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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家庭而言，孩子的珍贵不言而喻。但虎视眈眈的人贩子，却以各种伪装躲藏在阴暗的角落，等待机会将这份珍贵从父母身边带走。

寻回失去的孩子，保护身边的孩子，让天下无“拐”，正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7月3日至 4日，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就在湖南长沙举办了2019年度

落实反拐行动计划县级妇儿工委主任培训班。来自11个省区、51个县市区的妇儿工委主任 (分管副县长 )和省级妇儿工委办公室负责同志参加了培训。

在此过程中，我们采访了前来参会的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士渠以及“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艳——这两位打拐、寻亲领域的大咖说，让孩

子回家是一件“与死神赛跑的事”；而爱与科技的双管齐下，也正让那些被迫与父母分离的孩子的回家之路变得越来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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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贝回家”创始人：这个寻亲故事让我心碎
文：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见习记者 张秋盈 实习生 吴倩

骨肉分离的遗憾和痛楚，

张宝艳 13 年来见得太多——

同样有着丢失儿子遭遇的她，

对痛失爱子的父母们的心情感

同身受。

1992 年， 只 有 5 岁 的 儿

子被张宝艳的母亲带着去商

场，一转身功夫，祖孙俩就

走散了。“我母亲找了一大圈

也没有找到孩子，她跑到我

单位告诉我‘孩子丢了’。我

当时就吓蒙了，觉得天都塌

了下来。”张宝艳说。

幸运的是，张宝艳当晚就

找回了自己的儿子。

有了这段可怕的经 历后，

张宝艳开始关注儿童走失、被

拐的信息，也帮一些寻子的家

长做力所能及的事，比如张贴

寻人启事、报警。可是后来，

她发现这种方式太原始，效

果也不理想，“有的家庭为了

寻子，花费几十万元到处贴寻

人启事，几乎是倾家荡产”。

2006 年， 随 着电 脑的 普

及和互联网的发展，张宝艳和

丈夫秦艳友决定建立一个纯

公益性的寻子网站。张宝艳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刚开

始，网站只是供被拐儿童家长

发布孩子的照片、特征等信

息，但慢慢的，一些奔波于

全国各地寻子的家长主动将

在寻子过程中得到的其他被

拐儿童的信息也进行了发布。

再到后来，大量志愿者开始

主动到福利院和街头，将被

收留、流浪、乞讨儿童的信

息发布到该网站上。

在志愿者的建议下，张宝

艳把网站的名称改为“宝贝回

家”。2008 年，张宝艳在家乡

吉林省通化市成立了宝贝回家

志愿者协会。

从 最初的几 名志 愿 者 开

始，目前的“宝贝回家”已经

拥有了 30 多万名来自全国各

地甚至海外的志愿者。截至今

年 7 月 3 日，“宝贝回家”已经

帮助 2997 个被拐孩子顺利回

家，让近 5000 个家庭实现团

圆。

张宝艳几乎每天都会在微

信朋友圈发布被拐儿童在“宝

贝回家”志愿者帮助下回家的

信息。她用风轻云淡的语气，

讲述每一个走失儿童家庭破

镜重圆的故事，简单又克制。

13 年的公益寻亲路，张宝艳

已经学会了尽量控制情感。但事

实上，见证过团圆，也见证了一

次又一次失望的张宝艳，依旧

有着不计其数令她揪心的案例与

心结，“有很多家长找了很多年，

但最终到死都没有获知孩子的

下落”。

31 年前丢失年仅两岁儿子的

李静芝，就是让张宝艳既感动又

心疼的一位寻子妈妈。

当年，李静芝夫妻打印了几

十万张寻人启事，在全国各地

大海捞针般地寻找孩子。因为

漫长的折磨和等待，李静芝的

夫妻关系逐渐破裂。离婚后的

李静芝选择独自寻子，她的足

迹遍及全国 20 个省的大街小巷、

村村落落。

从 2007 年起，已经在寻子

之路上孤独跋涉多年的李静芝

成 为“ 宝 贝 回 家 ” 的 志 愿 者。

她成功帮助 80 多个孩子找家，

其中 20 多个孩子找到了亲生父

母。

但是，在先后看了 300 多个

有可能是儿子的孩子后，李静芝

却一次次在接近希望的顶点尝到

绝望，甚至出现了幻觉。

“她这么多年都不愿意再回

到那个没有儿子的家，她说太冷

清了。她就一直拉着随身携带的

箱子全国各地跑，只为找到儿子，

还有帮助其他人寻亲。”张宝艳

说，这么多年来一起寻亲，李静

芝对她而言如同亲人，“但现在

我都不怎么敢给她打电话，因为

每次只要我的电话一响，她的心

一下就提起来了，觉得是不是有

她儿子的消息了”。

相比李静芝，二娃的寻亲故

事同样让人唏嘘。

2013 年，曾被拐卖的二娃在

网站登记了寻亲。2015 年 6 月，

二娃被查出肺癌晚期，被家人留

在了医院，“当时我们的志愿者

给他的养父母打电话，他们都不

接了”。

二娃最后出了院，一个人躺

在漏雨的出租屋里。“他去世之

前，都是我们的志愿者在照顾

他。”张宝艳说，二娃走后，“宝

贝回家”给他买了块墓地，“虽

然收养他的家庭给他取了新的名

字，但我们想，虽然他离开了人世，

但他的父母可能还在期盼着他回

家，所以我们在墓碑上刻的是他

原来的小名‘二娃’。我们希望，

他的亲生父母有一天能够找到这

个苦命的孩子”。

央视大型寻人节目《等着我》

从 2014 年开播至今，张宝艳就

因为一段遭遇，她建起“宝贝回家”

2018 年， 全 省
公安机关侦破案
件 42 起，办结率
80.32%

打掉涉拐犯罪
团伙 14 个

抓获涉拐犯罪
嫌疑人 252 名

解救被拐卖妇女
儿 童 196 名， 被
解救妇女儿童均
已得到妥善安置

她用 31年寻子，他用一生等待回家

寻亲路上，警力有限民力无穷

一直坐在嘉宾席位上。5 年来，

她和观众们一起见证了许许多多

的团圆和悲欢。“再忙也要抽时

间上节目，每期参加完节目后，

我们都会收到很多的线索。”张

宝艳说。

而除了《等着我》与缘梦基金，

如今的“宝贝回家”影响力越来

越大，和公安部的团圆系统、腾

讯 404 公益、百度寻人、头条寻人、

微软人脸识别等都有合作。“宝贝

回家”的寻人系统也越发完善成

熟，可根据口音、DNA、人脸识别、

媒体传播等 15 种甄别方式对走

失人员身份进行查询。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张

宝艳对“宝贝回家”的定位很清

晰，“我们就是警方打拐力量的

补充。”在张宝艳看来，对于新

发案件，警方可以利用各种先进

的刑侦手段，比较有优势。而目

前，因为国家加大了打击力度，

新发的拐卖案件已经很少，“宝

贝回家”更多关注的是多年前的

积案，“对于积案，民间公益组

织就比较占优，志愿者们会跟进

事件好几年，一点一点去厘清思

路”。

“比如有孩子记得‘吃折耳

根’这个信息，那他可能来自

云贵川地区。孩子从小记得的

方言口音也是重要线索，比如

有个孩子记得‘斧头’叫‘响子’，

后来我们问到，这是陕西汉阴

一带的方言。” 张宝艳说，电影

《失孤》中井柏然扮演的曾帅原

型正是来自“宝贝回家”的案例。

影片中，17 岁的曾帅对被拐前

的记忆只有“溪水”、“铁索桥”、

“梳两条大辫子的母亲”等零碎

片段，而寻亲网站志愿者通过

这些零碎片段，拼贴出曾帅被

拐前家乡的模样，与当年走失

儿童的家庭一一比照对应，最

终帮助曾帅顺利回家。

（下转 07 版）

7 月 4 日，刚刚走下 2019 年度落实反拐行动计划县级妇儿工委主任培训班讲
台，张宝艳就被热情的学员们围了个水泄不通。作为“宝贝回家”寻子公益网站
和志愿者协会的创始人，以及中央电视台大型寻人节目《等着我》的常驻嘉宾，
坚持公益寻亲 13 年的张宝艳“很有名”。

“忙”是张宝艳的常态，手机上的飞行记录见证了她过去一年的辗转——几乎
跑遍了半个中国。为了帮助被拐儿童回家，张宝艳数百次南下北上，与被拐家庭
沟通、求证、寻找线索……张宝艳说，她需要争分夺秒地处理“宝贝回家”的相
关工作，因为这是一件与时间赛跑的事，“很多当年丢失孩子的父母年事已高，我
深怕一个线索或者一个机会给耽误了，对于那些家庭来说，就是一生的错过”。

自建立“宝贝回家”后，一年
中的大部分时间，张宝艳和丈夫都
奔波在全国各地帮人寻亲。

她让近 5000 个家庭实现团圆

扫一扫，
分享回家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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