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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记者：“八孩女子”杨某侠的真实身份

究竟是谁？是不是失踪的李莹？
调查组负责人：杨某侠真实身份为云南

省福贡县亚谷村的小花梅。事件发生以来，
网民对杨某侠真实身份提出了多种质疑。
2022年 2月 9日，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
杨某侠、光某英（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原名
花某英）血液样本与普某玛（小花梅母亲，
2018 年去世）遗物上提取的生物检材进行
DNA检验比对，结果为普某玛与杨某侠、光
某英均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2月13日，公
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又对桑某罗（小花梅大
舅）、李某元（小花梅小舅）、沙某付（小花梅大
姨）、李某梅（小花梅小姨）血液样本进行
DNA检验比对，与杨某侠均符合亲缘关系。
2月20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上述检验
对象的检材再次进行检验比对，检验结果与
之前一致。综合DNA检验比对、查阅小花梅
云南户籍底册和调查走访，认定杨某侠就是
小花梅。

针对“杨某侠可能是四川籍失踪女子李
莹”的问题，公安机关开展专门调查。一是经
江苏公安机关会同四川公安机关将李莹母亲
与杨某侠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排除生物
学亲子关系。二是经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
所对李莹母亲与杨某侠进行DNA检验比对，
结果仍排除生物学亲子关系。三是经公安部
物证鉴定中心鉴定，再次排除李莹母亲和杨
某侠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据此认定杨某侠
与李莹不是同一人。

2.记者：江苏公安机关在云南省福贡县

亚谷村是如何调查取证的？
调查组负责人：经查阅董某民、杨某侠婚

姻登记申请资料，公安机关获取了杨某侠来
自“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的线索，随即组织
警力赶赴云南，会同当地警方，以福贡县亚谷
村为重点，在周边乡镇就杨某侠身份开展走
访排摸，让相关群众辨认杨某侠结婚登记照
片、现实生活照片。据和某某（亚谷村原村干
部）反映，杨某侠可能是村里普某玛（已故）的
女儿。经查阅普某玛的户籍底册，普某玛有
两个女儿，分别为小花梅及其同母异父妹妹
光某英（原名花某英）。据此重要线索，公安
机关在河南省项城市找到光某英，光某英还
提供了普某玛的遗留衣物，为确认小花梅身
份找到了重要突破口。

3.记者：同母异父情况如何鉴定真实的

亲子关系？杨某侠母亲遗留衣物提取鉴定物
有效性如何？

调查组负责人：同母异父姐妹之间存在
遗传学规律，可以作为亲缘鉴定依据。鉴定

机构通过其母亲遗留衣物提取的多份样本，
检出可以认定杨某侠、光某英与普某玛符合
单亲关系的DNA分型。

4.记者：杨某侠的多张照片为何看上去

不像同一个人？
调查组负责人：公安机关调查发现，杨某

侠近照系从抖音视频中截取，经修图后流传
到网上，与实际容貌有差异。同时，受年龄增
长造成的皮肤老化、毛发退化、脂肪组织液化
以及牙齿缺失等因素影响，杨某侠容貌也发
生了变化。

为了准确判断是否为同一人，2022年 2
月22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运用人像特征
比对、测量比对、拼接比对、重叠比对等方法
检验，鉴定杨某侠与董某民结婚证照片、杨某
侠在云南第一次结婚照片、网传视频截图杨
某侠照片、杨某侠身份证照片、杨某侠近照反
映出的头面部轮廓、面部结构、脸颊、眉毛、眼
睛、鼻子、口部等人像主要特征相同。经人像
智能鉴定系统进一步比对检验，5张照片的
相似度较高，认定为同一人。

5. 记者：不同证件显示杨某侠年龄不

同，她到底多少岁？
公安机关调查中发现，小花梅存在4个

出生日期。其中，1974年2月11日的生日出
现在小花梅在云南第一次婚姻结婚证上，经
查系当时小花梅不满20岁，为办理结婚证谎
报年龄。1969年6月6日的生日出现在杨某
侠（小花梅）与董某民结婚证上和江苏登记的
杨某侠（小花梅）户籍信息中，经查系董某民
办理相关证件时编造。1969年8月7日的生
日出现在杨某英身份证上，经查系2011年董
某更（董某民的父亲，2019年去世）购买的假
证，用来给董某民次子董某办理出生医学证
明。1977年 5月 13日的生日载于小花梅留
在亚谷村的户籍底卡，结合其亲属回忆旁证，
此日期系小花梅真实出生日期。

6.记者：“杨某英”与“杨某侠”是同一人

吗？
调查组负责人：据董某民供述和同村多

名村民反映，1998年 6月董某更将小花梅带
回家中后，董某民与小花梅共同生活，并为其
取名为杨某英。2000年 6月，董某民为办理
结婚证，找村委会会计邵某征开具婚姻状况
证明时，经人建议将杨某英改为杨某侠，随后
以杨某侠姓名开具婚姻状况证明。欢口镇民
政办工作人员按董某民自报的信息违规办理
结婚登记，将结婚人姓名登记为杨某侠（由于
笔误写成“扬某侠”）。董某民供述，2011年3
月，杨某侠在欢口镇卫生院生次子时，董某更
找人做了一张“杨某英”的假身份证。据董集
村村干部和村民证实，杨某英、杨某侠名字经
常混用，实际系同一人。

7. 记者：长子和次子年龄为何相差 12

岁？8 个孩子都是董某民和杨某侠亲生的吗？
调查组负责人：1999 年杨某侠生育第

一个孩子后，采取了节育措施，至 2010 年
董、杨二人未生育，后节育措施失效，2011
年至 2020 年又生育 7个孩子。基层计生工
作人员在跟踪管理、服务指导、信息采集等
方面未能认真履行职责，负有失管失察责
任。

关于长子是否杨某侠亲生的问题，徐
州市公安机关将 8 名子女与杨某侠、董某
民进行 DNA 检验比对，结论为 8 名子女均

与两人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后又委托南
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进行 DNA 检验鉴
定，结论一致。2022 年 2 月 20 日，经公安
部物证鉴定中心检验鉴定，结论仍然一
致。

另经公安机关调查，查明欢口镇有两个
姓名同为董某港的人，其中一人 1999 年出
生，为杨某侠长子；另一人1997年出生，为邻
村人，现在外打工。

8.记者：杨某侠是否被拐卖？

调查组负责人：调查走访中群众反映，
1998年年初，小花梅被桑某妞（女，1974年 7
月出生，云南省福贡县人）从亚谷村带至江苏
省东海县。桑某妞与其丈夫时某忠（江苏省
东海县人）合谋，桑某妞以给小花梅介绍对
象、看病为由，将小花梅从云南省福贡县带至
江苏省东海县家中，后以5000元钱将小花梅
卖给东海县徐某东。据徐某东供述和邻居陈
述，徐某东与小花梅共同生活三四个月后，于
5月上旬某日早晨发现小花梅不知去向，请
邻居及亲属一起寻找两三天未果。后徐某东
向时某忠索要了2000元“赔偿金”。2022年
2月22日，丰县人民检察院经依法审查，对犯
罪嫌疑人桑某妞、时某忠，以涉嫌拐卖妇女罪
依法批准逮捕。公安机关以涉嫌收买被拐卖
的妇女罪，已对犯罪嫌疑人徐某东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

围绕小花梅如何从东海县到丰县的问
题，公安机关展开深入侦查调查。经进一步
审讯深挖，董某民交代，小花梅是 1998 年 6
月其父亲董某更经刘某柱（丰县欢口镇人）介
绍花钱买来。经审讯，刘某柱对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公安机关先后抓获霍某渠、霍某得
（二人均为丰县欢口镇人）及谭某庆、李某玲
夫妇（河南夏邑县人）。据4人交代情况，谭
某庆、李某玲夫妇在夏邑县骆集乡经营的饭
店内，发现流落至此的小花梅，将其收留一个
月后卖给在饭店附近工地务工的霍某渠、霍
某得，二人将小花梅带回丰县经刘某柱介绍
转卖给董某更。相关犯罪事实仍在深入侦查
中。

对犯罪嫌疑人刘某柱、霍某渠、霍某得、
谭某庆、李某玲，公安机关已立案并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继续开展侦查取证工作。

9.记者：董某民涉嫌何种犯罪？

调查组负责人：2022年 1月 31日，公安
机关以涉嫌非法拘禁罪对董某民立案侦
查。据董某民亲属和村民证人证言、勘验检
验、司法鉴定、书证、铁链等物证以及董某民
的供述，2017年以来，董某民在杨某侠发病
时对其实施布条绳索捆绑、铁链锁脖，有病
不送医治疗等虐待行为。2022 年 2 月 18
日，公安机关以涉嫌虐待罪对董某民提请检
察机关批准逮捕。2月22日，丰县人民检察
院经依法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董某民虐待
家庭成员情节恶劣，以涉嫌虐待罪依法批准
逮捕。公安机关将对涉案犯罪事实，包括涉
嫌收买被拐卖妇女等犯罪开展侦查取证工
作。

10. 记者：杨某侠的牙齿为何脱落那么

多？
调查组负责人：2022年2月4日，徐州市

口腔医学专家对杨某侠进行口腔检查和
CBCT读片，杨某侠口腔卫生长期较差，患有
牙周疾病，未进行治疗，部分牙齿逐步脱落。
2月9日，经南京市口腔医院专家再次诊断，

杨某侠患有重度慢性牙周炎，认为重度牙周
炎可导致牙齿松动脱落。2月20日，江苏省
公安厅委托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首都医科
大学北京口腔医院、浙江迪安鉴定科学研究
院3名专家对杨某侠牙齿状况进行会诊，结
论为杨某侠患有重度慢性牙周炎，未发现外
伤致牙齿缺失的客观证据。

11. 记者：为什么 2020 年就给杨某侠进

行 DNA 比对？
调查组负责人：2020年 11月，董某民为

办理低保，申请为杨某侠落户。《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
见》（国办发〔2015〕96号）规定，“其他原因造
成的无户口人员，本人或者承担监护职责的
单位和个人可以提出申请，经公安机关会同
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后，可办理常住户口登
记。”《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
员登记户口问题的实施意见》（苏政办发
〔2016〕26号）明确，“其他原因造成的无户口
人员，本人或者承担监护职责的单位和个人
可以向无户口人员实际生活、居住地公安机
关提出申请，经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调查
核实后，可办理常住户口登记。对于原籍情
况不明的无户口人员，一律要采集DNA进行
比对，经公安机关调查，未发现其登记过户口
或者其他户籍信息的，可以在其实际生活、居
住地社区（单位）集体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根据以上文件规定，公安机关对杨某侠的
DNA进行检验比对，未比中被拐、失踪等信
息。2021年 4月，欢口派出所将其落户欢口
镇集体户口。

12. 记者：“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有

哪些教训和反思？
调查组负责人：“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

件暴露出我省有关地方党委和政府一段时间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力，在基层组织
建设、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特殊群体救助关爱
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和短板，反映出少数党
员、干部没有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法治意识淡薄，导
致基层服务管理缺位，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防
线失守。我们将深刻汲取教训，进一步加强
基层组织建设和社会治理，加强干部作风建
设，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人民情怀，深入基层、深
入群众、体察民情，增强法治意识，切实维护
群众合法权益、兜牢民生保障底线。近期全
省已部署开展专项行动，全面深入排查整治
侵害妇女儿童、精神障碍患者、残疾人等群体
权益问题，依法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和收
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行为，全面
落实救助帮扶政策措施，切实维护好、保障好
人民群众权益。

13. 记者：围绕女性和精神疾病患者权

益保护，徐州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措施？
调查组负责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严重

侵犯妇女儿童人身权利，是人民群众深恶痛
绝的社会丑恶现象，必须坚持打防结合、标本
兼治。针对此次丰县暴露出的问题，徐州市
按照全省统一部署，开展侵害妇女儿童等群
体权益问题专项排查整治工作，明确精神疾
病、智力障碍、被限制人身自由等10类排查
重点，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梳网清格”，对发现
的侵害妇女儿童线索，坚决依法查处，切实维
护妇女儿童等群体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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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江苏“丰县生育
八孩女子”事件引发社会持续
关注。针对公众关注的多个
焦点问题，江苏省委省政府调
查组负责人回答了新华社记
者的提问。

近日，正在热播的现实题材电视剧
《人世间》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关注，一经播
出就拿下了央视一套黄金档收视率第
一。该剧由吉林省委宣传部和中央电视
台、江苏省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改编自梁
晓声“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目前
《人世间》已播出四分之三。随着剧情不
断深入，剧中几代人的关系发展也牵动着
大众的心，更有不少观众表示，因为剧中
的多个场景在长春拍摄，进而爱上了长春
这座城市。比起其他省市的观众，长春市
的观众就更多了一丝追剧的乐趣，那就是
分析剧中取景的具体地，以及分享该美景
的故事。

在2月 21 日晚播出的第 42集以及 2
月 22日晚播出的第43集中，剧中人物周
楠在美留学，相对剧中其他充斥着上世
纪 90年代气息的街道及背景，极具建筑
美学的校园更受关注。而这个片段刚刚
播出，就被守在电视前的长春建筑学院
师生一眼认出，取景地就是长春建筑学
院的奢岭校区。

21日晚，剧中人物周楠写信时，就是坐
在长春建筑学院的图书馆内。周楠在信中
描述了“留学”生活的美好，校园内的舒适，
是剧情需要，也是校园的真实写照。欧式建
筑风格的图书阅览区，干净整齐地摆满了各
类书籍，尽显庄重大气。剧组对于此段剧情
的选景，不仅是想“佐证”周楠信中对于校园
的描述，更多的是想表现出浓郁的学习氛
围，而长春建筑学院图书馆内场景与该剧情
非常契合。

不仅是图书馆，长春建筑学院的行政

楼、教学楼、学生宿舍也纷纷出镜。22日晚
上播出的第43集中，俯拍的校园风景，展示
了长春建筑学院内风格各异的建筑，让不少
观众惊呼好美。

长春晚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到，这两集
拍摄时正值暑假，但得知《人世间》剧组将
在学校取景，长春建筑学院积极配合，不
仅带领剧组走遍整个奢岭校区，更是详细
地介绍了各个建筑的功能和特色，提供多
个场景供剧组拍摄。《人世间》在长取景地
众多，为了贴近剧情，在场景布置中或多
或少都做了些处理，但长春建筑学院的取
景就保留了校园原有的面貌，让观众在镜
头中就能够了解到最真实的长春建筑学
院。

“一眼看破剧照，满满的母校回忆。怀
念在‘美国’留学的日子。”毕业多年的谷先
生，在播出当晚就惊喜地发现，这美美的校
园就是自己的母校。而像他一样，一眼看出
取景地的观众并不在少数，第43集还未播
完，美国杜克大学取景地为长春建筑学院的
消息就已经刷爆了朋友圈。

恰逢开学在即，不少学生也纷纷截图
发布朋友圈，戏称“马上要回美国读大学
了”“还是‘美国’的鱼粉好吃”。

而为迎接学生返校的教师早已来到
校园内拍照，先“打卡”剧中的场景，还有
教师翻出了拍摄时自己拍下的剧照。“真
是满满的幸福感！”“当时拍摄的时候，我
就在现场！”“这里有《人世间》最美的景，
最真的情。”“一觉醒来，我就去‘美国’上
班了，亲爱的同学们，杜克大学（长春建筑
学院）见！”

据了解，长春建筑学院也吸引了不少影
视剧的剧组来拍摄，例如此前在央视热播的
《夺金》，也是展示了剧中人物在外刻苦拼搏
的求学精神，同样吸引了不少观众隔空云打
卡长春建筑学院校园。

长春晚报全媒体记者 郭明彤

周楠在校园中。电视剧视频截图

长春建筑学院风格多样的建筑。 院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