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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长沙人，永州男子说服妻子实施“买房计划”——

首付款未到手，
“代孕”妻子爱上了雇主
年 7 月 26 日，当天下午，卢平突然
收到李丽萍发来的一条短信 ：
“医
生嘱咐我生下小孩前少用手机，因
为手机辐射会影响胎儿发育，尽量
不要再给我打电话。”
可心 有不安的卢平还是 忍 不
住。
“有一次，她刚接 我电话，就
大声骂我。”妻子的反常情绪让卢
平很是委屈。而这时，从电话里传
来的一 个男人的声音让卢平 傻眼
了“
：我清楚地听到有个男人说，
‘我
不会和你结婚的’。”
这个说话的男人是谁呢？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在省会长沙买一套房子，是这对
来自永州的年轻夫妇的心愿。在感
觉通过自己打工无法筹集首付款之
际，一个高价“代孕”的消息让丈
夫看到了希望。于是，他极力说服
妻子去赚这笔钱，以用于支付房子
首付款。原本以为妻子生下孩子并
拿到钱后就可以回到自己身边，然
而，如今孩子已经半岁了，事情却
并没有按他的计划和想象发展……

丈夫说服妻子为人“代孕”
31 岁的卢平完全没有想到，因
为两年前的一次“代孕”
，他和结婚
三年的妻子李丽萍的婚姻走到了尽
头。4 月 9 日下午，在卢平 位于永
州市冷水滩区锦苑小区的家里，虽
然“被迫”和妻子离婚已经 16 个月，
但卢平接受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
访时，一直称李丽萍为“妻子”
。
“我们的感情以前非常好。”卢
平 说，2009 年 3 月， 他 在 广州 打
工时和李丽萍认识，当时两人在同
一家公司工作。一次见面后，得知
两人都是湖南永州人，身在异乡的
两个 年轻 人很快 熟络起 来，不久
便成了情侣。
2009 年 11 月底，经不住家长
反复催婚，相恋 8 个多月的卢平和
李丽萍办理了结婚手续。
结婚后，两人再次南下广州打
拼，因为在这对年轻夫妇心中怀揣
着一个大梦想 ：
“希望通过自己的
努力，几年后能在省会长沙买一套
房子。”为此，两人没有急着要孩子。
“我们还是在同一个厂里，一
起 上班一起下 班，工作压力虽然
很大，但是我们感情一直非常好。”
回忆起有爱伴随的打工生活，卢平
一直阴沉的脸上有了难得的笑容。
不过，三年打拼后，夫妇俩发
现，自己的存折上没有看到钱，看
到的只有不断上涨的房价。
“仅仅
凭我们上班的收 入，要凑够 买房
的首付款，基本上就是不可能。”
为此，夫妻俩在生活中也出现
了小摩擦。看不到未来的卢平一度
过得很消极，
“有时候朋友和老乡
一吆喝，经常会去打打牌”。
没有想到的是，因为一个突如
其来的电话，他的人生出现了意想

曾经的恩爱夫妻，如今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不到的起伏。
平和妻子李丽萍则紧挨着坐在一
2012 年 11 月 27 日，
“彻底改
起，低着头不停地喝茶，很少主动
变了我们夫妻的生活”。卢平说， 说话，气氛一时有些尴尬。特别是
当晚 8 时多，他接到了一个亲戚打
当亲戚提到卢平是 李丽萍的丈夫
来的电话。
时，邓家国的表情更是有些异样。
“亲戚一开始没有明说，只是
“两人必须先离婚才能有偿代
问我‘你老婆怀没怀孕’、
‘你老婆
孕。”邓家国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
身体有没有问题，做没做过体检’ 件。至于原因，卢平现在还不是很
之类的话。我觉得奇怪，反复追问， 明白。
他才支支吾 吾地说有个赚 钱的路
“他说要我们夫妇俩离婚，我
子，事成后可以得 10 万元钱。”卢
就觉得这事无法谈下去了。”卢平
平没有想到的是，亲戚提出的条件
说。谈判一时陷入了僵局。
是要李丽萍“给别人代孕生子”。
“11 万！” 良 久， 邓家国不急
让自己妻子帮别人生孩子？听
不慢地加价，卢平低着头不做声。
到这，卢平沉默了。可一想到“10 “再加一万！”卢平猛地站起，拉着
万元”的回报，卢平又有些动摇了。 妻子就要走。
“这种卖老婆的感觉
晚 上，卢平小 心翼 翼 地 把 这
实在太难受了。”
件 事告诉 妻子李丽萍的时候，李
眼看卢平就要走出门，邓家国
丽萍很是愤怒。
“她当时就骂了我。
” 喊着给出了最后条件 ：
“15 万 , 我只
卢平说，
“她一直强调，就是家里
能给这个数，不答应我就找别人了”
。
再缺钱用，也不能把怀孕变成 赚
接下来，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钱的手段。”
“好，就 15 万元！”万万没有
但是想起“10 万元”的报酬， 想到，这句话居然是妻子李丽萍说
卢平还是耐下心来跟妻子李丽萍解
出来的，一旁的卢平顿时懵了。
“等
释：
“就是利用现在的高科技，将
我一年后把孩子生下来，一切都会
对方夫妻的受精卵植入你体内。”
变好的。”妻子当初的安慰，卢平
一周后，为了房子的首付款， 至今还记得。
李丽萍最终妥协了。
2012 年 12 月 15 日，卢平瞒着
家人和亲戚，和李丽萍到民政局办
理了离婚手续。
妻子成了熟悉的陌生人
几天后，卢平南下广州打工，
2012 年 12 月 10 日，在亲戚的
李丽萍则直接到了长沙。在长沙某
陪同下，卢平和李丽萍在长沙见到
了“雇主”邓家国。对卢平来说， 医院做完受精卵植入手术后，李丽
萍顺利怀孕。
这是一次尴尬而纠结的见面。尽管
对于卢平来说，这是揪心的等
至今已过去 16 个月，但当时的场景，
待。得知李丽萍怀孕，卢平几乎每
卢平依然记忆犹新。
天都打几个电话嘘寒问暖。但很快，
在长沙一家高档茶馆，双方一
卢平就发现不对劲，李丽萍的电话
见面，亲戚就介绍，邓家国是长沙
越来越难打通了。
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苦于妻子
更加蹊 跷的事情发生在 2013
不能生育，才想了这个办法。而卢

“赔了夫人又折兵”
2013 年 10 月的一天，眼看
“妻
子”李丽萍分娩在即，卢平愈发着
急，当天上午，卢平给李丽萍发去
短信问候。但几小时后仍没回复，
卢平急了，随即拨打了李丽萍的电
话，可一连打了几个，始终没人接。
他只得拨通了邓家国的电话，万万
没有想到的是，邓家国也责备起卢
平来。孩子已经在一个星期前生了。
“邓家国说 要 我把 老婆管好，
不要破坏他的家庭。”邓家国的话，
让卢平听得又急又气。
4 月 10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联系到已经当了妈妈的李丽萍。
李丽萍说，她在长沙养胎的 10 个
月里，除了自己的父母偶然来过，
绝大部分时间里，她是邓家国在
照顾。更让李丽萍感动的是，邓家
国经常抽空过来陪她聊天解闷，还
买来营养品帮她调养身体。在李丽
萍看来，邓家国不仅事业有成、工

作上进，而且很有责任心，她确实
对他有爱慕之心。李丽萍很直接地
告诉记者，她希望能和邓家国结婚。
“我只想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我
觉得我自己没有错。”虽然这样做，
有当“小三”之嫌，但李丽萍否认
了自己“小三”的身份。
“我和邓家
国从没做过任何出格的事情，我只
是觉得自己生下了他的孩子，自己
又喜欢他，我想告诉他我心里的想
法。不管他答不答应，我都不会强
求。只是，这个孩子，我想和他一
起抚养长大。”
对于李丽萍的主动示爱，邓家
国又是什么态度呢？
随后，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又
电话联系上了邓家国。邓家国回应
称：
“我觉得她愿意为我们夫妻代
孕，自己有责任照顾好她，如果她
因为这个喜欢我，我只能表示感谢。
但自己和妻子的感情很好，不可能
因为她而和妻子离婚。至于孩子，
如果她愿意归还，我们愿意付钱；
如果不愿意，我会通过向法院起诉，
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邓家国
反复强调，他照顾李丽萍，完全就
是为了她肚子里的孩子，他和李丽
萍之间根本就没有感情。
当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把了解
到的情况告诉卢平的时候，电话那
头的卢平沉默良久后说：
“这个事情，
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我还是希
望她能回来和我复婚。我们还年轻，
以后我会踏踏实实地工作，给她一
个温馨的家庭。”
（文中邓家国系化名）

■律师说法

代孕不合法
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尹湘
南说，根据我国颁布的《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代孕在我国大陆内
地是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所以代
孕不合法。
事实上，代孕妈妈一旦代孕行
为完成并领取报酬，就不能与孩子
继续生活在一起，也很难再与孩子
有任何联系。本文女主人公李丽萍
表面上看是孩子的“亲生母亲”，但
实际上与孩子没有亲子关系，邓家国
夫妇才是孩子实质意义上的父母。
尹湘南律师强调，由于经济利
益的驱动，代孕这个灰色地带已经出
现很长时间了，代孕母体一般都会

在成功代孕后获得一定的经济报酬。
但对代孕女性获得报酬如何处罚，
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因此，
这种行为产生的纠纷可能会因为违背
良俗或公共利益而被司法机关判定
无效。代孕期间出现纠纷的话，代
孕母体的“权益”也很难得到维护。

第二届中国（长沙）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大幕即将开启——

最大悬念！澳大利亚国宝欧泊龙能否现身？
5 月 15 日至 20 日， 第二 届中
国（长沙）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以
下简称博览会）在湖南国际会展中
心盛大举办。首届博览会展出的获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世界最大黑欧泊
引发欧泊热潮，外界翘首以盼第二
届博览会能带来更多重量级的欧
泊珍品，因此，全球罕见的澳大利
亚国宝级的欧 泊化 蛇颈龙化石能
否现身，成为了第二届博览会最受
关注的话题之一。
欧泊，又称澳宝、蛋白石，全
球 90% 以上的优质欧泊产自澳大
利亚。品质欧泊，都以其绚丽多彩，
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绮丽的宝石。
因其兼具各种宝石的色彩和气质，
被誉为“集宝石之美于一身”的“宝
石中的宝石”。
人们把从不同角度看到欧泊不

同色彩的现象，称作“变彩”
。变彩
越多，色块越美艳，欧泊的价值也
越高。欧泊有黑、蓝、绿、棕、橙、
橙红、红等不同底色，根据底色的
不同，欧泊大体被分为黑欧泊、火
欧泊、白欧泊、晶质欧泊等。因为
深浓的底色可以使娇艳的变彩淋漓
尽致地反映出来，所以底色越深，
价值也越高。欧 泊集矿物、宝石、
化石三种属性于一身，具有重要的
科研科普价值，受博物馆、收藏爱
好者、科学家等广泛关注，是近年
来国际顶级矿物宝石展会的新宠。
蛇颈龙是统治着侏罗纪（约 1
亿 9960 万年前至 1 亿 4550 万年前）
和白垩 纪（ 约 1 亿 4550 万年 前至
6550 万年前）海洋的大型爬行动物，
灭绝于白垩纪末。一个蛇颈龙化石，
需要经过几千万年甚至上亿年的沉

积作用，骨骼完全石化而得以保存。
欧泊龙 50 ％以上的骨头都是欧泊
化的骨架，这也意味着它既是蛇颈
龙化石，又被欧泊化了。这条澳大
利亚国宝级欧 泊化 蛇颈龙化石身
长约三米，被挖掘后，身上还有其
最后的晚餐的证据：人们找到了欧
泊化的鱼椎骨和一块箭石（一种类
似乌贼的动物），以及化石。
相传，蛇颈龙与“尼斯湖水怪”
颇有渊源。曾有人拍到尼斯湖水怪
的图片，发现它与 6500 多万年前
早已灭绝的蛇颈龙的特征十分相
似。之后，许多科学家认为所谓“尼
斯湖水怪”，很可能是古代蛇颈龙
的后裔。
“尼斯湖水怪”是蛇颈龙
的说法便流传开来。
欧 泊宝石专家介 绍， 在 澳 大
利亚，被欧泊化的贝壳类化石很常

见，被欧泊化的蛇颈龙化石全球罕
见，因此它受到澳大利亚国家遗产
法的保护，成为了澳大利亚的国宝。
欧 泊龙的形成过程直观 地说明了
欧泊宝石的成因及其宝贵价值，对
于全球科学研究和普及意义重大，
侏罗纪时代的欧 泊化残迹对于理
解既往环境，以及澳大利亚今天仍
然存在的奇特生物十分重要。
欧 泊是 全 球三大矿物宝石展
上最抢手的展品，业界以是否能组
织全球顶级欧泊参展作为衡 量本
届展 会是否够 份量的标志。第二
届博览会上，澳大利亚欧泊参展团
将带来更多精品欧泊宝石。此外，
第二届博览会将展出全球保存最完
好的俄罗斯猛犸象化石，国内四大
化石产地特展等让欧 泊迷和化石
迷们一饱眼福。

扫一扫 , 赢门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