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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的儿子找到了·事件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震

十几年不断寻找
在梅州有了下落

3月6日晚，广东警方发布了
一条通报，引起了极大关注：3月
4日，增城警方在上级公安机关
的指挥和梅州警方的支持配合
下，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终
于寻找回15年前在增城被拐的
少年申某。

这名少年就是“梅姨”拐卖
案中被拐走的申聪。根据警方通
报，2005年1月4日，事主于某在
增城沙庄街江龙大道出租屋内，
被两名男子抢走当时才1岁的儿
子申聪。案发后，增城警方高度
重视，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

2016年3月，涉该案的张某
等5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
根据嫌疑人张维平的供述，2003
年至2005年间，他拐卖了包括申
聪在内的9个儿童，均通过一名
被称为“梅姨”的女子介绍和联
系转卖。

2019年11月2日，增城警方
找回该案被拐的另外两名儿
童。同年12月以来，广东警方应
用智慧新警务技术，不断缩小
和锁定被拐儿童申聪的查找范
围，近日警方终于在梅州找到
少年申聪。

6日，申军良在朋友圈发布
长文，分享了他的喜悦。他写道：

“不知道你现在有多高，有多重，
是否已经有了小大人的样子”

“这些年来，爸爸一直在外面漂
泊，已经落魄得不成样子，不知
道你会不会嫌弃爸爸，因为我心
里很怕，怕你觉得我陌生，怕你
不愿意跟家人走近”……

他在末尾写道：“儿子，爸爸
欠你15年的父爱，请让爸爸用余
生的时间来好好补偿你。”

给孩子买了全身衣服
一路上亢奋地睡不着

长达50多个小时未好好休
息，3月7日，申军良穿着紫色衬
衫，戴着一次性口罩，出现在广
州当地的一家酒店大厅。黝黑粗
糙的皮肤，岁月留在这位43岁中
年男子肌肤上的痕迹很明显。

来时的路上，申军良和家人
不断讨论着，孩子可能会怎么
想，知不知道家人的存在，又会
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每每想
到这，申军良异常亢奋，根本无
法入睡。

3月7日早上，在酒店等待警
方安排的时候，他在行李中翻出
了给申聪精心准备的礼物：鞋
子、袜子、上衣、外套等，其中还
有费了很大劲才买到的5个N95
口罩。

15年的寻子路，这位父亲什
么都没剩下了，却仍然想要给孩
子最好的防护。

申军良说，得知申聪消息
时，他每天只做两件事：一是关
注广州疫情防控的情况；二是查
看警官的每日步数。“我儿子在
广州生活，防护得好不好，有没
有出门……”

他还关心，负责办案的民警
是否出动解救他的儿子，“我就
一直关注他的步数，有一天突然
到了一万步，我以为他们行动
了，后来才知道没有。”

春节前，关于申聪的消息终
于传来。申军良特意把为申聪准

备的床搬了出来，这张床早在
2016年3月，广州增城警方抓获
拐卖申聪的5名犯罪嫌疑人时他
就买好了。

一晃四年过去，过完春节，
申军良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
净净。学习桌、新棉被等都已备
齐，等着它们的“主人”回家。

来之前，申军良从警方那里
得知，申聪的身高大概170cm左
右，身材不胖。当时家附近的商
店都关了门，他就找到了在东莞
的同学，让他帮忙买了些衣服带
来，差不多花了2000元。

他说，他特别希望申聪能穿
上家人买的衣服。

养父母正配合调查
“操作”此事的人已去世

对于整起事件的另一方，申
聪的养父母，申军良内心有些犹
豫。生父和养父，并不是天然对
立的，但放在申军良这里，他的
立场和他的感情冲突了。

申聪养父母抚养孩子的15
年，正是申军良一家走在崩溃边
缘的15年。没有他们，孩子就长
不了那么大，这是不争的事实。
申军良感激养父母对孩子的养
育，让他们重逢有了可能。可作
为一名被劫走孩子的父亲，一名
耗尽了15年精力，倾尽所有的父
亲，申军良的立场似乎不容许他
动情。

根据法律规定，儿童不是物
件，用金钱、货币等财务交换，显
然违背了伦理道德，触犯了法
律。在申军良的代理律师付建看

来，养父母可能涉嫌收买儿童。
养父母是否会阻挠孩子回

归原生家庭，申军良的脑中还存
疑。这些年养父母待孩子如何，
无论如何他想亲口听孩子说出
来。

据增城公安分局副局长李
光日介绍，目前孩子的养父母
正在配合警方调查。养父母主
要在外地工作和生活，并不在
梅州本地，具体“操作”此事的
是养父的父亲，6年前已经过
世。

在细节方面，警方还需要继
续核实。

孩子健康阳光
喜欢打篮球

3月7日下午4点50分，广州

增城公安召开新闻通报会。
“DNA比对成功，存在血亲

关系。”这是公安部门给出的官
方认定。根据流程和手续，父子
或需再次复核。

在申军良心头上割开的这
道口子，似乎没有影响一个孩子
的健康成长。“申聪健康阳光，和
普通的孩子没有区别，心智也已
比较成熟。”据李光日透露，孩子
喜欢打篮球。

根据官方通报，申聪是在梅
州被找到的，但具体的时间和位
置，因涉及案件后续发展以及基
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警方没有
透露。

目前，当地警方已邀请心理
专家对孩子及相关人员进行心
理疏导。尽可能按照法律程序，
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警方
表示，一个普通的孩子不应该受
到身份过度曝光的困扰，希望公
众不要过度关注孩子的个人信
息。

早在通报会前，申军良也
特意找到媒体记者，出于对孩
子隐私的保护，他恳请公众不
要过度关注孩子的个人信息。
据了解，增城警方也将于近日，
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在确
保安全的情况下组织这对亲生
父子的见面。

想在济南
给孩子找个学校

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里，申军良即将见到熟悉又陌生
的亲生骨肉。15年，申军良作为
一名父亲的执念没有减退，他
说，未来他要在济南给申聪找个
好学校。“孩子这么多年没在身
边，希望孩子回来之后能接受好
的教育，也希望自己能多弥补下
孩子，多陪伴一下他。”申军良
说。

这次，他也要真正的回归家
庭、回归正常生活了。“我要好好
地培养孩子，赚钱供他读书，把
他养大成人。”这份心愿，他终于
能面对所有人说出来了，短短几
句话，他等了15年。

据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办公
室3月7日22时通报：3月7日19时
许，在双方意愿下，广州增城警
方安排了申军良夫妇与失散15
年的儿子申聪团聚。

申军良与被抢走15年的儿子团聚
想让孩子来济南上学

广州增城警方：

“梅姨”是否存在

尚无直接证据

申军良一家即将团圆，但“梅
姨”的下落仍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申军良说，他希望人贩子能得到
严惩，更希望“梅姨”能够早点归
案。

3月 7日，广州增城警方表
示，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明“梅
姨”存在或者不存在。为了核查

“梅姨”，广州警方曾绘制过一张
“梅姨”的模拟画像，后经林宇辉
之手绘制了“梅姨”的第二张模拟
画像。

这些年，无数有关“梅姨”的
线索在各地接踵而至，警方表示，
根据张维平的供述，以及众多线
索，他们排查、核实了所有相关细
节，有可能符合条件的常住人口、
外来人口、暂住人口，其中可能是

“梅姨”的人全部查否。
“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梅姨’存在或者不存在。我们希望
热心群众继续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我们将负责任地一一核实。”李光
日说，目前，“梅姨案”中的9名被拐
儿童已经找到3名，广州警方正在
对剩余的6名被拐儿童积极开展
工作。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震

本报济南3月7日讯 3月7
日，申军良夫妇在广州和失散15
年的儿子团聚，此事在微博成为
当天的热点。齐鲁晚报官方微博
对申军良从济南远赴广东认亲
的过程进行了直播。

近8小时的直播，有超过1000
万用户在线观看，并且不断有用
户回看直播视频，累计观看人数
仍在不断攀升。与此直播相关的
微博图文阅读量也达865万，并有
57万网友参与直播互动，45万赞，
3万人转发，评论近10万条。

在直播中，网友们纷纷参与
互动。父子失散15年即将再相见，
有很多网友都期待着双方何时
才能相见，也比较关心申军良的
情绪，网友纷纷留言：“给申大哥
一点时间自己整理一下情绪”

“申爸一直都在找，从来没有放
弃过，15年啊，从青年到中年，真
的太不容易了”。

也有网友担心孩子会不会
不想跟父亲回家，俩人的相处问
题。

申军良为寻子花费了上百
万元，欠下数十万元的外债。网
友“Planktonc”称，“能不能开通捐
款，帮他把外债还了。”也有网友
称，“希望有爱心企业给申大哥
一份工作，让他开始新的生活。”

此外，很多网友对贩卖人口
的违法行为表示深恶痛绝，表示
要严惩人贩子。

齐鲁晚报微博直播

千万用户在线观看

3月 6日，广州警方
的一条通报让太多人感
动，被抢走的少年申聪
找到了！这一天，作为父
亲的申军良等了15年。

1800公里，3月7日，
申军良连夜从济南赶到
了广州。当天晚上7点，
申军良夫妇与失散15年
的儿子申聪团聚。这是
申军良15年一直在脑海
中设想的一天。他说，等
孩子回家，他希望能在
济南给他找所学校，赚
钱供他读书，把他养大
成人。

申军良给孩子精心准备了全身的衣服。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摄

申军良给孩子准备了N95口罩，想给孩子最好的防护。 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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