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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他们在豫高调寻子后，为何黯淡收场？
济源警方亲子鉴定显示已找到儿子，夫妇二人却没了下文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岩 实习生 邓艳飞 文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刘义功夫妇多次赴济源寻子

19 年前被领养时的韩全欣

“究竟是找人，还是找事？
”

10 月 18 日，远在上海
的安徽籍刘义功夫妇求助
大河报记者，表达了寻找
失 散 19 年 儿 子 的 急 切 心
情。报道后第二天，他便
接到了亲生儿子在河南济
源的消息。事后，经警方
DNA 鉴定结果显示，济源
承留镇玉阳村的韩全欣为
其亲生儿子。
然 而 ，两 个 多 月 过 去
了，刘义功夫妇却迟迟未
到济源相认。对此，韩全
欣的养父韩平军表示气
愤。他怀疑，问题的原因
在于刘义功夫妇得知了孩
子为聋哑人而心生嫌弃。
事件背后究竟真相如
何？大河报记者对此进行
了调查采访。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亲爱的宝贝，你在济源的
哪个地方？19 年了，爸爸每天
都在想念你……”10 月 19 日，
远在上海的安徽籍男子刘义功
求助记者，希望寻找济源失散
19 年的儿子，
“ 生要见人，死要
见尸。
”
1977 年 生 的 刘 义 功 老 家
在安徽省金寨县，妻子时红莲
小他三岁是河南信阳人。据刘
义功讲，2000 年左右，他和妻
子进入济源克井煤矿打工。孩
子出生 7 天后，由于条件艰苦，
孩子患上感冒，发烧后升级为
肺炎转到医院治疗。
面对昏迷不醒的孩子，在
人地两生的异乡，经济窘迫的
夫妻俩陷入了绝望。有医生告
诉他孩子生存的希望不大，夫
妻俩最终选择了放弃。
此后数年，刘义功夫妇在
上海打拼，也算事业有成，虽然
已有一儿一女，但每隔上一年
或半年，夫妻俩都会从上海来
到济源，来到曾经的济源克井
煤矿追忆往昔。
刘义功说，今年以来，为增
加找到儿子的成功率，刘义功
和妻子找到上海警方，抽取了
血液提取了 DNA，并将信息输
入了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

结论是刘义功、时红莲是韩全
欣生物学父母亲。
“在家里不听话，稍一脸色
不好，便要闹着到上海去。”韩
平军说，那一刻开始，儿子变得
难管。
“说实话，儿子我不想给。”
韩平军向记者坦言，19 年来，
他对儿子倾注了全部的希望，
他害怕有一天梦想成空。采访
中，记者看到，他的两条小腿已
经变形，其中一只脚的后跟处
有硬币大小的洞，贯穿至脚踝
且渗出液体。
临别前，
记者提出为父子俩
拍张合照。原本羞涩的韩全欣
紧紧坐在他的身边，
很自然搂住
了他，
韩平军瞬间湿了眼眶。

现年 19 岁的韩全欣

“从小到大，一直隐瞒孩子
的身世”

下了女儿，但两人对儿子的爱
并没有改变。
“不是亲生胜似亲生”，为
了给孩子创造良好的家庭环
境，韩平军夫妇刻意隐瞒了孩
子的身世，他们对儿子倾注了
全部希望。

19 年养育情，
韩平军父子情深。

他开玩笑说儿子不是亲生的。
儿子立刻一拳打在他的胳膊
上。事后，虽然胳膊肿了，但韩
平军心里幸福极了。
“从小到大，儿子花的钱比
女儿多，要啥给啥，”此外，为了
给孩子营造美好的未来，韩平
军除了为儿子在市区购买了三
室两厅的房子。但凡儿子的生
活用品，
他力求把最好的给予。

玉阳村位于济源市承留镇
西北约 5 公里，是一个平静而
偏僻的村子。12 月 16 日，韩全
欣的养父，今年 47 岁的韩平军
联系记者，
“家里过不下去了！” “从 小 到 大 ，不 舍 得 打 孩
子，怕给他留下阴影”
“从小到大，一直隐瞒孩子
的身世，”韩平军说，19 年前，
儿子我不想给”
一次医疗事故导致他双腿残
随着年龄的增大，韩全欣 “说实话，
疾，担心无法生育，他和妻子一
成为聋哑人。但这一切，并不
对于韩平军来说，这则寻
直想“要”一个孩子。听熟人介
影响韩平军夫妇对孩子的爱。
子新闻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绍市区医院有弃婴的消息后， 夫妻俩自学手语和孩子交流，
两个多月来，他的一家在矛盾
他和妻子赶到了那里。
并带孩子到医院做了人工耳蜗
和不安中度过。
病房里，他们见到了还在
手术。
儿子韩全欣第一次知道了
暖箱中的孩子，
“瘦小得像个小
“宁愿花钱买教训，不舍得
自己的真正身世——他是一个
猴子。”韩全欣的养母，今年 43 动孩子一根指头。”儿子沉迷于
弃婴。他还知道了自己的生父
岁的王中艳回忆。夫妻俩欣喜
网络游戏，为纠正孩子恶习，韩
远在上海，而韩平军，只是养
若狂，结清了孩子的住院费用
平军几次怒摔手机；儿子马路
父。
后，还开心地给护士们买了喜
上骑电动车带人，存在危险，他
“这一辈子，根本没想到有
糖和瓜子。
为此砸坏了两辆电动自行车。
孩子过满月后，夫妻俩发
在韩平军眼中，儿子聪明、 人来寻。”采访中，王中艳掉下
眼泪。报道发出，韩平军和儿
现了其身体的异常。
“只会仰脸
懂事，会心疼自己。初中毕业
子韩全欣瞬间成为焦点。简短
哭，别人逗他没反应。”随后，夫
后，韩全欣跟着他从事铁渣运
的犹豫后，他第一时间联系上
妻俩带着孩子多方到医院检
输。每次出车，儿子总是抢着
了上海的刘义功。随后，他接
查，结果孩子确诊为神经性耳
干活。韩平军看在眼里，甜在
到济源警方的通知，根据要求，
聋。
心里。但他内心深处，隐隐担
还被采集了带有儿子唾液的烟
回家后，夫妻俩并没有因
忧儿子知道身世后的反应。
头，
说是做 DNA 鉴定。
此嫌弃孩子，给孩子取名叫韩
儿子 15 岁那一年，父子俩
12 月 9 日，济源警方向韩
全欣。2002 年，夫妇俩虽然生
开着三轮车去拉铁渣。路上，
平军送达了鉴定意见通知书。

两个多月过去了，刘义功
始终没有到济源认子，事情至
此没有了下文。韩平军对素未
谋面的刘义功产生了气愤，
“高
调寻子，事后又态度消极，究竟
是找人，
还是找事？
”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这
句话，言辞之坚决，深深震撼着
韩平军一家。韩平军说，数日
来，养子韩全欣在纸上反复写
着这句话给他看。
记者注意到，刘义功寻子
前后的态度和表述充满着矛
盾。一方面他希望儿子留在
当地，学一门手艺，有个好的
出路。另一方面，他对济源警
方做出的亲子鉴定报告并不
认同，
“一个烟嘴能证明什
么？”
“我们在公安局备的有案，
孩子是好是坏，我们都不会领
到身边，”刘义功向记者表达了
寻子的最终态度。他同时称已
向韩平军表明：孩子永远留在
济源，以后像亲戚一样走动。
韩平军怀疑，刘义功是因为儿
子是聋哑人而选择放弃认子。
“我让他孩子过来上海玩
几天，”刘义功电话中希望韩全
欣到上海玩几天。韩平军当即
予以拒绝。
“ 双方当面说清楚，
签 订 书 面 协 议 ，今 生 互 不 打
扰。”他表示，关于孩子的最后
归属，希望尽快有个明确的说
法。

济源警方的亲子鉴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