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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 月 8 日下午 3
点，“错换人生28年案”二审在
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
判，姚策方获赔逾百万。

代理律师周兆成在庭审
后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
关于姚策诉河南大学淮河医
院侵权责任纠纷案，一审法院
认定被告承担60%的责任，而
二审法院100%地支持了姚策
方治病的费用，也就是说就姚
策后续的治疗，如果以后再继
续产生费用，家属有权利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医院承担费
用，以此完全免除了姚策方的
后顾之忧。周兆成律师表示，
这次二审宣判对姚策来说意
义巨大，“姚策认为自己人生
即将走到尽头，二审案件也是
他能为大家做的最后一件事，
他希望自己的二审案例能够
推动我国立法提高我国精神
损害赔偿标准。”

记者了解到，此次宣判，
姚策曾想委托妻子熊磊能代
他参加二审宣判。周兆成律
师遗憾地告诉记者，2月6日
熊磊已经购买好去开封的车
票，但是7日早晨，姚策肝腹
水疼痛再次严重急需抽液，熊
磊因此无法参加。“而姚策生
母生父也因为姚策随时有生
命危险，不敢离开姚策。”周兆
成律师表示，二审姚策家人安
排姚策的姨妈和姨父出席宣
判。

关于姚策目前的情况，庭
审现场姚策的姨妈告诉记者，
姚策现在癌细胞在骨头，肺

部，淋巴都转移了，肝部癌细
胞的标志物甲胎蛋白已经达
到最高值了。“姚策的主治医
生说，姚策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没有治疗方案了，要么打靶向
药，但不保证姚策不会出现大
出血，如果止不住血，姚策马
上就走了。要么顺其自然慢
慢熬，姚策现在每天疼得生不
如死，等又等不得。”

对于姚策在二审宣判后
是否会申诉，周兆成律师此前
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姚策对
他表示过，不论二审宣判结果
如何，他都能坦然接受，“姚策
表示，这次二审他不在乎宣判
结果，也不在乎赔偿多少，因
为无论赔偿多少，对于他即将
逝去的生命来说，都已毫无意
义。”周兆成律师一直强调，姚
策一直坚持希望自己的案例
可以推动立法提高我国精神
损害标准，也希望让有过错的
机构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

“姚策尊重二审判决，将不进
行申诉。”周兆成律师说。

2020 年 2 月，姚策养母
“割肝救子”揭开28年前错抱
的往事，当年9月，“错换人生
28年”案在开封开庭。

2020年12月7日，“错换
人生28年”案一审判决，姚策
方获赔近77万元，宣判半个月
后，姚策及生父母决定继续上
诉。

目前，姚策仍在杭州医院
住院，姚策在广西北海一家医
院住院期间就已自行立好遗
嘱。

“错抱人生28年案”二审宣判
精神损害抚慰金方面维持原判 改判医院赔偿姚策医疗费等共计602188.23元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段伟朵

2021年2月8日，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获悉，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上诉人郭希宽、杜新枝、姚策与被上诉人河南大学淮河医院以及上诉人姚策与被上
诉人河南大学淮河医院侵权责任纠纷两案二审公开宣判。法院认为，“错抱”与姚
策罹患肝癌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错抱”影响了姚策一生的命运。

其中，上诉人郭希宽、杜新枝、姚策与被上诉人河南大学淮河医院侵权责任纠
纷一案，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姚策与被上诉人河南大学淮河医院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河南省开封市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撤销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0）豫0204民初
1485号民事判决；河南大学淮河医院赔偿姚策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交通费等
各项费用共计602188.23元（已给付300000元，尚需给付302188.23元）。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联胜 文图

姚策表示不再上诉
其病情危重，后续治疗费用可要求医院承担

姚策的代理律师周兆成在庭审后接受媒体记者采访

【看点1】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赔偿
为何维持原判？

上诉人郭希宽、杜新枝、
姚策与被上诉人河南大学淮
河医院侵权责任纠纷一案，
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经审理认为，郭希宽、杜新
枝、姚策与河南大学淮河医
院对于“错抱”的事实均不持
异议。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对
杜新枝、姚策母婴登记管理
混乱，对“错抱”事件的发生
存在重大过错。河南大学淮
河医院给郭希宽、杜新枝、姚
策造成精神损害，应予以赔
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
院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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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因素后酌定河南大学淮河医
院赔偿郭希宽、杜新枝精神
损害抚慰金 200000 元，赔
偿姚策精神损害抚慰金
200000元，已经有所突破，
对郭希宽、杜新枝、姚策给予
了较大限度的保护，并无不
当。郭希宽、杜新枝、姚策上
诉称应再提高精神损害抚慰
金的理由不能成立。郭希宽
仅提供了收入证明，未提供
充足的证据证明其误工时
间，不足以证明其因河南大
学淮河医院的侵权行为导致
的误工损失为11946元。河
南大学淮河医院认可郭希宽
存在2个月的误工期，一审
法院据此认定郭希宽的误工
费为6400元并无不当。河
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遂
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
判决。

【看点2】
姚策要求医疗费等为何
改判？

上诉人姚策与被上诉人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侵权责任
纠纷一案，河南省开封市中
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
案中，1992年，河南大学淮
河医院对产妇和新生儿实行
母婴分离方式护理（母婴不
同室护理），存在对杜新枝、
姚策母婴登记混乱和相关化
验单缺失等管理上的重大过
错，造成“错抱”姚策的事件
发生。姚策生母杜新枝称其

是肝病患者，但因“错抱”导
致姚策自幼不能跟随其生父
母生活，很难准确判断姚策
肝病原因，影响了姚策加强
预防和治疗自身肝病的机
会。姚策找到亲生父母时，
病情已恶化，影响其对肝脏
移植手术的选择和实现。虽
然“错抱”与姚策罹患肝癌没
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错
抱”影响了姚策一生的命
运。本案中，河南大学淮河
医院尽力帮助姚策寻亲，先
行支付部分治疗费用，此担
当精神值得尊敬，但是，河南
大学淮河医院过错明显，造
成的后果严重，河南大学淮
河医院应为其过去未尽谨慎
职责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姚策请求的赔偿费用属于正
常治疗产生，治疗费用及营
养费、误工费、交通费等相关
费用均在合理范围。河南省
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遂依法
改判，支持姚策的上诉请求。

【答记者问】
二审宣判后，该案审判
长接受采访，回应公众
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郭希宽、杜新枝、姚
策三人起诉请求的精神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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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讲一下具体理
由？

审判长：对精神损害予
以金钱赔偿，虽然不能完全
回复被侵权人精神上的损
害，但是可以对被侵权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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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予以量化准确计算。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
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
确定民事侵权中的精神损害
赔偿数额，主要根据侵权人
的过错程度、侵害具体情节、
损害后果、受理诉讼法院所
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
予以综合考虑。本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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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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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淮河医
院对“错抱”事件的发生存在
重大过错，也有承担责任的
经济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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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定河南大
学淮河医院赔偿郭希宽、杜
新 枝 精 神 损 害 抚 慰 金
200000元，赔偿姚策精神损
害抚慰金 200000 元，既有
所突破，也较为合适。因此，
二审予以维持。

二、姚策上诉后，二审法
院予以改判，支持姚策的上
诉请求，理由是什么？

审判长：首先，河南大学
淮河医院存在重大过错。其
次，本案“错抱”事件造成的
后果严重。从姚策的病情
看，仍在不断恶化，生命垂
危，步履艰难，给姚策造成很
大的痛苦。“错抱”影响了姚
策一生的命运。最后，经审
查，姚策请求的赔偿费用属
于正常治疗产生，治疗费用
及营养费、误工费、交通费等
相关费用均在合理范围。河
南大学淮河医院应为其过去
未尽谨慎职责造成的后果承
担责任。综合以上几点考
虑，二审予以改判，支持姚策
的上诉请求。

三、本案的启示是什么？
审判长：健康是广大人

民群众的共同追求，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都离不开健康，而医院在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方面责
任重大。就医院接生而言，
医院接生后的母婴管理一旦
存在过错，会造成无法挽回
的严重后果，本案就是一个
鲜活的案例。人民群众期望
医院在接生及母婴管理中特
别严谨，特别负责，能够让母
子一起平安出院。面对人民
群众的期望，医院必须健全
管理制度、强化落实责任，避
免“错抱孩子”、母子分离的
悲剧再次重演。本案二审改
判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承担全
部责任，还旨在警示医疗机
构，在从事医疗活动中，应严
格遵守医疗技术规范，实施
完善的医疗管理制度，以防
病治病，保障公民健康，建设
健康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