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三湘
都市报微
信看E报。

2016.4.27��星期三 编辑 陈香云 美编 刘铮铮 校对 汤吉E04 故事会

美女主持为保婚姻找表妹代孕
遭代孕者“逼宫”后激情杀人

2013年春节， 李海去美国看女
儿， 刘敏之回到松原老家。 正月初
二， 乡下的堂舅夫妇带着女儿来家
拜年。 看到久不见面的远房表妹孙
丽娟，刘敏之眼前一亮。孙丽娟时年
22岁，长相白净秀气。眼前的孙丽娟
绝对是个靠谱的代孕对象啊！次日，刘
敏之买了许多礼物来舅舅家拜年。孙
丽娟恰好不在， 刘敏之向舅舅舅妈提
出让孙丽娟代孕的事， 并表示先给孙
家15万元， 事成后再给15万作为酬
劳， 还承诺说不会影响孙丽娟以后的
生活。一听给这么多钱，堂舅夫妇都十
分惊讶和兴奋， 没有太多犹豫就答应
了。之后，在他们做工作下，孙丽娟也

同意了。
2013年3月，刘敏之开车将孙丽

娟接到长春让丈夫“面试”。李海见
女孩长相漂亮， 也很机敏， 很是满
意。随后，刘敏之选择了长春一家私
人不孕不育医院，花巨款打通关节，
先偷偷安排孙丽娟住进医院取卵保
存起来， 接着自己又和李海来到医
院“取卵”，取精。李海不疑有鬼，取
精后便不再过问此事。

2013年4月6日，医生对孙丽娟顺
利实施了人工授精手术。 孙丽娟确定
怀孕后，刘敏之将其送回松原老家，在
松原市区租了一套房子安置下来，并
专门雇请了一个保姆照顾她。

2014年2月中旬，孙丽娟顺
利产下了一个重达8斤2两的男
孩，取名“来来”。李海欣喜若狂，
还特意将孙丽娟的母亲高淑琴
接来侍候月子。本来两家商定孙
丽娟生下孩子后不喂母乳，但李
海心疼儿子， 执意要其喂母乳，
答应每个月给1.5万元的营养
费。

爱子心切的李海一有时间
便从长春赶过来看儿子。高淑琴
知道他是有钱的老板，对他特别
讨好。不久，刘敏之提出要带孩
子回长春。高淑琴想和女儿一起
跟去，刘敏之自然不同意。没想
到孙丽娟转头又去求李海，李海
竟同意了，为此，刘敏之心里很
不痛快。

一进李海家门， 高淑琴就被
惊呆了： 她没想到外甥女家的厕
所都比她家的客厅大， 装修更是
金碧辉煌， 没想到李海家竟这么
富有。 呆了几天， 她渐渐悟出味
来： 女儿生下的原来是个“金娃
娃”，这逼人的富贵顿时震醒了高
淑琴。

孩子满月当天，刘敏之到银
行支取15万交给高淑琴，下了逐

客令。孙丽娟说：“表姐，就让我
妈在这里再照顾一段时间吧。”
刘敏之刚要回绝，一旁的李海发
话：“让舅妈留下来吧。” 刘敏之
很是郁闷，李海上班后，她就警
告高淑琴母女不要多说话，大家
是亲戚， 闹僵了对谁都不好。刘
敏之冷淡而决绝的口气，让高淑
琴很是不快。想到不久后就要与
这满屋的富贵作别， 重新回农
村，她更是心有不甘。孙丽娟衣
食无忧地享受了近一年，当然也
不想走。娘俩一合计，最终决定
向李海说出来来的身世， 上演
“逼宫”大戏。

2014年4月底的一天， 趁刘
敏之有事外出， 李海恰巧在家的
机会， 高淑琴将孙丽娟是孩子亲
妈的事向他和盘托出。当晚，李海
开门见山地质问刘敏之， 并提出
要带孩子去做亲子鉴定。 刘敏之
知道真相败露，只得承认，李海没
想到， 看上去年轻单纯的妻子竟
如此有城府， 这么大的事没与他
商量便擅自做主。

高淑琴看到后暗喜， 悄悄唆
使女儿亲近李海， 同时尽量给李
海创造与女儿独处的机会。

2014年5月的一天， 李海开
车上班去了。刘敏之想来想去，决
定先把高淑琴赶走， 这样表妹就
没了主心骨。谁想她话刚出口，两
人便吵得不可开交。 高淑琴悄悄
给李海打了电话， 说刘敏之赶她
和孙丽娟回老家，李海当即表态：
“这个家我说了算，等晚上我回去
跟刘敏之说！”高淑琴暗喜。她之
所以执意不走， 其实是暗中挤兑
着等李海烦了提离婚。在她看来，
李海要离婚， 肯定会娶自己的女
儿。

果不出所料，不一会，刘敏之
就接到了李海的电话：“你把丽娟
赶走，你有奶水喂来来呀？”放下
电话，刘敏之回到卧室，趴倒床上
哭起来。

2014年5月26日，李海外出
上海谈业务。 刘敏之决定趁此机
会将孙丽娟和舅妈赶走， 只有这
样，才可以彻底解决问题。于是，
当晚， 刘敏之又一次拿出早已准
备好的15万元， 跟孙丽娟摊牌：
“当初协议的30万代孕费已全部
付齐， 请你明天就跟舅妈离开。”
孙丽娟娘俩根本不同意， 执意要
等李海回来， 为此三人吵得不可
开交。

第二天一早，保姆出去买菜，

高淑琴出去给孩子买尿布， 家里
就剩刘敏之和孙丽娟， 两人在卫
生间洗漱时， 又因为孩子的事吵
起来， 刘敏之信手摸起地上收拾
卫生的铁撮朝孙丽娟头部砍去，
孙丽娟“妈呀”一声倒地，这时，完
全失控的刘敏之扑上去， 掐住孙
丽娟脖子……几分钟后， 孙丽娟
完全瘫软下来。

刘敏之见自己惹了大祸，更
加疯狂， 她从马桶旁拎起准备擦
拭油烟机的一瓶汽油， 跑到孙丽
娟卧室，浇到熟睡的孩子身上，然
后点着。做完这一切，她带着准备
付给孙丽娟的15万元代孕费，逃
之夭夭。从家里逃出后，便开车直
奔松原市老家。得知她杀了人，冷
静的父亲劝刘敏之投案自首，于
是，刘敏之打110说要投案自首。
当天下午，医院传出消息，来来已
经脱离生命危险， 被确诊为三度
烧伤。(文中除刘敏之外其余为化
名)� ■据知音

刘敏之出生于吉林省松
原市宁江区， 父母都是中学
老师， 她是家中独女。2010
年6月，23岁的刘敏之从厦
门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毕业
后， 应聘到长春市一家企业
电视台做主持人。 她身材苗
条、五官精致谈吐又高雅，追
求者甚众 。2011年十一前
夕，在一次企业联谊会上，刘
敏之认识了长春某房地产公
司的董事长李海。 李海时年
40岁， 三年前妻子去世，唯
一的女儿在美国读私立高
中。两人互生好感。2012年4
月，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他们的新家安在位于长
春市郊区的豪华别墅里，刘
敏之分外珍惜这幸福的生
活。更想拴住丈夫的心，于是
积极备孕。然而一年过去，她
的肚子没有任何动静。2013
年初， 刘敏之到吉林省人民
医院检查， 发现竟然患有先
天性的子宫纵隔， 伴单角子
宫，这种情况很难受孕，就是
怀孕也很容易造成流产。

刘敏之担心被丈夫抛
弃，想到了请人代孕。可她私
下里咨询专家才知道， 自己
卵子的质量也不高， 卵泡发
育不成熟。即使做试管，也很
难成功。 目前只能进行激素
治疗，但效果如何很难确定。
刘敏之犯了难，她思来想去，
心生一计：用别人的卵子“代
孕”。她向丈夫坦白了部分病
情， 并说想用她的卵子与李
海的精子培育胚胎， 成功后
将胚胎放入代孕者子宫孕
育，这样生下来的孩子，还是
他们自己的血脉。 李海答应
了。

年轻、漂亮
的节目主持人
刘敏之先天不
孕，为了保住自
己的婚姻，她殚
精竭虑找来远
房农村表妹代
孕，以期掌控一
切。可谁想这富
贵迷人却也逼
人，最“保险”的
代孕者，竟成了
她最大的威胁。

2014 年 5
月28日，随着吉
林省松原市宁
江二分局侦查
终结，一起交织
着阴谋与算计、
亲情与背叛的
杀人案浮出水
面……

得知先天不孕
和丈夫商定：找人代孕

为保富贵婚姻，请表妹代孕生子

舅妈捅出真相，上演“逼宫”大戏

表妹欲鸠占鹊巢，女主人激情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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