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何红卫发布的帖子中称，他
和吴小妹的关系，纯粹就是寂寞的
都市男女之间发生的“一夜情”，或
者说就是一种直白的“交易关系”，
因为怀孕是个“意外”，他绝对不
可能对吴小妹和孩子一直负责。

但此时的吴小妹却完全不这
样看，通过几次交往，“他对我很好，
请我吃饭、看电影，还要帮我在北
京租房子，我在北京无依无靠，当
时对他产生了一种依赖感，也把他
当男朋友了”。

两人第一次的沟通没有达成一
致，接下来的协商就变成了争吵。
何红卫在帖子里说：“记得有一天

晚上，她又来公司找我，那天正好
赶上北京下雪，我下了楼，气愤之
极，双方在大街上争吵起来，我说
你再来骚扰我就报警了，对方不甘
示弱，就这样我带她去了就近的中
关村派出所。”

在派出所，民警要求双方出示
身份证，让何红卫感到奇怪的是，
吴小妹居然连一张身份证都没有，
只有一张“身份证复印件”。民警
在电脑上一查，身份证照片缺失，
无法核实吴小妹的真实身份。这让
何红卫更加怀疑吴小妹坚持要生
下孩子的动机。“我觉得她来路不
明，原本就是你情我愿的事情，到
最后却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并且
要两万块钱。”

吴小妹对此的解释是，自己的
户籍在她去四川读书的时候转到了
学校，辍学后也没有转回老家，导
致她一直办不了二代身份证。但自
己的身份证复印件，完全可以证明
自己的身份，并非来路不明。

然而不论吴小妹怎么解释，此
时的何红卫已经下定决心要摆脱

吴小妹。而恰在这个时候，公司给
了何红卫一个去日本出差的机会。

联系不到何红卫的吴小妹，开
始在当时两人结识的社区网站上控
诉自己的遭遇，同时将一张偷拍到
的何红卫的照片传到了网上。

吴小妹的遭遇，马上引来了网
友们的同情。有热心网友开始根据
照片帮助吴小妹对何红卫进行“人
肉搜索”。很快，何红卫的工作单
位以及家庭地址被一一搜索出来，
并被传到了网上。

遭到人肉搜索的何红卫，“心
情糟糕到了极点，我一整宿一整宿
睡不着”。

“2013 年 3月的一天，她又来
公司找我了，说没钱吃饭了，问我
索要钱财，我继续不搭理，她冲到
了公司楼上，在办公室大喊大叫。
领导让我暂时回避，于是我走了。
就是在那天，我感觉自己很失败。”

第二天，何红卫辞职了。辞职
后，“我选择了逃避，选择了没日没
夜地玩网游”。而这样，终究无助
于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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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去哪儿了？孩子出生8月不见爹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章清清  供图 吴小妹

“因为痛的实在厉害，我原本打算就在附近镇上生孩子，但是实在没钱，医院不接收，颠簸了近一个小时，我才来到衡阳市，下车后我
就走不动了，一个好心的的士司机把我送到了衡阳市妇幼保健院，我撒了个谎才住院……生完孩子后，被单掉到地上都没有人捡，因为没
有一个亲人在我身边。”

4 月 25 日，来自福建的吴小妹跟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说起 8 个月前在医院产子的一幕，声泪俱下。
一个福建女子，为何独自流落到衡阳产子？缘于一年前还是北漂的吴小妹在“豆瓣”社交网站上发出的一条“寻找孩子高级白领爸爸”

的帖子。
2014 年 1 月 27 日，被众网友批判的“负心汉”现身该社交网站，一篇数千字的帖子颠覆了网友对此事的最初印象。在男白领口中，

这场邂逅，竟是一场明码标价的“性交易”，而“负心汉”，如今也是一个有家不敢回的“受害者”。
事实究竟如何，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试图找到当事双方，揭开这段感情纠葛的真相。

“北京一夜”后，内衣女模特衡阳搜寻“高级男白领”——

2013 年 5月，吴小妹已
经怀孕 6 个多月，找不到何
红卫的吴小妹决定按照“人
肉搜索”到的地址，前往何
红卫的衡阳老家。

何红卫在接到家人的电
话后，迅速回到了老家衡南
县。当地计生委和派出所参
与了调解，何红卫提出：“如
果去做人流，我愿意补偿 3
万元钱。”但吴小妹却坚持要
求何红卫给她两万块钱，让
她生下这个孩子，以后自己抚
养。吴小妹的坚持，在何红
卫看来“就是想不断讹他的
钱”。最终，调解没有达成。

吴小妹对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解释，她坚持生下这
个孩子，并不是为了钱。“我
跟我的父母关系不好，也没
有特别好的朋友，有一个孩
子的话，我就觉得有一个亲
人。而且，之前我流过一个
孩子，很痛苦，所以后来我
就想好了，如果再有孩子的
话，我一定会生下，哪怕我
一个人带也可以。”

协商未果后，吴小妹被
母亲和哥哥强行带回了福建
老家。2013 年 6月初，眼见
自己一个多月就要临盆，吴
小妹再次动身前往衡阳。接
到吴小妹的电话，感觉无计
可施的何红卫决定认命了，

“我去火车站把她接回了家”。
“我父母劝我，事情已

经这样了，如果女孩子听话，
就接受算了。”何红卫在帖子
里说，“我妈每天五六点就
起床，开始忙着买菜、做饭，
六十多岁的老妈为她忙前忙
后。能做的我们都做了。但
是没有想到她相当难伺候，
做什么给她吃都挑剔。”

对于何红卫的说法，吴
小妹认为是在污蔑她，她当
着记者的面指着何红卫的帖
子反驳：“我是福建人，他妈
妈做的菜那么辣，我怎么吃，
这是挑剔吗？”

让吴小妹完全没有想到
的是，2013 年 7月，就在离
吴小妹预产期不到半个月的
时候。吴小妹散步回来，居
然发现自己的东西全部被堆
放在何红卫的家门口，何红
卫带着家人跑了。“我肚子里
怀着他的孩子啊，怎么如此
冷漠呢？”欲哭无泪的吴小
妹在报警后，才请人把门撬
开的。

而对于这个决定，何红
卫在帖子里说，实在是无路
可走的情况下才做出来的。

“我父母都六十多岁了，我们
情愿背井离乡也不愿意和她
在一起了。”

2013 年 7月 24 日上午，
感觉有临盆迹象的吴小妹，
独自辗转来到了衡阳市妇幼
保健院，当天晚上，吴小妹
在医院生下一男婴。

“我生儿子的时候，身边
没有一个人，连被单从我身上
滑落时，我也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吴小妹说，虽然这一
幕已经过去 8 个多月，但是
每次想起都感觉揪心般的痛。

“天冷的时候，没有钱给
儿子买衣服保暖，儿子被冻
病，他的亲戚看着于心不忍，
给了我几百元钱。这个事情，
虽然我也有过错，但是作为
孩子的亲生父亲，儿子 8 个
多月了都不曾露面，我真是
欲哭无泪。”吴小妹哭诉。

2014 年 1月28日，何红
卫更新帖子，指责吴小妹霸
占他们的房子，让他年迈的父
母有家难回，表示“要带律师
和记者来，诉诸法律。绝不
会接受和解”。而吴小妹回应
说：“真的希望他这样做。”

2 月 25日下午 5 时，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根据吴小
妹提供的何红卫的手机号码
拨打过去，发现无法接通，
发送电子邮件到他论坛上注
册账号的邮箱，直至记者发
稿，何红卫也没有回应。

“孩子已经 8 个多月了，父亲
还从没有来看过，至今都没有起名
字。”2 月 25日，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找到吴小妹的时候，她正一
个人抱着孩子从医院打完预防针回
来。眼前的吴小妹憔悴瘦弱，和她
之前在网络上发的那些清纯性感
照片相比，判若两人。

这个 28 岁、来自福建的未婚
妈妈，为了等到孩子的爸爸，背着“鸠
占鹊巢”的骂名，在完全生疏的衡
阳市衡南县茶市镇，已经坚守了9
个多月，并且，还将继续坚持下去。

吴小妹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她高中毕业后，被四川民用航
空飞行学院录取，但因为不喜欢专
业，只读了一个学期，就辍学了。
2010 年，24 岁的吴小妹来到北京，
成为“北漂一族”。“干过很多份工
作，生活很艰难。最穷的时候，我
身上只有 60 块钱。”跟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交流的时候，吴小妹毫
不掩饰自己在北京漂泊时的窘迫。

2012 年 11月，眼看自己连地
下室的房租都交不起，“不好意思
向父母要钱，更不愿意这样落魄地
回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网上
一条“出售个人剩余时间”的帖子
引起了吴小妹的兴趣。

为了生存，经过一番思索后，“穷
的只剩下时间”的吴小妹决定效仿
别人的做法——“出售时间”。

几天后，吴小妹在“豆瓣”社
区网站发布了一条“出售时间”的
帖子。吴小妹说：“帖子的内容就

女子发帖“出售时间”引来风波

男白领声称其实就是一场“交易”

是描述了一下自己身高，年龄，职
业是内衣模特，然后可以出售时间，
陪人聊天看电影什么的。帖子发布
后，很多人给我发邮件，但是我从
来没有回应过。”直到一个叫何红
卫的人出现。

“我看了他的介绍，他的工作
也比较体面，是北京一家网络公司
的高级白领，北京一所大学毕业的。
我觉得这样的人有知识有涵养，于
是答应了见面。”吴小妹回忆，可
让她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认识何
红卫，成了我人生的劫难。”

何红卫在 2014 年 1月27日发
布在“豆瓣”的帖子中对此有了更
为详细的记录：2012 年 11月4日，

“我看到这个‘出租时间’的帖子，
动了邪念，于是就约了那个所谓的

‘姑娘’，谈好 2000 元一次，见面
先支付 500 元。见面后，一些事情
自然就发生了。”

11月 9日，两人第二次见面，
何红卫又给了吴小妹 1000 元钱。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试图说服她

去找个正经工作，她说这钱来得快，
于是我也不再继续说什么。”

11月14日，何红卫在吴小妹
租住的北京西直门见面，“在那发
生了第三次关系，也就是这三次关
系改变了我的人生”。

第三次见面后没多久，吴小
妹给何红卫打电话，告之自己“怀
孕了”。何红卫的第一反应就是“震
惊”，何红卫在帖子里说：“我直接
明了的告诉她，如果真有了，只能
带你去医院打掉，医药费我负责，
另外营养费我都负责，我甚至可以
一个月照顾你。可是偏偏我遇到了
一个偏执狂。无论我好说歹说，对
方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并且
要我支付两万元钱，以后就不联系
我了。”

何红卫和吴小妹在处理这件事
上的意见没有统一，导致两人的感
情纠葛由此拉开。

孩子出生8月不见父亲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
师吴卓凡：从法律的角度来
说，故事中男女双方一开始发
生的“性交易”行为，就是违
法的，也是有违道德的。

现在男方控诉女方“霸
占房产、鸠占鹊巢”，女方
控诉男方“遗弃孩子，不承
担责任”。所有的焦点都集
中在孩子身上，其实受害最

深的，也是孩子。
如果这个孩子的确是文

中男主人公的，而男方又继
续逃避责任的话，那么女方
可以到男方户籍所在地的法
院申请起诉，要求男方承担
相关责任。如果孩子跟男主
人公没有血缘关系的话，女
主人公的一系列行为也涉嫌
违法。

■律师说法

相比做内衣模特时，如今

的吴小妹憔悴了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