警的陪同下，
前往重庆与其亲生母亲成功认亲。

她来自农村，因为逃婚想进城立足，最终阴差阳错当了保姆。
她是城里人，和丈夫在水泥厂上班，因为一句玩笑话，家里无缘无故聘了一个主动上门的保姆。
这是一段始于32年前的保姆与雇主的故事。32年前，雇主刘兴碧自己掏钱，将保姆的户口从农村

迁到城市，并将其当成家人一样对待，而保姆牟昌琼为了感恩，领了两个月工资后，便开始无偿照顾雇主
一家人感恩，即便后来结婚，也将女主人接到自己家里一起生活。

如今，昔日的保姆牟昌琼患上尿毒症，而曾经的雇主刘兴碧又角色互换，扮演起“保姆”角色，和牟昌琼
的丈夫一起照顾牟昌琼。她说：“要让你（牟昌琼）一直治下去，你能活到哪一天，我就把你管到那一天。”

“

因为一句玩笑进城，
当了水泥工人的保姆

结缘结缘

21 日中午，太阳出来照得万源
城里暖暖的，一盘瓢儿菜和一盆白菜
汤，刘兴碧和牟昌琼两人简简单单地
吃了午饭。饭后，牟昌琼洗碗涮筷，跑
到阳台上接电话，生怕吵着刘兴碧。
2018年春节，两人还是在一起过的。
无山珍、无海味儿，但是牟昌琼“觉得
心里踏实”，两姐妹就这么一起过了
30多个年。

在万源市城区裕丰街 169 号门
市旁，穿过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子，这
就是刘兴碧和保姆一家的临时住所，
一段尘封了32年的保姆与雇主的情
义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时间回到 1986 年。当时还不满
17岁的牟昌琼正在为自己的婚事而
苦恼，家里人已为她看好了一门亲
事，男方是农村的，家庭条件不错。

“我不想一辈子待在农村。”牟昌琼说
起当初进城的初衷，想到了“逃婚”一
词。她来到万源城区的幺姑家里住
下，并希望尽快找到一份工作，在这
座小城立足。

幺姑的丈夫在城里的水泥厂上
班，幺姑平时和水泥厂的工人也比较
熟。一次偶然的聊天机会，在水泥厂

上班的刘兴碧听人聊到请保姆，便随
口说了一句，“我也要去请个保姆”。
这句话到被牟昌琼的幺姑当了真，第
二天便领着正为工作发愁的侄女上
门去应聘保姆。

“其实当时说请保姆，就是我的
一句玩笑话，没想到被她们当真了。”
刘兴碧事后说，当时家里有一个瘫痪
在床的哥哥，还有一个正在上幼儿园
的儿子，尽管家里的经济条件还不
错，但是当时还没有下定决心，是否
请一个保姆住进家里。

第二天午饭过后，牟昌琼被幺
姑领着前往水泥厂职工宿舍的刘兴
碧家。到达雇主家里时，牟昌琼没有
见到刘兴碧，而男主人正在厨房洗
高压锅，“当时我就晓得，这是一家
爱干净的人”。下午时分，刘兴碧回
来一进门，便看到牟昌琼在家里正
在用抹布擦拭家具，屋子里也打扫
得干干净净。看到眼前的这个姑娘
聪明、勤快，先前还对请保姆一事摇
摆不定的刘兴碧决定，让这个来自
农村的姑娘留下来，并主动提出每
月给 40 元工资，这比当时的保姆行
情价要高出10多元。

情深情深 “从来没把她当保姆，
她就是我们的家人”

水泥厂宿舍那套三四十平米的
宿舍里，牟昌琼的保姆生涯正式开
始，每天在家里照顾雇主的儿子、以
及其瘫痪在床的哥哥。

牟昌琼一直希望有城镇户口。
“当时姐姐（刘兴碧）就说，可以先把
户口转到城里来。”最后，刘兴碧拿出
4000多元积蓄帮牟昌琼将农村户口
转为城镇户口，牟昌琼的户口直接转
到刘兴碧一家头上，与户主关系则是
刘兴碧的“表妹”。

等到第三个月给牟昌琼发工资
的时候，牟昌琼直接拒绝了，她觉
得，姐姐一家帮自己转户口花了钱，
自己这些年就不要领工资了。在接

下里的 10 多年里，牟昌琼一直在刘
兴碧家当保姆，照顾一家人的起居
生活，期间，即便刘兴碧的哥哥、丈
夫相继去世后，牟昌琼仍留在刘兴
碧家里照顾刘兴碧的生活，没有领
过一分钱工资。

“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水泥
厂职工宿舍很多人都羡慕我们家
里，逢年过节，我们都要给她（牟昌
琼）买新衣服新鞋子。”刘兴碧说，从
牟昌琼走进自家门来，慢慢家里人
没有将其当成是一名保姆，而是将
其当成家人，双方一直相处得很好，
牟昌琼叫她姐，她习惯叫牟昌琼为

“琼儿”。

感恩感恩 结婚次日与丈夫商量，将雇主接到自己家
2003年4月份，牟昌琼结婚了，

搬进了丈夫在万源城区买下的新房。
结婚的前一天，她仍在刘兴碧家里生
活。牟昌琼说，结婚第二天，自己和丈
夫商量后，就回到水泥厂宿舍，将当
时已失去丈夫的刘兴碧接到自己的
新家一起生活，互相也有个照应。

牟昌琼的丈夫林祥明介绍，在
和牟昌琼结婚之前，牟昌琼就给他
讲过刘姐的事情，“这么多年，刘姐
帮她不少，人要懂得感恩，喊她（刘
姐）过来一起住，我同意了的”。

牟昌琼的心里，一直对雇主一家
心存感恩，“她们对我好，从不把我当
外人，感觉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

由自在的。现在她儿子常年不在身
边，只剩下她一个人了，我还是要懂
得感恩，让她和我们一起生活。”接下
来的几年，牟昌琼的丈夫在外面打工
赚钱偿还购房欠下的债务，她和刘兴
碧则在城里租下一个门面房经营一
家小面馆，“家里的经济收支都主要
是姐姐在负责，我们从来没有因为经
济上的事情吵过架。”

“她就是男孩子性格，心肠很
好，像我女儿这样大的很多孩子，
都是叫她‘刘爸爸’，她当年对我不
好，也许我早就跑了，只要她对我
好，我也会对她好，这个大家都是
相互的。”坐在一旁的牟昌琼插话

道，家里人对这个自己的姐姐也很
认可，老家父母将这个姐姐当成女
儿一样，自己平时回乡下老家，都
是姐姐陪着一路，两人俨然一对亲
姐妹。

刘兴碧说：“她（牟昌琼）家里
人对我也好，以前我说想吃葛根，
她父亲跑到好远的山上去给我找
来了才放心。”一次，刘兴碧在家突
然胰腺炎发作，痛苦异常，牟昌琼
问询后，将几个月大的女儿丢在家
里，赶紧下楼去找侄儿过来，帮忙
将刘背到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牟
昌琼说：“她生病了我着急，我生病
了，她也着急”。

角色互换角色互换 保姆身患尿毒症，昔日雇主变“保姆”

朱晓娟与刘金心 图据重庆晚报

万源市给刘兴碧的颁奖词 牟昌琼（左）和刘兴碧（右）一路外出

刘兴碧正在倒出背回的山泉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