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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聪案又有两名被拐孩子被找回
申军良赴广州见证被拐孩子认亲

本报济南7月19日讯（记者
袁野） 广州申聪案的9个孩子中
又有2个孩子找到了！7月17日傍
晚，广州增城公安发布通报称，7
月15日分别在东莞和河源两地成
功找回张某平案中被拐的2名孩
子。听到这个消息，申军良第一时
间购买了去广州的机票，他要见
证这两个家庭团圆的时刻。

7月17日傍晚，广州增城公安
发布通报：今年以来，在上级公安
机关的指导和支持下，增城警方

利用智慧新侦查，于7月15日分别
在东莞和河源两地成功找回张某
平案中被拐的2名孩子。7月17日，
增城警方安排家属认亲，2名被拐
孩子已与亲生父母相认。

7月18日记者联系到了申军
良，此时的他已经身在广州。“那
两个被拐的孩子已经认亲了，看
到这一刻，我心里也非常高兴。”
申军良说，这个案子我足足跟了
15年，如今一个又一个孩子被找
回，15年的付出也有了回报。

申军良还记得2019年11月
最初的2个孩子被找到那晚，他
彻夜失眠，一个人孤独地从楼
上走到楼下，又从楼下走回楼
上，反反复复，就这样走了三万
多步。有孩子被找到，他很兴
奋，但又避免不了心酸，一遍又
一遍问申聪在哪儿？但申军良
内心始终坚信申聪很快会回来，
其余的孩子都会回来。

“济南到广州，我这十几年来
走了无数遍，几乎每一次都是买

站票站上近30个小时；这一次，我
买了一张飞机票，就为了见证这2
个孩子与家人相认的时刻。作为
一个寻子15年的父亲，这一路的
苦，我最有体会；作为一个刚重回
完整家庭近4个月的父亲，这其中
的甜，我最能理解。”申军良说，虽
然还有4个孩子没找回，但他相信
在警方努力下，他们很快都会被
找到。

申聪回家已经四个月了，他
在努力适应北方的生活，学习进

步也非常大，申军良这一家人团
圆后也开始努力回归正常的家庭
生活。今年母亲节，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在采访申聪的母亲时
了解到，申聪是个听话、善良并且
孝顺的孩子，母亲节的时候申聪
还攒下零花钱给母亲发了52 . 0
元的红包。

“本案即将进入二审，我呼吁
全社会都行动起来，严厉打拐，所
有人贩子都必须得到法律的严
惩！”申军良说。

人一直在福建，咋在外地惹上官司
身份被冒用，当事人与原告见面对证最终还自己清白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赵旭 郗运红

有人冒充自己
犯案被判刑

所有的一切要从2016年说
起。

那一年刘丽的银行账户被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采取强
制执行措施，刘丽在福建省办理
的中国工商银行卡被冻结，那年
8月2日和3日储蓄卡分别被划扣、
冻结617 . 08元和500元钱。

“自己的银行卡为什么无缘
无故被扣钱？”一头雾水的刘丽
立即打电话询问，得知自己牵
扯进滨州市一桩盗窃案。盗窃？
滨州？这让一直在福建的刘丽
坐不住了。

多方联系，她看到了滨州市
滨城区人民法院出示的刑事判
决书。判决书中写道，刘丽家住
滨州市黄河二路天阳小区，因
2015年期间连续五次盗窃电动
车、三轮车、电瓶等总价值8137元
的他人财物，于2016年1月28日被
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自己一直在福建生活，从来
没去过滨州，更没有坐过牢啊？”于
是，刘丽在福建找了律师，从四川
老家开具了身份证明，从福建开具
居住地证明后，把相关证明邮寄到
滨城区人民法院。

同年10月9日，滨城区人民法
院向四川省雷波县公安局发来
调查函，请四川省雷波县公安局
就刘丽的身份予以核实、纠正并
函告本院。不久后，刘丽被扣除
的钱被返还。

“当时家里没什么钱，我也
没出过远门，还要自己在家带孩
子，心里想着丢失的钱已经返
还，这边法院也已经查明事实，
就没再去管，也没有来滨州处理
这件事。”刘丽说。

刘丽回忆称，自己身份被冒
用可能源于户口簿被骗。那是
2000年的一天，她父亲在老家接
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有人操着
一口四川方言冒充自己说需要
办业务急需户口簿，父亲没多想
就根据对方提供的地址把户口
簿寄了过去。当时在福建坐月子
的刘丽得知此消息后已经晚了。

身份再次被利用
下决心维权

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的刘
丽，今年又被卷入了一场民事纠
纷。

“今年6月初，我微信里的钱
突然又被冻结了，上面写着执行
法院是惠民县人民法院。”刘丽

说。6月3日，刘丽的微信支付发来
一个微信零钱冻结/划扣通知，刘
丽微信零钱内134 . 49元已经被
惠民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冻结。

“不只是微信零钱被冻结，
银行卡也被冻结了。”刘丽说，此
前，她把自己房贷的按揭款存到了
银行卡里，到了日期却接到银行工
作人员催交房贷的电话，这才知道
自己的银行卡也被冻结了。

“因为孩子今年高考，我怕
影响他学习，之前没告诉他这件
事情，所以也没及时来滨州处
理。”刘丽收到信息后，暂时没来
滨州，只是联系了滨州市惠民县
人民法院，并向惠民县人民法院
邮寄了相关证明材料。

随后在2020年6月9日、17日、
18日，刘丽分别收到三条信息，
内容是惠民县人民法院已立案
受理李某玲诉刘丽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向刘丽送达执行传
票、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我已经提交证明，但是惠
民县法院还是强制执行了判决
书，要求向申请执行人支付人民
币28800元以及迟延履行期间加
倍债务利息。”刘丽不解缘由。

记者了解到，6月17日惠民县
人民法院又寄给刘丽一份通知
书。该通知书称，刘丽提供的证
据不能证明身份信息被冒用，要
求刘丽七日内提供冒用者的身
份信息及事实。

2020年7月9日福建省高考结
束后，刘丽跟孩子摊牌，并决定
来滨州市彻底处理好这件事。

辗转查询
冒用者身份有了眉目

7月14日，刘丽来到惠民县人
民法院，负责人给出的答复和上
述通知书的内容一致。

从法院出来后，刘丽又先
后去了惠民县城关派出所和姜
楼镇派出所报案，接待民警均
表示该案件应到她的户口所在
地处理。

“我在老家也报案了，可是
老家的派出所让我来滨州这边
处理。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去哪里找冒用者的身份信息啊？
我从老家来到这里本以为就可
以解决了，可还是没有人能帮
我。”说到这里刘丽流下了委屈
的泪水。

7月15日上午，刘丽来到惠民
县政府服务中心婚姻登记处了
解到，冒用她身份的人在这里登
记的名字是雷勇，于2010年1月
13日和丈夫王某宝登记。2018
年8月9日，雷勇和王某宝又来
补办结婚证，并签订了冒名声
明。声明中写道：“2010年1月13
日登记结婚时用刘丽的身份证
户口簿登记。本人是重庆市酉
阳县龙潭镇人。本人在四川省
雷波县打工，别人领我去雷波
县公安局办理刘丽身份证以及
照相。现于2018年8月6日在重庆
市酉阳县龙潭镇落户。”雷勇的
身份证号为：51352419××××
××××64。2019年4月22日两人
离婚。

考虑到滨城区人民法院之
前就“刘丽盗窃案”曾发过调查
函，刘丽希望能从滨城区法院得
到雷勇的身份信息，于是她决定
去那里试试。

7月15日下午，记者跟随刘丽
来到滨城区人民法院，联系到工

作人员，但工作人员声称本案已
经结案并执行，稍后给刘丽送来
一份刑事裁定书，2016年1月28
日对被告人刘丽犯盗窃罪一案
做出的刑事判决书中，补正的
内容为被告人“刘丽”更正为

“雷碧蓉”，出生于“四川省雷波
镇”更正为“重庆市酉阳土家族
苗 族自治县龙潭青花乡保家
村”，“身份证号码51343719××
××××××26”更正为“身份证
不详”。

在刘丽身份信息盗用的调
查函中写道：“后经查，本院判处
的刘丽（真实姓名为雷碧蓉，1979
年10月2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为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龙潭青花乡保家村一组）曾因身
份证丢失在2000年到四川凉山
彝族自治州雷波县谷米乡派出
所办理一张身份证（姓名：刘丽，
身份证号码51343719×××××
×××26）并使用。”

这个冒用身份的人到底叫
雷碧蓉还是雷勇？怎样才能准确
得到冒用者身份信息呢？带着一
连串问题，刘丽又坐上了开回惠
民县的公交车。

峰回路转
终于还自己清白

事情出现转机。
7月16日，惠民县人民法院通

知刘丽17日上午到法院同原告李
某玲一起对证，如果李某玲确认
刘丽不是跟她借钱的人，那么法
院将撤销对刘丽的控告，还她清
白。

17日上午，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陪同刘丽一起来到惠民
县人民法院，负责此案的法官和
调解员带领刘丽和李某玲走进
了第二接待室，记者在外等候。
经过大约一小时的等待，接待室
的门被缓缓推开，刘丽和调解法
官先后走出。

记者在和法官的交谈中了
解到，由于原告李某玲确定眼前
的刘丽不是跟她产生借贷关系
的被告人，所以法院将撤销李某
玲对刘丽的诉讼请求。

刘丽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
地。

就在16日当天，惠民县刑警
大队也受理了刘丽的报警，表示
会尽快查明冒用刘丽身份的雷
勇真实身份，以保证刘丽的身
份不会第三次成为他人的利用
工具，并承诺在一个月内给刘丽
答复。

刘丽欣慰地告诉记者：“谢
谢你们的帮助，这几天一直跟着
我跑，也谢谢惠民法院和公安民
警帮我洗清了冤情。”

近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情报站收到壹粉“924675”的情
报称，她叫刘丽（化名），自己户
籍地在四川雷波县，她本人在
福建漳州工作，有人在山东滨
州惠民县冒用她的身份信息，
先后牵扯进一桩盗窃案和一起
合同纠纷案。

今年39岁的刘丽在福建省
漳州市一家客运公司工作，
2018年离婚后，一个人带着孩
子生活，如今儿子即将迈进大
学校门，自己却又遇到了糟心
事。为什么自己的身份信息一
再被别人利用？近日，刘丽来到
滨州讨个说法，并在有关部门
介入下，最终还自己清白。

刘丽（化名）手持自己的身

份证。

2016年刘丽(化名)的银行账户被

滨城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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