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3月
1日起至12月 31日开展打击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
动。公安部要求，要集中摸排
一批线索，特别是对来历不明
的流浪乞讨、智力障碍、精神
疾病、聋哑残疾等妇女儿童要
全面摸排，确保底数清、情况
明。要深化“百万警进千万
家”活动，会同社区、街道和村
组深入群众家庭，走访福利
院、救助管理机构等，全面梳
理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线索，排
查疑似被拐人员，充分发挥民
政、卫健、妇联等部门职能优
势，在福利救助、卫生健康服
务、走访慰问等工作中及时发
现拐卖线索。要建立健全举
报机制，广泛发动群众揭发检
举涉拐线索。对疑似被拐人
员和寻亲人员，要第一时间采
集人员信息，加强信息研判，
为专项行动提供有力支撑。

这次打拐反拐专项行动，
天津市将坚持重拳打击，做到
应查尽查，全力维护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要聚焦广辟线索，
健全完善转递机制，及时核查，
依法处理。要聚焦关爱帮扶，
采取身心康复、复学就业、法律
援助等多元综合救助措施，切
实保障被解救妇女儿童利益。
要聚焦全民反拐，全面普及法
律知识，筑牢全民反拐、全社会
反拐的坚固防线。要聚焦岗位
责任，强化组织领导、协作配合
和督导检查，确保各项工作落
到实处，努力保护妇女儿童合
法权益。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赵煜

■制图 单君

今年3月初，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公安部发布信息：自3月1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打击拐
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天津市立即行动，组织开展打拐反拐专项行动，全力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有时，只一瞬间没回头，生命中的最重要就消失不见。”这是电影《亲爱的》的一句经典台词，拐卖儿童，令多少父母心碎、无助，又令多少原本完整幸福

的家庭支离破碎。天津公安机关去年开展“团圆”行动成效显著，先后帮助81个家庭实现团圆，开展认亲活动19场，一幕幕感人场面在津沽大地上演。

天津公安机关去年开展“团圆”行动成效显著

81个家庭实现团圆

2021年9月8日下午，一场等待了30个
春秋的认亲活动在天津市公安局静海分局
打击犯罪侦查支队举行，来自重庆的崔某某
夫妇与失散时年仅3岁的儿子“小亮”紧紧相
拥……2021年8月，静海分局打击犯罪侦查
支队在工作中发现，家住静海区的刘某疑似
被拐人员。经过核对大量信息，并在重庆公
安机关协助下，最终确认刘某就是崔某某夫
妇失散30年的儿子“小亮”。

2021年4月26日，天津市公安局静海分
局内一位年过半百的母亲喜极而泣，为了这
一天，她等了30年。当年3月，天津市公安局
静海分局采集的王某某血样信息与四川省绵
阳市采集的肖某某、张某某夫妇二人的血样
比中，天津市公安局“打拐办”立即部署静海
分局开展核查工作。同时，天津市公安局与
四川省公安厅取得联系，经进一步检验复核，

最终确认王某某就是肖某某、张
某某夫妇二人走失30年的儿子。

2021年3月31日，雷女士终
于找到了失散31年的儿子“小
强”。2019年4月，雷女士来到天
津市公安局北辰分局双街派出
所，希望民警帮助寻找失散多年
的儿子。原来，1990年 1月 1
日，当时只有4岁的“小强”在
陕西省咸阳市独自去上学途
中走失。多年来，雷女士一直
在找寻，却没有任何消息。
民警了解情况后，立即为她
采集血样，积极寻找线索，
经过两年不懈的努力，雷女
士与“小强”终于得以
团圆。

2021 年 9月 16日 14时 30分，一场“团
圆”认亲仪式在公安机关会见厅举行，当大
门被推开的那一刹那，老陈夫妇眼泪夺眶
而出，一家人紧紧拥抱在一起，老夫妇嘴里
不停地喊着：“儿子、儿子……”28年了，他
们终于找到了儿子。当晚，一家人包了饺
子，儿子“小龙”还露了两手，为父母和姐姐
做了几道拿手好菜，共庆中秋佳节和长久期
盼的“团圆”。

老陈夫妇三十多年前来到天津务工。
1993年11月底，一家人平静的生活被打破，
那天老陈照常外出上货，妻子云大姐带着儿

子“小龙”到鱼市摆摊卖货。“之前也带着他出
过摊，他就和市场其他商户的孩子玩，谁也没
想到那天孩子竟被拐走了……”对此，云大姐
一直十分自责。

尽管报了警，但关于孩子的线索却极为有
限，查找工作开展得十分艰难。儿子丢失后，
夫妻二人顾不上生意，四处寻找孩子，河北、山
东、河南、云南……一点线索也不放弃。夫妻
二人舍不得花钱住旅馆，晚上就睡在候车室。
闲下来，云大姐时常对着“小龙”唯一一张照片
流眼泪。一次次带着希望上路，一次次失望回
家，“整个人都是懵的，就像做了一场梦，一心

只想找到孩子。”
多年的期盼与失望，老陈精神受到很大打

击，身体每况愈下，他唯一的心愿就是能够在此
生再见见他的“小龙”。为了帮助一家人团圆，
天津公安机关一直在努力，不放过任何线索。

2021年7月，天津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接到
河北省公安机关消息，沧州市疑似失散人员边
某的个人情况与“小龙”极为相似。“我看到河北
省民警传来的边某照片，心里一惊，太像了，他
和老陈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办案民警感叹
道。民警经过反复核查对比，最终确认边某就
是老陈夫妇丢失的儿子“小龙”。

2021年7月20日，一场特殊的认亲仪式
在“大墙”里举行。民警5年多番走访查找不
放弃，终于帮服刑人员吴某找到了分离28年
的亲生父母。

2016年仲夏，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侦
办的一起刑事案件中，嫌疑人吴某向民警讲
述了自己的往事。他从小被收养，成年后的
他很早离家，结交了一些社会闲散人员，从
此他的人生误入歧途，最终走上了犯罪道
路。“我想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如果他们在身
边，我可能不会走到今天……”民警深切地
感受到吴某对亲情的渴望，决定帮助其寻找
亲生父母。

民警远赴吴某户籍地福建省泉州市开展
工作，走访中得知吴某的养父已经去世，1993
年，6岁的吴某被收养，操着贵州地区口音。凭
借仅有的线索，民警多次远赴贵州省开展调查
走访工作，5年始终不放弃。

随着我国刑事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
2021年7月初，好消息传来，吴某的血样与贵州
省六盘水市的一对夫妇比对成功。原来，1993
年的一天，吴某某、罗某某夫妇二人在六盘水
市一矿区打工时不慎将6岁的儿子丢失，原本
幸福的家庭从那一天起支离破碎。多年寻子
一直杳无音信，夫妇二人盼望能再见到儿子一
面的心从未改变，“听说去公安机关采血有可

能找回亲人，我们就赶紧去做了，真是做梦都想
找回失散多年的儿子。”

在民警的帮助下，一家人终团圆，他们哭
泣着拥抱在一起，在场人员也都流下眼泪。吴
某心情很复杂，既为能与亲生父母相见而开
心，也为走上犯罪道路而后悔不已。离别时，
吴某某叮嘱儿子：“你一定要痛改前非，别辜负
民警对你的期望，我们会等你服刑期满接你回
家。”吴某深受触动，紧紧握着民警的手说：
“我只想说感谢，谢谢你们不放弃我，让我拥有
一个完整的家。今后我一定要改过自新，努力
学习，争取早日与家人团聚，将来一定要做一
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他们的“团圆”故事

“团圆”行动
未完待续

去年4月16日，胡某

某与失散24年的家人团聚。

▲去年9月8日，李某与
失散30年的父母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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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21日，林某某
与失散32年的父母团聚。

▲

本版照片

均由天津市公安局提供

2021年4月18日，是一个令宁河区居民
胡某某一家永远难忘的日子，他们丢失了24
年的女儿“小燕子”终于回家了。民警特意
把“小燕子”接回宁河区与亲人团聚。“为民
办事情深似海，为民解忧恩重如山。”胡某某
夫妇对民警充满了感激。

1997年，胡某某的女儿“小燕子”在家人
外出干活时，自己骑着自行车外出游玩就再
也没有回来。胡某某夫妇伤心欲绝，多年来
一直想尽各种办法寻找女儿的踪迹。2017

年，胡某某夫妇来到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苗
庄派出所寻求帮助，民警采集了二人的血样，尽
全力帮助寻人。

2021年4月，胡某某夫妇血样与河南省周
口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采集的周某某血样
比中。经过复核，并结合周某某照片及关键体
征，确认周某某即为胡某某走失多年的女儿“小
燕子”。4月16日，“小燕子”的哥哥和民警赶赴
河南，当哥哥见到妹妹后激动地一边哭一边通
知家人：“真的，真的，就是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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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心2》第
44、45集 抗战胜利，佟家
儒和沈童久经磨难后也终
于走到了一起。然而，逃
过一劫的东村还没有投
降，他在策划恐怖的阴谋，
目标自然是佟家儒。在胜
利的喜悦中，众人放松了
警惕，公瑾被东村偷走，佟
家儒也被算计受了伤。东
村开出条件，让佟家儒一
个人到一个孤岛上换回儿
子，佟家儒只得答应……

天津卫视19:30

■《樱桃红之袖珍妈
妈》第12、13集 在医院，
杜母得知自己已经时日不
多，为了不拖累杜娟，她决
定趁杜娟挂号的时候，偷
偷离开。杜母怀着落叶归
根的打算回到樱桃村，却
发现家中的房子已被何
倩卖给别人，自己真正无
家可归了。虚弱的杜母
在村道上遇见到处找金
宝的何倩。杜母表示要
在临终前见一见金宝，何
倩告诉杜母金宝以后不
是杜家的人了。杜母一
气之下含恨离世……

天视2套18:15

■《儿女的战争》第
24、25集 楚清每天都抽
空去看望刘义，刘帆在两
个女人之间周旋，感到疲
惫，楚清处处刁难杨小慧，
这让刘帆很恼火。在刘芸
和王文凯的努力下，王可
的情绪逐渐稳定，刘芸去
王可的班主任那里了解王
可的情况，班主任说一切
都正常，这让刘芸非常放
心。刘芸想和王文凯谈离
开家的事情，但是看到王
文凯一心只为刘义的康复
忙碌，于心不忍，把话压在
了心里……

天视4套21:00

■《今日开庭》人到
中年，却忽然闹起了离
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
事呢？

天视6套18:00

■《你看谁来了》本
期邀请到著名体操运动员
桑兰和爱人黄健，体育赛
场上她曾绽放如花，人生
赛道上她坚定勇敢。黄健
和桑兰相识时已是退役运
动员，二人恋爱后黄健为
桑兰改变了很多，从什么
都不会的家中“大少爷”努
力学成了无所不能的暖
男，桑兰也是冒着各种风
险生下孩子，如今儿子遗
传了父母的运动天赋，桑
兰希望儿子学会坚强感
恩，勇敢面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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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 新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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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多派玩儿动画
《萌鸡小队》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