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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向您报告我为群众办实事

﹃
团圆

﹄
行动让爱回家

从帮四川眉山一对夫
妇找到丢失 33 年的儿子，
到 7 月 27 日傍晚帮助来常
打工的湖北夫妇周水新、
刘容保和走失 17 年的儿
子相认，今年我市警方在

“团圆”行动中已经成功寻
亲20例。

“我们参加行动的民
警竭尽全力，就是希望助
力更多的家庭早日团圆。”
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
曹雷如是说。

据了解，公安部今年
部署开展“团圆”行动，该
行动主要是侦破拐卖儿童
积案、缉捕拐卖儿童犯罪
嫌疑人、查找失踪被拐儿
童，帮助更多离散家庭实
现团圆。行动开展后，市
公 安 局 第 一 时 间 部 署 工
作，刑警支队成立领导小
组，组织相关职能大队成
立工作专班，出台工作方
案，支队领导定期带队赴
基层开展专项督导，及时
协调解决问题困难。各辖
市、区公安局、分局组建工
作专班，确保专项行动走
深走实。

今年5月，我市公布了
“团圆”行动中全市 7 个免
费血样采集点，希望寻亲
者就近前往采血，补充完
善寻亲信息。与此同时，
刑警支队对采集的生物信
息展开海量的比对工作。
刑警支队三大队技术员马
骏主要负责寻亲人员的信
息比对工作，每一次发现
线索后他都加班加点，力
争第一时间比对出结果。
当第一例寻亲人员比对上
时，大家格外激动、互相加
油鼓劲。“想到这对父母，

马上就要见到丢失 33 年
的儿子，大家由衷地为他
们高兴。”

马骏说，从成功比对
第 一 例 到 现 在 的 20 例 ，

“每次比对成功，大家还是
一样兴奋激动。”

比对成功后，刑警支
队一大队教导员卞华泽负
责牵头联系寻亲双方，对
接后续的认亲工作。“这些
父母、孩子几年甚至几十
年没见了，尤其是其中一
些走失或者被拐的孩子，
早已习惯在新的家庭中生
活，突然得知自己的身世，
一时肯定无法接受。”在卞
华泽看来，如果双方决定
认亲，其中就有很多工作
要做，“包括相认的地点、
方式，由谁陪同，每一个细
节都要考虑周到。”

7月3日，在溧阳社渚，
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会同新
闻宣传中心，为来自河北邯
郸的寻亲人员张书红，与失
散 44 年的父亲王水保、母
亲吴灵芳相认举行了认亲
仪式，场面热烈感人，取得
了良好的法律效应和社会
效应。“这一家人的认亲就
很圆满，张书红在家住了几
天后返回邯郸，打算过年时
带着孩子们去溧阳见见外
公外婆。”卞华泽说。

目前，我市警方将继续
加大行动力度，组织协调传
统媒体、网络平台，宣传“团
圆”行动的工作成效，滚动
播放专题公益广告，希望发
动广大群众积极向公安机
关提供线索，积极协助公安
机关严打拐卖儿童犯罪，进
一步形成全民“打拐”、全社
会“反拐”的浓厚氛围。

常州警方积极投入公安部“团圆”行动，截至目前成功寻亲20例——

每一次战果，都会多出一张“全家福”

阔别44年的团聚

7 月 3 日早晨 8 点 40 分，张
书红准时来到市公安局（南区）
门口。马上就要回离别了 40
多年的溧阳老家、见到父母和
兄弟姐妹了，她激动又忐忑，讲
话都有些发颤。张书红是来自
河北邯郸的寻亲人员。“团圆”
行动以来，在我市警方和邯郸
警方的共同努力下，找到了她
溧阳社渚的亲人。

“小时候，养父母就说了，
我是 1977 年从江苏省溧阳县
福利院（或民政局）抱养的，当
时只有几个月大。”张书红说，

“养父母对我很好，他们去世
后，我开始到溧阳寻亲。”张书
红来过溧阳两次，但没有收到
有用的信息。今年 6 月 21 日，
张书红到当地公安部门录入了
自己的相关信息。“6 月 22 日，
民警就打来电话说比中了。40
多年了，就盼着这一天。”回想
起收到喜讯的一刹那，张书红
哽咽了，反复说“就像做了一个
梦”。

车辆来到了社渚镇金庄村
委新村。快到家门口时，张书
红愣住了：村道两旁站了几位
小朋友和年轻人，他们的手里
都举着牌子。“欢迎姑姑回家”

“欢迎阿姨回家”⋯⋯
下车后，鞭炮声响了起来，

家门口是一座气球拱门和一条
写着“欢迎回家，我们亲爱的家
人”的横幅，红地毯从里屋铺到
门口。红地毯两边是姐姐和妹
妹、弟弟和弟妹，正中间是父亲
王水保、母亲吴灵芳，老两口手
中捧着鲜花。“这是你们家的老
四。”卞华泽带着张书红走进家
门，张书红叫了声“爸”“妈”，就
和二老抱在了一起。

王水保回忆，四女儿的生
日是 1977 年 2 月 12 日，家里实
在养不起，强势的长辈作主，直

接将她送到儿童福利院，之后
通过溧阳民政局抱养给他人。
全家人到处找过，也到福利院
查过档案，但很遗憾，因失火，
当年的档案被烧掉了。

今年 5 月 13 日，王水保到
溧阳市公安局寻求帮助，录入
了相关信息。6 月 21 日，经常
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刑事技术
实验室比对，王水保夫妻血样
比中邯郸市肥乡区公安局录入
打拐库的人员张书红。

10 多年没说话的
他开口叫妈

7 月 5 日，天宁警方会同溧
阳警方帮助来自溧阳南渡的韩
林芝夫妇找到了失散 16 年的
儿子。在认亲现场，已经 10 多
年没开口的走失人员韩某说
道：“妈妈，对不起！”

韩某家住溧阳南渡，出走
时已经 25 岁。2005 年 6 月 2
日，韩某告诉父母，和姨夫约定
去上海打工。哪知，儿子并没
有到上海和姨夫会面，之后和
家人一直处于失联状态。

为了找到儿子，16年来，韩
家找遍了溧阳、南京、上海，发
的寻人启事数也数不清。“我们
只有这一个儿子，这些年无时
无刻不在想他，家里的亲戚也
帮了很多忙，但就是没有任何
消息。”韩林芝说。

今年 6 月 24 日，溧阳市公
安局刑警大队民警在开展“团
圆”行动人像比对时发现，走失
人员韩某与居住在常州天宁区
劳动中路 118 号的兰某相似度
达 94%。该地址正是常州市社
会福利院所在地。

得到消息后，天宁公安分
局刑警大队会同朝阳桥派出所
民警火速赶到市福利院了解情
况，并找到了兰某。民警立刻
为兰某采集血样并进行鉴定。
据福利院工作人员介绍，兰某

是 2006 年由南京转移至本市
福利院的。“来到院里后，他从
未开口说话，无法提供详细身
份信息。我们一度还以为他是
哑巴。”福利院工作人员说。

7 月 2 日，鉴定结果显示，
兰某就是韩某。同时，溧阳市
公安局刑警大队民警前往韩氏
夫妇住处采集血样，经过比对，
确认了双方的亲缘关系。

17年寻子路漫漫

7月27日晚上8点，市公安
局武进分局刑事技术大楼内，刑
警大队一中队指导员冯志阳耐
心细致地将一桩桩注意事项交
代给刚“圆梦”的周水新夫妇。

2004 年 12 月 25 日，那是
令周水新夫妇痛悔不已的一
天。当时，来自湖北大冶市的周
水新与妻子刘容保租住在武汉
市三角路陈家湾的一处民房
内。夫妻俩忙于打工，对 14 岁
的儿子周凡疏于看管，周凡意外
走失了，夫妻俩从此踏上长达
17 年的寻亲之路。2019 年 5
月，周水新夫妇辗转来到我市武
进区洛阳镇一家化工企业工作，
期间，他们继续寻找，求助过寻
亲网，拍过抖音短视频⋯⋯均一
无所获。

今年 7 月 18 日，周水新在
“武进公安微警务”平台上看到
“寻亲计划”，立马致电咨询，并
与民警约好采样检查。7 月 19
日上午，周水新与妻子刘容保如
约走进武进公安分局刑事技术
大楼。当天，夫妇二人的血样成
功比对到2009年深圳警方采集
的“深小江”（周凡）的血样。武
进警方立即联系深圳警方，确认

“深小江”的情况，并对“深小江”
的生物样本进行复核。7 月 23
日，复核结果产生，最终确定周
水新、刘容保夫妇是“深小江”的
生物学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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