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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红旗

  近日，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许敏等人

起诉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杜新枝

侵权责任一案。此案为1992年发

生在淮河医院的一起新生儿错

换事件所引发系列民事案中的

一案。该系列案被称为“错换人

生28年案”。

  庭审过程中，法院外的气氛

剑拔弩张——— 当年婴儿到底是

“偷换”还是“错换”？两种观点的

支持者不仅在网上唇枪舌剑，一

些人当天还赶到法院外声援，双

方一度相互谩骂起来，火药味

十足。

  这是“错换人生28年案”背

后纷争的一个缩影。

赔偿精神抚慰金40万元

  2020年2月，28岁的姚策被

确诊为肝癌。治疗过程中，许敏、

姚师兵夫妇发现姚策与他们血

型不匹配，并非血亲。3月30日，

姚师兵到淮河医院反映姚策被

错抱一事。经鉴定，姚策为杜新

枝和郭希宽之子，与杜新枝和郭

希宽生活28年的郭威，才是姚师

兵和许敏之子。

  此事一经曝光，迅速在网络

上引起热议。

  随后，郭希宽、杜新枝、姚策

对淮河医院提起诉讼。三人认

为，淮河医院医护人员在对新生

儿进行日常护理过程中，存在重

大过失，致使姚策脱离亲生父母

的监护长达28年，亲子关系遭受

严重损害。淮河医院应承担其对

三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及

其他损失。

  姚策另案诉称，由于自己在

出生时被错抱，对生母杜新枝患

有肝病的情况不知情，亦未能得

到严格的肝病加强治疗，导致其

28岁就罹患肝癌晚期，淮河医院

应赔偿其治疗肝癌的费用及相

应损失。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淮河医

院不否认错抱事件系发生在该

院，亦不否认姚策出生时未注射

相关疫苗，但其指出，姚策出生

时尚未有相关肝病阻断药物和

阻断技术可用，姚策所提出的母

婴阻断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

实现。同时，个人经历、生活习惯

和治疗情况等都与病情恶化有

很大关系，而错抱事件的发生、姚策出生时未

注射相关疫苗与其罹患肝癌之间没有必然的

因果关系。

  法院审理认为，淮河医院于事发时对产妇

和新生儿实行母婴分离方式护理，且存在母婴

登记混乱、相关化验单缺失等问题，在管理上

存在重大过错，最终造成了错抱事件的发生，

判决淮河医院赔偿郭希宽、杜新枝、姚策共100

余万元，其中精神抚慰金40万元。

  判决作出后，网友对赔偿金特别是精神抚

慰金数额是否合理展开了热烈讨论。

  姚策三人起诉请求的精神抚慰金共计180

万元，一审法院支持40万元，二审法院予以

维持。

  对此，该案二审审判长回应说，对精神损

害予以金钱赔偿，可以对被侵权人的身心痛苦

予以抚慰，实现对被侵权人合法民事权益的保

护。精神损害赔偿与财产损害不同，无法像财

产损害一样予以量化。

  该审判长说，错抱事件造成郭希宽、杜新

枝和姚策一家骨肉分离，无法正常享受亲情。

且姚策的病情与错抱事件也有一定的关系。

郭希宽、杜新枝和姚策分离达28年之久，重逢

后便要承受亲生儿子身患重病的痛苦。一审

经过综合考量本案的案件事实及损害后果、

受理诉讼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酌定

淮河医院赔偿郭希宽、杜新枝精神损害抚慰

金20万元，赔偿姚策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

既有所突破，也较为合适。因此，二审予以

维持。

  今年3月23日，姚策因肝癌救治无效离世。

调查取证决定不予立案

  今年1月，许敏、姚师兵、郭威向开封市

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许敏、姚师

兵要求淮河医院赔偿700余万元，后申请追加

杜新枝为被告，要求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郭威要求淮河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77万

余元。

  许敏一方的代理律师李圣就该事件在一

次视频直播中说：“非人为故意不可能完成。”

  一石激起千层浪。到底是“偷换”还是“错

换”？网上争论不休。

  3月15日，许敏委托其表弟王某涛到开封

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报案称，郭希宽、杜新枝夫

妇及医护人员郑某、郭某志故意换子，涉嫌刑

事犯罪。

  4月7日，经鼓楼分局审查，认为不符合刑

事立案条件，决定不予立案，次日向控告人许

敏送达了《不予立案通知书》。

  4月14日，在接到控告人许敏的委托人王

某涛的复议申请后，鼓楼分局对该案卷宗材料

进行全面审查。经审查，鼓楼分

局认为不符合立案条件，维持原

不予立案决定。

  许敏不服，于5月18日向开

封市公安局提出刑事复核申请。

开封市公安局受理后，经审查认

为不符合立案条件，作出维持鼓

楼分局复议决定。

  4月21日，鼓楼警方将调查

情况公开通报。许敏一方不认可

警方的结论，其粉丝在网络上仍

然提出“偷换”的观点。其间，淮

河医院相关人员受到网络攻击，

甚至鼓楼警方、开封中院及鼓楼

区法院等相关办案人员也被个

别网友谩骂。

  “我们是严格按照刑事立案

标准进行调查的，也对相关调查

情况进行了通报。”该案专案组

相关负责人说，调查组克服事件

年代久远、相关线索匮乏、涉及

当事人难以查找等困难，组织警

力赴北京市、江西省九江市、河

南省郑州市开展调查取证。经询

问淮河医院涉及医护人员、同期

孕妇等相关人员，发现当时该医

院在婴儿管理上采取统一样式

的襁褓，并在襁褓外捆扎统一样

式的圆牌，仅以圆牌上注明的床

号对新生儿加以区分；通过查询

调取原始病历档案及妇产科管

理规章制度，发现当时该院存在

诊疗行为不规范及管理混乱的

问题。

  在庭审中，许敏一方认为，

杜新枝存在故意隐瞒的情况，主

要原因在于杜新枝入院病历缺

失。杜新枝一方认为，病历缺失

最大责任应该归因于医院管理，

是医院的过错导致化验单丢失，

而非她故意隐瞒。

  当年的护士郭某某与郭希

宽名字仅一字之差，此前被网友

认为是郭希宽的妹妹，有网友曾

怀疑是她在杜新枝入院后帮助

其“偷换”婴儿。在此次庭审现

场，作为证人出庭的郭某某情绪

激动地说：“我和杜新枝不认识，

也和错抱这件事没有半点关系，

之后却一直被‘网暴’，还连累我

在医院工作的女儿，我这次来就

是为了向大家说明，我和这件事

根本没关系。”

  庭审现场，淮河医院承认医

院方面管理混乱并道歉，其代理

律师表示，一切以警方的通报

为准。

网络主播挑争端增流量

  “公安机关对不立案决定进行了公开通

报，法院生效判决也对涉事医院应当承担的

责任进行了认定，个别网友却在网上进行谩

骂和攻击。这既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又破坏

了网络秩序，太乱了！”数名关注此案的受访

者认为。

  一位受访的主播坦言，如果能挑起争论话

题，流量就会增多，就会有更多人来直播间刷

礼物，还能获得打赏。

  记者注意到，许敏一方与杜新枝一方均当

庭提供了自媒体对当事人的视频采访，作为证

据使用。这些视频在网上浏览量大、跟帖多，各

种观点均有。

  多位旁听庭审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表

示，孩子错抱后，两个家庭都是受害者。令人心

痛的是，一个孩子已经病逝了。期盼两个家庭

能够早日回归平静的生活，让逝者安息，生者

安宁。

  “姚策和郭威分别都有3个家庭，一个是生

育他的家庭，一个是养育他的家庭，还有婚后

属于自己的三口之家。姚策已经病逝了，对3个

家庭来说都是不幸的，应尽快通过情感沟通和

法律途径，把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降到最低程

度。”一些受访者不无惋惜地说。

  “追求公平正义是众多网友关注此事并

希望推动该事件妥善解决的初衷，然而目前

存在的网络不实言论及个别网友借机造话题

流量谋取私利的现象，扰乱了网络的正常秩

序。”受访的法律界人士认为，网络舆论通过

激发公众内心的价值标准——— 道德来评判是

非 ，司 法 则 通 过 依 靠 公 众 认 可 的 公 共 准

则——— 法律来定分止争，两者殊途同归，都以

正义为最高目标，基本价值是一致的。如果个

别“网红”为吸引眼球，擅自发布侵害当事人

隐私、个人信息的言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要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记者注意到，2020年3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明确，网络信息

内容生产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遵循公序良

俗，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

权益。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应当建立网络信

息内容生态治理机制，制定本平台网络信息内

容生态治理细则，健全用户注册、账号管理、信

息发布审核、跟帖评论审核、版面页面生态管

理、实时巡查、应急处置和网络谣言、黑色产业

链信息处置等制度。

  更多的受访者希望，通过司法机关公正办

案，警示教育社会各界，避免“错换人生28年

案”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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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具盲盒是惊喜还是陷阱
记者调查文具盲盒营销套路

□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守坤

□ 本报记者   陈 磊

  开学一个月以来，北京市海淀区的家长张戒发觉，自

己刚上初二的孩子变得越来越“爱学习”了——— 向家长要

了好几次零花钱买文具。张戒后来才知道，孩子买的是现

在流行的文具盲盒，周边不少学生都在购买和收集。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走访调查发现，许多商场和

中小学门口的文具店中都有各式各样的文具盲盒出

售，它们有些是印有各种图案的盲盒笔单品，有些是以

本子、尺子、笔袋等不同文具组合起来的文具盲盒袋，

价格通常几元至几十元不等。

  在采访过程中，有不少店主告诉记者，盲袋中单品

加起来的价格要比自己去一一购买便宜得多。但也有

家长反映，里面的东西根本不值所售价格，有的是“三

无”产品质量很差，而且重复率高，买来完全是浪费钱。

对于文具盲盒的态度，社会上也是褒贬不一。

  文具盲盒到底是惊喜还是陷阱？

为隐藏款重复购买

价格未必物超所值

  “我买了好多次，这个系列都还没有集齐”“老板，

我要第五行最后一支笔，这回一定能抽到隐藏款”“我

还要右下角那一支，之前买已经抽中两次隐藏款

了”……9月29日，在天津市河西区越秀路上的一家文具

店里，几名刚放学的学生正在热烈讨论着。

  记者发现，这里的文具店门口都在显眼位置摆上

了琳琅满目的文具盲盒，名侦探柯南、航海王、奥特曼

等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动漫角色，被印在了文具盲盒的

包装上。此外，上面还印着大大小小的问号和“拆开有

惊喜”等字样。1支盲盒笔的价格为5元至10元，1个文具

盲袋的价格为10元至35元。

  “当然卖得好啦，卖得不好谁会进那么多货。”在问

及文具盲盒销量时，一家文具店店主王女士告诉记者，

“每天来店里的学生络绎不绝，一盒36支装的盲盒笔拆

开后立马就卖完了。30元的盲袋就剩下1个，你要的话我

25元卖给你。”

  除了校门口，大大小小的商店和网店中也不乏文

具盲盒的身影。记者在某购物平台上以“文具盲盒”作

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平台显示多家店铺月销量都已经

过千。同时，社交平台上也有许多博主的文具盲盒开箱

视频。各处的盲盒价格差别不大，也有大几十元至100元

以上的“高价”文具盲袋。

  凭借着不高的价格、热门IP图案，文具盲盒一跃成

为今年开学季的新宠。这些盲盒真像许多店家宣传的

那样“物超所值”吗？记者购买了一款30元的盲袋，拆开

后里面有1个笔袋、1本笔记本、1份套尺、2份便利贴和小

玩具，而这些产品如果在店里以非盲盒的形式分别购

买，实际上只要20元左右。

  安徽宿州初一年级学生家长王女士向记者抱怨，

她的孩子知道买一整盒盲盒笔一定能凑齐一整套后，

开学一个月不到已经买了两整盒共50支笔，根本用不

完，而且说等商家出新款后还要接着买。王女士不得不

对孩子的零花钱严格管控。

  在江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杜乐其看来，文具盲盒

吸引孩子并不是因为其价格低廉，更何况它们的价格

往往还虚高。孩子们购买盲盒笔也不是单纯地为了使

用，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为了凑齐一整套，很

多孩子往往会多次重复购买同一种文具盲盒，从而出

现不理性消费的情况。

采取盲盒营销形式

三无文具滥竽充数

  抽中隐藏款，需要购买多少盲盒？对于这个问题，

不仅经常购买盲盒的人说不清，连卖家自己也并不

清楚。

  记者在网上咨询某品牌文具盲盒的客服得知，一

般来说，如果购买一整盒的话，一定能够集齐一套，但

有没有隐藏款要靠运气，有些顾客买了几支就抽中了

隐藏款，有的顾客买3盒都不一定能抽中。而记者咨询

的这款盲盒笔，网上折后价为24支150多元。

  那么，文具盲盒应该公布凑齐一套或抽出隐藏款

的概率吗？ 

  杜乐其认为，当前商家采取的盲盒营销形式虽然

以保密性为卖点，但文具盲盒、宠物盲盒、玩具盲盒等

本质上还是商品。因此，经营者采用盲盒这一抽奖式有

奖销售手段销售商品的，应当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及

《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中有关有奖销售规定，公布

相应抽中的概率。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任超认为，盲盒的

销售应当被认定为有奖销售，参考有奖销售规范。“去

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明

确，有奖销售是指经营者以销售商品或者获取竞争优

势为目的，向消费者提供奖金、物品或者其他利益的行

为，包括抽奖式和附赠式等有奖销售。抽奖式有奖销售

是指经营者以抽签、摇号、游戏等带有偶然性或者不确

定性的方法，决定消费者是否中奖的有奖销售行为，盲

盒销售的方式与之相似。”任超说。

  任超认为，以套装形式售卖的文具盲盒，应当遵守

上述文件及相关法律法规中的促销、销售行为规范，包

括但不限于真实准确地告知消费者盲盒玩偶的材质信

息，标准款和隐藏款的种类、数量或者概率，不得存在

欺骗性销售行为等。

  在天津市河东区向阳楼街道的一家文具店内，记

者看到有一款盲袋上面只印有“盲盒文具”四个字。

  “我也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摸起来好像有1个笔

袋、1本线圈本，剩下还有什么就靠运气了。”文具店老

板告诉记者，这些东西都是他从正规渠道进来的，至于

上面为什么没有其他标识他也不清楚。

  当记者在该店购买了两支10元的盲盒笔后，老板

说：“10元的盲盒笔质量不错。之前我给孩子拆了两个5

元的盲盒笔根本没法用，写了半天就坏了。”

  但就是这种被店家称为质量好的盲盒笔，记者在

拆开后发现，其中一支上面印的动漫图案和包装上的

完全不符，原本可爱的动漫人物因印刷问题面目

全非。

  任超说，隐藏于盲盒内的“三无”文具既没有厂家

名称，也没有标注材料成分，消费者选购时根本无法辨

别产品中所含成分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这些产品里更

容易出现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情况。此外，文具盲

盒还存在商家涉嫌虚假宣传、到手商品与宣传不符、消

费纠纷难以解决等问题。

  杜乐其说，消费者在购买时无法获知盲盒内商品

具体情况，这给生产经营者留下了暗箱操作的空间，比

如用盲盒来清库存、处理残次品等。

  “尽管盲盒销售中关于产品款式等存在一定的保

密性，但关系产品质量和服务的信息，如产地、成分、

生产日期、保质期、使用存储条件、安全警示等，生产

经营者均应充分告知，保证真实全面，不得作出虚假、

夸大或引人误解的宣传。”杜乐其说，滥竽充数的做法

不仅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法定义务，也会损害消

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此外，经营者通过盲盒

销售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文具，还可能违反未成年

人保护法有关规定，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

健康。

亟须规范市场秩序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为了进一步规范盲盒的市场经营秩序，打击违

法经营文具盲盒行为，维护未成年人消费群体的合

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自今年秋季开学以

来，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已开展了文具盲盒专项整治

活动。

  广州市场监管部门对广州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周

边销售文具盲盒开展专项整治。广州市场监管部门与

相关销售者签订《销售文具盲盒承诺书》，进一步规范

文具盲盒经营行为。承诺书中提到，商家将对购买“文

具盲盒”的孩子进行消费提醒，引导孩子购买正常

文具。

  9月7日，河北省邯郸市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开

展文具盲盒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全市范围

内组织开展为期半个月的文具盲盒市场专项检查，进

一步规范文具盲盒市场秩序，严厉打击违法生产销售

文具盲盒行为，并建立联合惩戒机制，从多角度压实

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宣传教育，及时发布文具盲盒消

费风险。

  杜乐其说，盲盒实质上是商品的新营销方式，有关

部门监管重点应是内置商品的生产、安全等产品质量

信息的标示，监督盲盒经营者以及网络交易平台依法

合规经营。盲盒中奖率或其他对购买产生实质性影响

的信息，应当在盲盒介绍和宣传中明示，公布盲盒中奖

率的最低标准。行业协会与监管部门应共同治理，对于

浑水摸鱼的盲盒所带来的售后难题，相关部门、消保维

权组织应主动介入、积极作为。

  和一些家长对盲盒的态度不同，上海市浦东区家

长崔辉对于自己孩子喜欢文具盲盒并不感到头疼。“这

就和小时候收集小浣熊卡片一样，只不过换了个形式。

我和孩子约定好，当她完成了一项学习任务，或者帮父

母做家务后可以换取买文具盲盒的机会，但不能多买。

孩子也知道文具盲盒卖的就是包装和样式，用起来和

普通文具没什么区别。孩子的妈妈平时也比较喜欢盲

盒娃娃，她们娘俩对此都能够理性对待，还增进了彼此

的关系。”

  购买盲盒应如何挑选，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今年6月1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儿童用盲盒消费

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勿盲目跟风购买。家长在为孩

子挑选文具盲盒时应当谨慎，注意查看商品上是否标

明产地、成分、生产日期、保质期、使用存储条件、安全

警示、价格、“三包”等关键信息，并且保留好消费凭证，

以便后续出现质量问题时维权。对于学生而言，应当明

确文具并非玩具，购买文具应当以满足学习实用为主，

不和同学攀比。

  杜乐其说，不可否认的是，文具盲盒和其他盲盒一

样，已经形成了热潮。解决文具盲盒所带来的问题，需

要多方共同努力，除了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须强化监

管外，家长的教育和引导也尤为重要。

  ● 目前，许多商场和中

小学门口的文具店中都有各

式各样的文具盲盒出售，价格

通常几元至几十元不等。其

中，部分文具盲盒存在商家涉

嫌虚假宣传、到手商品与宣传

不符、消费纠纷难以解决等

问题

  ● 盲盒中奖率或其他对

购买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信息，

应当在盲盒介绍和宣传中明

示。市场监管部门应当进一步

规范盲盒的市场经营秩序，打

击违法经营文具盲盒行为。对

于浑水摸鱼的盲盒所带来的

售后难题，相关部门、消保维

权组织应主动介入、积极作为

  ● 家长在为孩子挑选文

具盲盒时应当谨慎，注意查看

商品上是否标明产地、成分、

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关键信

息，并且保留好消费凭证，以

便后续出现质量问题时追责。

对于学生而言，应当明确文具

并非玩具，购买文具应以满足

学习实用为主，不和同学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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