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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这些信息墙上这些信息，，能否帮她找到家能否帮她找到家？？

四川方策律师事务所郭刚律
师就此认为，根据“无名女”的相关
外在表现来看，其不大可能属于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故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明确规
定，若“无名女”完全不能辨认自己
行为，则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须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
律行为；若“无名女”只是不能完全
辨认自己行为，则为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除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
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智力、精
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
为外，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的实施均
须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
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

郭刚认为，至于“无名女”究竟
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还是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应由鉴定机构出具专
业的鉴定意见为准。无论“无名女”
最终被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还
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其发生
关系并同居的丰福来其实都已涉嫌
强奸。若经查实，该“无名女”确属丰

福来花5000元买来的话，则丰福来
还涉嫌触犯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
儿童罪，但其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
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可以对
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四川明炬（龙泉驿）律师事务
所王仁根律师表示，根据报道描
述，“无名女”应属无民事行为能力
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私自收
留是违法行为。

王仁根律师说，如果收买被拐
卖的妇女，还有性侵行为的，那就转
化成了强奸罪。而且“无名女”因为
身体和精神的原因，极有可能对自
己没有性保护意识，不管与其发生
性关系者是否使用暴力等胁迫手
段，都涉嫌构成强奸罪。不过这都有
赖于警方介入，全面展开调查。

王仁根律师提醒，遇到流落民
间的无行为能力人，最理智的做
法，就是报警，由警方通过救助渠
道进行救助。切不能私自随意收
留，更不能有限制人身自由、虐待、
性侵等行为，这是违法犯罪行为。

如此“收留”或涉嫌违法

“无名失智女”流落农家12年
能写一手字，墙上留谜题

4月10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发布了79岁泸
州老父易步文寻女，引发网友关注。有读者反映，宜
宾市叙州区喜捷镇新江村，村民丰福来收留了12年
的智障“无名女”，高度疑似易步文的女儿易菊香。

据丰福来回忆，他是在12年前收留女子的，带
她来的人也说不清女子的真实身份，只说女子当时
大概29岁左右。自从到了丰家，女子就一直说胡话，
但是饮食起居完全能自理。丰福来的嫂嫂余大姐介
绍，该“无名女”在他人的使唤下会做农活，力气也
大。丰福来自称，衣服被褥都是“无名女”洗涤。

据了解，丰福来是新江村土生土长的农民，今
年已64岁，十三四年前，妻子因病去世。丰福来共有
三个子女，目前都在外地打工，或结婚在外地。丰福
来平时除了务农，还在当地场镇治疗跌打损伤。目
前，丰福来和“无名女”生活在一起，旁边的房子里
住的则是丰福来的哥哥和嫂嫂。

对于“无名女”的来历，丰福来不愿多谈，声称是
有人介绍认识的。不过有熟悉情况的当地村民称，“
无名女”是一个姓罗的男子带过来的，“罗姓男子说
该女子是他的妹妹，但肯定不是，口音不同。”也有人
称，该女子是丰福来花5000元钱买来的，但遭到了丰
福来否认。当地很多村民证实，每逢赶场天，“无名
女”都会和丰福来一起赶场。丰福来喜欢打牌，“无名
女”就在场镇上独自转悠，要么等丰福来打完牌一起
回家，要么独自回家，从来不会迷路。

被村民“收留”
生活能自理12年

4月11日上午，记者赶到丰福来家时，“无名
女”正端着水杯、拿着牙刷，准备刷牙。她嘴里一直
在念叨、自言自语，记者静听至少五分钟，实在无法
辨别所言内容。

记者注意到，“无名女”大概40多岁，身高1.6米
左右，体胖，圆脸，体格健壮。其双手臂、面部、额部
等未见明显特征，下巴有痣。而易步文的女儿特征
很明显：左额有小圆窝，左下嘴唇有伤疤，右小臂内
侧有自残留下的三道刀疤，上门牙断了一颗并补
过。两者信息不符，可以排除是易步文女儿。

见有人来，“无名女”搬来凳子让记者坐，并拿
出糖果、煎花生请记者吃。记者留意到，在送糖果
时，“无名女”说“你是某某某（听不清）哒，吃嘛，没
事得。”记者再问，却得不到准确答复。

丰福来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无名
女”到他家后，曾有人跟她开玩笑，让她跟着更年轻
的男子走，但遭到了“无名女”的拒绝。“她说‘我就
要那个戴博士帽的’”，丰福来有点自豪地说：“我就
是那个戴博士帽的。”

“她说，她有两个孩子，离家时孩子大概七八
岁，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丰福来说，如果“无名女”
所述属实，她的孩子们都快满20岁了，“妈妈失踪了
十几年，想必孩子们会很想妈妈吧。”丰福来认为。
采访中，丰福来流露出很复杂的心情，他既希望“无
名女”能找到家人，母子团聚；又担心其家人直接将

“无名女”带走。
朝夕相处了12年，丰福来根据其日常行为习

惯、言谈等，分析女子极可能是湖南人。“她背背篓
时口朝下，我们这边口朝上；她栽红苕竖着栽，我们
都是横着栽。”记者询问“无名女”家在何处，她指着
屋外的山沟说“就在这下面”，“是不是宜宾、泸州？”

“无名女”摇头表示否认。

“毛阿敏、外婆的妹、瓦厂坡王国清、半边田王
泽英、母国华的婆娘王孝珍、外婆102岁……”丰福
来家外墙上，被“无名女”密密麻麻写满了这些文
字，而且还写上了歌星“毛阿敏”，看上去字迹熟练，
落笔有锋。

久走江湖的跌打郎中丰福来自认“见多识广”，
分析“无名女”起码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她应
该是在2006年左右受刺激，精神失常后离家走失
的。”丰福来说，因为“无名女”无法在当地入籍，所
以无法享受精神病人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也没有
普通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险。、

丰福来认为，“无名女”写在墙上的上述文字，
包含了比较明确的地名和人名，应该是她精神失常
之前记得最深刻的信息，也是比较明确的线索。丰
福来告诉记者，他曾请村里的年轻人帮忙，循线查
到过湖南长沙某县，但线索断了。因此，丰福来希望
借助媒体和网络的力量，能帮她找到家人。

4月13日，红星新闻客户端发布“无名女”相关
信息后，收到全国各地网友提供的十余条信息，涉
及四川、贵州、重庆、湖南、湖北。遗憾的是，记者一
一回电核实，目前暂无准确信息与之吻合。宜宾市
公安局、叙州区公安分局对“无名女”高度重视，已
启动相关调查核查工作，目前公安民警正在加班加
点开展工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首席记者 罗敏 摄影报道

有一儿一女？
是湖南人？

约40
多岁

能够
书写

“她起码有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2001 年，彭洋 10 岁。
彭洋的婶婶到德阳市第一
小学的食堂打工，见到了
一个男孩，跟彭洋长相几
乎一模一样，“婶婶当时很
惊讶，就拉着男孩问他叫
什么，家住哪里之类的问
题。但婶婶并不知道我妈
妈当年怀双胞胎的过往，
所以只是好奇。”

彭洋回忆，那年春节
回家的时候，婶婶向母亲

说起这段经历，她只记得
那个男孩姓谢，一起的同
学还说，他是捡来的，这才
引起了母亲的怀疑。

无独有偶，彭洋同村的
伯伯彭先凯也在德阳市一
小附近做生意，他回忆，也
见过跟彭洋长相很像的那
个男孩，当时他还以为是彭
洋一个人跑到了德阳玩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王明平 受访者供图

“1991 年 10 月 13 日，
彭洋和孪生弟弟出生，但
当时接生的护士说另一
个孩子是死胎。”张先生
回忆，那时彭洋的母亲已
经生下了他，同胞弟弟一
直生不下来，打完针醒来
后，护士长说另一个是死

胎，医院已经处理掉了。
“ 活 要 见 人 ，死 要 见 尸
啊！”张先生介绍，当年彭
洋的父亲和姑姑因为没
有亲眼见过孩子的尸体，
对医院的做法有过不满，
但对彭洋孪生弟弟死亡
的消息深信不疑。

疑点1双胞胎弟弟是不是死双胞胎弟弟是不是死胎胎？？

疑点2长得像我的那个男孩是长得像我的那个男孩是谁谁？？

如今的彭洋彭洋2012年的照片

双胞胎弟弟生死不明

母亲今病重，
弟弟你在哪？

近日，一条寻亲启事
被不少人转发。德阳中江
县的彭洋发帖，想寻找生
死未卜的孪生弟弟，希望
解开患癌母亲积压心底多
年的谜团。“妈妈得了癌
症，时间已经不多了，她一
直有个心愿，想解开这个
谜团。”据寻人者彭洋介
绍，1991 年，其母亲在四
川德阳市一家医院生产，
怀有双胞胎的母亲却只见
到了彭洋，另一孩子被护
士告知系死胎。

家人以为彭洋的孪生
弟弟早已死亡，其母亲却
在2001年从彭洋的婶婶和
同村伯伯处得知，两人均
在德阳市区见过一个跟彭
洋长相、身高相似的男孩。

彭洋介绍，如果弟弟
真的活着，今年已经28岁
了。“我一直以为事情过去
28 年后，母亲已经放下
了，但她还是没放下。”彭
洋说，他偶然间跟舅舅聊
天时得知，母亲一直挂念
着弟弟，但是害怕麻烦子

女和家人，从不敢提起。
2015年，彭洋的母亲患直
肠癌，经过治疗，情况好
转。但近期母亲病情恶化，
癌细胞已经扩散，她想知
道多年前亲戚见到的男孩
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孩子。
于是，彭洋通过网络发帖，
希望能够找到线索，完成
母亲的心愿。“我也不知道
他在不在人世，感觉希望
比较渺茫，但是还是要试
一试。”

“姐姐生病之后，寻找
儿子的这个愿望比较迫
切。”4 月 12 日上午，彭洋
的舅舅张先生介绍。在
2001年之前，其家人均不
相信彭洋的孪生弟弟还活
在世上。

在寻亲启事上，彭洋
附上了自己的照片，希望
有人发现跟自己“长相相
似、情况相似”的人时提供
线索。彭洋介绍，下一步他
会 到 当 地 警 方 处 采 集
DNA，希望通过 DNA 比
对，寻找更多线索。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
2019097期开奖结果：243。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
第2019042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22 25
26 15 19 17 蓝色球号码：04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097期开奖结

果：071，直选：3362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
6：9985注，每注奖金173元。（14711170.11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097期开奖结果：
07145，一 等 奖 19 注 ，每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39159903.1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9042期开奖结
果：2608262，一等奖0注；二等奖23注，每注
奖金12297元；三等奖186注，每注奖金1800
元。（39007736.7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54
期：0033133333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9056期：
0320312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9051期：
033333030333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任选9场第19051期：
03333303033333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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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律//师师//说说//法法

泸州79岁老人易步文14年寻女的故事牵动
人心，全国网友纷纷提供线索。近日，记者接到
线索，赶到新江村核实“疑似易菊香”线索时，意
外发现一名流落当地长达12年的“无名女”。64
岁的丰福来希望借助媒体和网络，为她找到家。
4月14日，警方获悉情况后迅速介入调查，当地
也高度重视，目前仍在开展相关工作。全国各地
传来多条线索，但记者核实后，尚无确切发现。

“无名”女子

未解心结

两大疑点

她
在

家
人

家
人

他
归

四 川 省
宜宾市叙州
区喜捷镇新
江村，64岁的
村民丰福来
家的外墙上
写满了炭字，
落笔留锋，有
板有眼，不像
孩子涂鸦。可
是谁也不会
想到，这些炭
字出自一名
“脑筋失灵”
的中年女子
之手。该女子
流落当地12
年，一直跟随
丰福来生活。

她是谁？
来自何方？她
遭遇了什么？
为何流落到
此？……12年
来，这些问题，
像谜一样困扰
着丰福来，也
困扰着当地
其 他 村 民。
“从女子写得
一手好字来
看，她不像天
生失智。但是
其智力异常，
导致无法沟
通交流，我也
弄不清她的
具体来历。”

瓦厂坡瓦厂坡、、半边田半边田，，应该是应该是
一些农村地名一些农村地名，，全国各地都可全国各地都可
能有相同的地名能有相同的地名；；王国清王国清、、王王
泽英泽英、、王孝珍应该是人名王孝珍应该是人名，，全全
国可能也有重名人国可能也有重名人。。但是但是，，以以
上地名上地名、、人名都对得上的人名都对得上的，，一一
定不会多定不会多。。如果你有该女子的如果你有该女子的
相 关 线 索相 关 线 索 ，， 请 致 电请 致 电
028028--8661222286612222，，或 在 红 星或 在 红 星
新闻客户端上新闻客户端上，，点击报料按点击报料按
钮钮，，上传相关信息上传相关信息。。

如果您有线索
请与本报联系

“我那连
母亲都没见
过面的孪生
弟弟，你在哪
里？”近日，一
条寻亲启事
牵动着不少
人的心。四川
德阳市中江
县的彭洋发
文寻找孪生
弟弟，希望解
开患癌母亲
积压心底多
年的谜团。13
日，彭洋接受
记者采访时
介绍，对于弟
弟是否在人
世，他们家也
找不到证据；
如果弟弟在
人世的话，病
危的母亲想
见弟弟最后
一面。

等等待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