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封来自监狱的信
北京市三中院的范爱礼法官最近

收到了服刑人员刘某的一封来信。 在
信中刘某说， 她因吸毒贩毒获刑七个
月和强制戒毒两年， 范法官是她所犯
案件的二审主审法官， 她很感激范法
官公正判决。 她说， 自己在服刑期间
一直很担心三个子女， 其中有一儿一
女被警方送到北京市顺义区太阳村抚
养， 还有一女在朋友处寄宿。 为了早
日见到儿女， 她希望范法官能指导她
对强制戒毒两年的行政处罚提出复议
申请或起诉。

这 位 母 亲 在 信 中 恳 切 地 表 示 ，
“我无父无母， 未婚与同居男友共同生
育三子女， 男友对孩子不负责任。 三
个孩子突然不见了母亲， 我内心承受
不了， 无时无刻不记挂着他们。” 但由
于对法律程序的不了解， 她不知道如
何申请行政复议， 如果复议未获回复
如何起诉， 于是写信求助于范法官。

范爱礼看过刘某被抓时的视频 。
刘某的男友在门外被抓， 刘某在屋内
被警方控制。 在卧室里， 有一个十几
岁的男孩和一个只有五岁多的小姑娘。
一名女警在现场一直照顾着孩子们 ，
小姑娘还问警察： “阿姨， 我们去哪
儿呀？” 警察回答： “妈妈有事， 阿姨
带你去玩儿。” 其情景令人心酸。

按说， 法官在审结案件以后， 不
应该与服刑人员再有联络， 可是范爱
礼考虑到刘某的特殊境遇还是回了信。
他在信中写道： “刘女士， 我需要向
你说明， 根据法律及办案规则， 我作
为承办法官， 一般不能再与上诉人见
面或是有其他职责之外的交流； 另外，
法律也有规定 ， 法官不能代理案件 ，
所以对于你随信寄来的委托我进行申
诉的要求， 我是不能应允的。 请你理
解。” 随后， 范法官在信中向她介绍了
法律程序， 详细地指导她依法提出自
己的诉求， 告诉她要跟哪些人员联系。
同时， 还宽慰这位母亲， 写到 “太阳

村是一个有爱心和有保障的地方， 能
够把孩子们照顾好。”

采访时， 范爱礼的同事李丹法官
正在为一对三胞胎准备书籍， 打算过
些日子送到太阳村。 李丹说， 这三胞
胎的母亲杀死了他们的父亲。 由于被
告人是限制行为能力， 最终获刑六年。
母亲入狱后， 三个孩一下子失去了双
亲的照顾， 在母亲被抓的当晚被警方
送到太阳村生活。 “在案件审理期间，
我就去了太阳村看望了三个孩子， 本
来想看看是否可以征求孩子意见指定
法定代理人， 可是听说有小伙伴说他
们的母亲犯了错， 孩子们马上就哭了。
我当时也挺难过， 没敢再跟孩子们提。
且经过我们了解， 他们的亲戚条件都
不太好， 没有能力抚养他们。”

据介绍， 孩子们被送到太阳村以
后， 法院一直关注他们的生活， 法官
们有时间就去看望孩子们， 还带去零
食和日用品。

太阳村的孩子们
10月12日，记者来到北京市顺义区

太阳村。 为了避免对孩子们造成伤害，
记者没有直接与孩子们对话。太阳村的
工作人员小段带记者探访了孩子们的
宿舍、食堂等。在这里记者见到了三胞
胎和刘某的两个子女所住的宿舍。

“三胞胎刚来时， 随身的衣服都没
有两件， 也不爱说话。 现在融入了集
体， 也爱说笑了。 他们仨已经在这里
生活了三年， 个子长了不少， 刚来时
才到我的腰， 现在个子都长到我胸口
了。 哥儿仨学习成绩中等， 不过很守
纪律。 与他们仨不同， 那两个最近来
的兄妹性格开朗很多， 那个小姑娘也
上学了， 现在在读一年级， 他哥哥上
了初中。” 小段向记者介绍说。

三胞胎住在太阳村的 “德国妈妈
小屋” 里， 三人一间宿舍。 记者看到，
每个人都有一张双层单人床， 哥儿仨
都睡下铺。 床铺上的棉被都叠得整整
齐齐。 在宿舍门口贴着屋里卫生值班

表， 上面写着老大负责扫地， 老二和
老三负责倒垃圾。 三兄弟还分别负责
餐厅卫生的 “擦桌子” “刷盘子” 等
工作。 三人住的宿舍里有公共卫生间、
淋浴间， 有书桌、 书柜， 门口有鞋柜。
每个小屋都有一个工作人员的值班室，
有一个老师和一名 “姐姐” 住在这里，
负责孩子们的生活和心理辅导。 刘某
的两个子女因为性别不同分别住在不
同的宿舍， 居住条件与三胞胎相似。

“三胞胎和刘某的那对兄妹住进
太阳村以后， 法官多次前来看望， 对
孩子们的生活学习甚为关注 。 然而 ，
无论大家对他们多照顾， 他们需要的
依然是一个家， 如果亲人能抚养他们
是最好的。” 小段说， 在这里的孩子们
互相之间聊天， 谈及家人和曾经的朋
友， 但很少有孩子提到在监狱中的父
母犯了什么罪行。 “我们每年都会安
排孩子去探监， 与父母见面 ， 就是为
了延续亲情。”

据介绍， 在太阳村的孩子们 ， 如
果是学龄儿童， 都会被就近安排到太
阳村附近的小学就读。 学龄前的儿童
会在太阳村内的幼儿园就读。 创始人
的理念是孩子们要受教育。 这里目前
住着有63名儿童 ， 基本上都在上学 。
而且， 为了培养孩子们离开太阳村以
后的生存能力和自理能力， 在这里生
活期间， 孩子们都是要做力所能及的
家务， 收拾自己的东西。

同时 ， 为了保障孩子们的健康 ，
太阳村还有一辆专门用来送孩子就医
的车辆。

父母入狱， 未成年人该
由谁抚养？

太阳村的创始人张淑琴曾经是一
名在监狱工作的警官。 她曾经走遍陕
西的女子监狱和少管所， 她认为如果
罪犯的子女得不到妥善安置， 很大程
度会影响父母在狱中的表现。 因此产
生了开办 “太阳村” 的想法。 张淑琴
介绍， 太阳村始建于1996年 ， 是全国

第一个抚养服刑人员子女的机构。 目
前的资金来源依靠民间爱心人士的捐
助和一些种植水果、 爱心艺术画廊的
收入， 太阳村也拥有自己的注册商标。
“在照顾孩子之前， 我会与服刑人员签
订协议， 为孩子们负责。” 据太阳村工
作人员介绍， 如今， 全国有12个太阳
村， 帮扶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累计
超过一万名。 同时， 为当地公安、 法
院、 检察院等执法部门托管涉案人员
携带的婴幼儿七百余名。

那些父母入狱后没有进入太阳村
的孩子们应该由谁抚养呢？ 大成律师
事务所律师杨晓林介绍， 根据刚刚生
效的 《民法总则》， 如果未成年人父母
无能力抚养时， 首先由其祖父母、 外
祖父母抚养， 其次是兄、 姐， 再其次
是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 ，
但要经过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
会、 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如果没有人愿意成为监护人， 或
者出现争议时如何处理 ？ “《民法总
则》 规定， 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
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
民 委 员 会 或 者 民 政 部 门 指 定 监 护
人 ， 有关当事人对指定不服的， 可以
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 有关当
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
监护人。”

杨律师介绍， 如果未成年人的父
母没有工作单位， 只能由未成年人住
所地的村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担任监
护人。 这种状况下， 法院一般会确定
当地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即由当地
市儿童福利院代为抚养。 “同时应注
意， 如果被监护人能表达自己的意愿，
那么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民政
部门或者人民法院都应当尊重被监护
人的真实意愿， 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
人的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
指定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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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婧

母亲因罪入狱， 父亲亡故或没有抚养能力， 孩子们会面临怎样的生活呢？
近日， 一封来自监狱的信， 让刑事法官又一次走进 “太阳村”。 在这里生活着
数十个未成年人， 他们的父或母在服刑， 他们的亲人没有能力抚养。 在这里，
孩子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跟随法官走进“太阳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