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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亲爱的》

《亲爱的》是2014年出品的一部
“打拐题材”电影，由陈可辛执导，黄
渤、佟大为、郝蕾、张译等主演。电影
主要讲述以田文军（黄渤饰）为代表
的一群失去孩子的父母去寻孩子以
及养育被拐孩子的农村妇女李红琴
如何为夺取孩子做抗争的故事。

影片中，黄渤饰演的田文军与
郝蕾饰演的鲁晓娟因感情破裂而离
婚，两人的孩子田鹏在外出玩耍时
意外失踪，这对曾经的夫妻随后踏
上了寻子之路。路途上，他们遇到
了许多同样在寻找孩子的父母，并
得到了寻亲互助团体负责人、由张
译饰演的韩德忠的帮助。

田文军的原型是彭高峰，韩德
忠的原型则是“寻子联盟”的发起人
孙海洋。

电影《亲爱的》没有的结局，在现实中有了最暖的结果——

亲爱的小孩终于回家
2007年，孙海洋夫妇的儿子孙卓被人贩子拐走
14年来，父亲孙海洋为寻子几乎跑遍了全国

经过公安部门的努力，昨日孙海洋夫妇与18岁儿子相认

继电影《失孤》原型于7月成功认亲后，12月6日，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与儿子孙
卓相认。被拐14年的孙卓，终与父母重逢。

近日，公安部组织指挥广东、山东、湖北省公安机关成功侦破3起部督拐卖儿童案件，
抓获9名犯罪嫌疑人，接连找回被拐14年的孙某、符某涛和被拐17年的杨某弟。2003
年，孙卓出生。2007年10月9日晚，时年4岁的孙卓被人利用玩具拐走。

14年的寻子，如今终于等来了团圆的一天。“找了十多年，心里已经没了仇恨，作为爸
爸妈妈，只希望知道孩子的下落，看看他过得好不好。”孙海洋说。

孙海洋找到失散多年儿子的消息引起众多网友的关注。不少网友表示，“太棒了！电
影没有的结局在现实中实现了。”

电影《亲爱的》中饰演韩德忠的演员张译也第一时间发微博祝贺：今天，终于哭着看完
直播，五味杂陈，最想说的一句话：祝贺孙海洋一家终获团圆，愿天下无拐，感谢人民警察！

“为缘寻找，为爱牵手，请开门。”12月6日12时
55分，孙海洋夫妇在深圳与儿子孙卓见面。当儿子
缓缓推开房门，孙海洋夫妇眼神紧紧盯住前方，孙卓
戴着口罩快步上前，孙海洋夫妇则迎上去与儿子紧
紧相拥。孙海洋嚎啕大哭，时而抱起儿子，妻子则在
一旁轻轻安抚，孙卓则不时轻轻拍打父亲。

孙海洋：没见到前，他还是4岁时的样子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注意到，在认亲现
场，孙海洋穿着一袭黑色衣服，妻子则身穿一袭蓝
色连衣裙。

孙海洋夫妻和儿子孙卓相认后，三人相拥而
泣。孙海洋至少紧紧拥抱孙卓3分钟。孙海洋夫
妻紧紧抓住孙卓的双手，不断提起老家的各种细
节，试图唤起孙卓的儿时记忆。

孙海洋在现场感谢了公安部门的工作，他表
示自己终于放松下来了，并希望孩子能留在身边
读书。

据孙海洋介绍，因为参加认亲活动，自己手机
未接电话已有四十多个，未阅读短信达四千多条，
大多是向他表达恭喜与祝福的。

孙海洋称自己见到儿子后，第一件事就是给
母亲打电话。“太开心了，终于可以不用找孩子
了。十几年跑过太多地方，睡不着，总是担心。其
实我没有看到他（孙卓）的时候，他还是停留在4
岁时候（的样子），还是个小孩子。”孙海洋称。

孙卓：不会留在亲生父母那边生活

接受央视采访时，孙卓说，有一天，他突然被

老师从教室叫出去，还以为自己“犯事了”，后来
才知道，是自己失散多年的亲生父母找到了自
己。

“当时心里挺震惊的，不知道是高兴还是伤
心。”孙卓表示，家里除了养父母，还有两个姐姐。
小时候，大姐曾对他说，他是“捡来的”，不是亲生
的。孙卓以为姐姐在开玩笑，现在才知道是真的。

孙卓说，养父母对他很好，他在学校表现不
错，学习成绩位列中上游。

聊到亲生父母，孙卓说，“其实我心里有点愧
疚，压力比较大，和几个很好的朋友说过这个事，
他们说我的亲生父母找了我这么多年，是很疼我
的。我也谢谢他们，他们一定很辛苦。”

但孙卓直言，自己感到很愧疚，他不会留到亲
生父母那边，“他们应该会很失望吧。”孙卓说，现
在的父母不管怎样，养了他十几年……“现在多了
一个家，这边是我的父母，那边也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萧鹏

“找了十多年，心里已经没了仇恨，作为爸
爸妈妈，只希望知道孩子的下落，看看他过得好
不好。”孙海洋说。

2014年，一部打拐题材的电影《亲爱的》上
映，片中孩子被拐后，父母的痛苦与数年追寻让
无数观众潸然泪下。影片外，主人公原型之一
的孙海洋却没等来属于他的圆满结局，依然苦
苦奔波于寻找孩子的路途中。

打个盹的工夫
孩子店门口被拐走

已经46岁的孙海洋和妻子生活在深圳，平
时除了经营包子店，有空就会整理志愿者们发
来的线索，有些是可能与孙卓相关的信息，有些
是其他被拐卖儿童的消息，他在其中仔细甄别
有用的内容，准备发到丢失孩子的家长群里，同
时计划自己年后的寻子路。

“我心里也知道基本没啥用，可每一条都不
能放过，万一真碰上呢！”孙海洋无奈地对记者
说，儿子被拐后，因为不想面对周围的熟人和邻
居，他就搬了家，但始终留在深圳，这是个曾经
带给他无限希望的城市，同时，他也害怕一旦有
天孙卓回来，找不到家。

此前，孙海洋一直在湖南一处县城做包子
生意，他的父母都是农民，小时候生活比较清
苦。2003年孙卓出生后，为了给儿子更好的生
活，孙海洋带着妻儿离开县城，去大城市闯荡。
2007年 10月 1日，一家三口来到了深圳白石
洲，这个城中村当时正好有一间店面要出租，隔
壁就是一家幼儿园。孙海洋把店面租了下来，
将三岁半的儿子送去幼儿园学习。

然而，幸福的日子转瞬即逝。10月9日晚，
孙海洋结束了一天的生意，有些疲惫，做完作业
的孙卓在门外玩耍，孙海洋就在屋内打了个盹
儿，等他醒来后，本来在门外的孙卓不见了。“我
跑出去问街边的邻居，他说我亲戚带着孙卓出去
玩了。我一听这话就知道坏了，我才搬来没几
天，哪里有亲戚？”据孙海洋回忆后来在监控上看
见的内容，一名40多岁、身高168厘米左右的瘦
男子，穿着白衬衫、灰色裤、棕色皮鞋，给孙卓买
了零食和玩具，随后将他拐走。线索就在这里中
断了，没有人知道孙卓被带到了哪里。

孙海洋和妻子也从这一刻踏上了找孙卓的
路，他们把原本生意红火的包子铺改成了寻子
店，并贴出悬赏小广告，赏金从最开始的10万
元上升到20万元，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从单独寻找到加入寻子联盟
从没停下过脚步

“最多的时候每天都能接到上百个电话，其
中有不少是骗子打过来的，开口就是要钱，说给
钱就告诉我儿子在哪里，但是具体的信息又答
不上来。可我觉得哪怕是骗子的电话都没关
系，起码说明有很多人关注。”孙海洋告诉记者，
尽管如此，孙卓依然没有消息。

自从孙卓被拐后，孙海洋每天都在打印寻
人启事，在深圳的街道上四处张贴。有一次，当
孙海洋在宝安区贴完告事往回走时，就看到一
个好心人帮他把掉落的启事重新贴了回去，并
说自己的孩子也被拐走了，而且他还认识五六
个跟他有一样遭遇的人。

自此，孙海洋开始接触到全国各地的寻子
联盟和走失儿童网站，他相信只要抓住一个人
贩子，找到孙卓的希望就大一分。孙海洋由独
自跑到各个城市寻找线索，变成了和寻子联盟
里的爸爸妈妈们一起前往各个城市张贴孩子的
海报。

如今的孙卓已16岁，是上中学的年纪。孙
海洋就带着照片跑到中学附近做寻亲活动，每
次都会吸引很多学生围观。有的学校工作人员
曾经对他的行为提出意见，但得知情况后还是
选择了理解，孙海洋也会尽量找一些不影响孩
子学习的地方。“我想这也是种帮助孩子回家的
办法，有的孩子和孙卓一样，被拐时已经有记忆
了，如果他们对自己的身世有疑问来求助我们，
我们也能帮他们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孙海洋说，有次遇到一个学生，他主动过来
告诉自己，他不是家人亲生的，祝福孙海洋尽快
找到自己的孩子。

如今的孙海洋不仅是一位父亲，也是帮助
走失儿童回家的志愿者。《亲爱的》上映后，越来
越多的人了解到他的遭遇，并主动和他联系，向
他提供疑似被拐和走失儿童的线索，帮助更多
的孩子回家。不到一年时间，他搜集了3000多
个丢失孩子的名单，尽管找回来的孩子依然是

少数，但他始终在为此努力。
2019年5月，在河北有一个孩子疑似孙卓，

孙海洋激动万分，立刻去做了DNA鉴定，遗憾
的是，两人没有亲子关系。这样的情况发生过
很多次，每次孙海洋都怀着期待前往，却最终落
空，但下一次再听到有疑似孙卓的孩子时，他依
然精神满满地赶赴，因为只有走出去了才有希
望。

帮助一对夫妻找到孩子
坚信儿子也一定会找到

在这些丢失孩子的父母亲里，孙海洋印象
最深刻的是自己帮助的第一对夫妻。2007年
11月10日，就在孙卓被拐走的一个月后，孙海
洋得知和自己家相距不远的一个1岁半男童被
人骑摩托车抢走，孙海洋的第一反应是此人有
可能认识带走孙卓的人，于是他立刻找到这对
夫妻，并将这个孩子的信息登记在“宝贝回家”
寻亲网上。

2008年3月，孙海洋接到网站站长打来的电
话，说河南南阳的志愿者在当地一家福利院里发
现了正在寻亲的孩子，与孙海洋登记的被抢男童
信息相符。由于孩子的父母是农民，对网络不熟
悉，孙海洋把他们带去了网吧，对志愿者发来的
照片资料进行比对，又前往当地再次确认这个孩
子就是丢失的男童，当时抢走他的男子已经被
抓，那一刻，这对夫妻激动得泪流满面。

然而，令孙海洋再次陷入失落的是，这个男
子并不认识拐走孙卓的人，他又再次踏上了前
往其他城市寻子的道路。这件事距今过去了十
多年，这对夫妻依然和孙海洋保持联系，也坚信
孙卓一定会找到。

电影《亲爱的》上映后，有网友提出失去孩
子的父母是否应该逐渐回归家庭，转移自己的
注意力。孙海洋无奈地笑言：“我明白这个想
法，但作为丢失孩子的父母几乎不可能做到，这
就像个不会愈合的伤疤。”孙海洋见过许多家庭
因为孩子被拐破碎，有的为了找孩子破产借贷，
有的夫妻选择离婚，还有个别因为绝望自杀。

“那些停止寻找的父母不是因为不想找了，是真
的找不动了，很多孩子的爸爸妈妈因为长年奔
波，身体都出了问题，我的妻子也是。”

心中已没有了仇恨
只想知道孩子过得好不好

孙卓被拐走后，孙海洋和妻子又有了一个
儿子，今年8岁。每当孙海洋看着小儿子时，脑
海里总会浮现出孙卓的样子。

“过年过节的时候最难熬，一家人吃着年夜
饭，某个瞬间会突然想，不知道孙卓在哪吃年夜
饭，过得好不好？”孙海洋告诉记者，他和妻子在
家里有一种默契，两人从不和小儿子谈孙卓被
拐走的事情，甚至没有主动对他说起过还有个
哥哥，但孙海洋觉得孩子心里是明白的，只是不
愿开口去问。“有次听他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忽然
讲‘我还有个哥哥呢’，我就觉得他应该是知道
的。”

前不久，孙海洋又收到了一些相关线索，
诈骗电话也时有发生，他现在的心态已经平和
很多。“我找了十多年，心里已经没了仇恨，我
知道拐卖孩子不仅仅是一个人或是一个团伙
的问题，还牵扯到买卖双方、市场等很多复杂
情况。我和家人都明白，这么久的分别，孙卓
的生活习惯和环境可能已经与我们不同。我
们不一定非要他回家，作为爸爸妈妈，只希望
知道孩子的下落，能亲眼看见他幸福才安心。
所以，如果他现在的养父母或是任何一个人知
道他在哪，请与我们联系，让我们看看他过得
好不好。”

采访中，孙海洋说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有
被拐的孩子与父母相认，他也觉得，孙卓会在未
来某一天走向他们。孙海洋坦言，希望在找到
孙卓后再告诉小儿子，“我想和他讲起哥哥，是
一个过程波折却团圆幸福的故事，而不是永不
愈合的伤疤。”

见面那天，安排在央视《等着我》节目中，孙
海洋坐在现场，视频中的他紧握双手，神情有些
紧张。

见到孩子的那一刻，孙海洋嚎啕大哭，宣泄
自己的情绪，直播间不得不切换画面，现场工作
人员安慰这位父亲激动的情绪。他一直抱着孩
子，数次试图举起比自己高的孩子，妻子彭世英
甚至都没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拥抱。反而是孙
卓，轻拍父亲的后背，给他安慰。

这个拥抱，孙海洋等了14年。

孙海洋的14年寻亲路
12月6日，公安部开展团圆认亲活动，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

洋夫妇与18岁的儿子相认。父母与被拐14年的儿子孙卓重逢，
三人紧紧拥抱在一起，这些年寻子路上数不清的失望与希望，都化
作此刻的激动与喜悦。

2003年 孙卓出生

2007年10月9日
孙海洋4岁的儿子孙卓在自家包子铺门前被人
贩子拐走

2007年10月10日
孙海洋到深圳南山公安机关报警

2012年
孙海洋与妻子决定重新要一个小孩，生下孙辉，
谐音“回”。

2014年
孙海洋的寻子故事被改编进电影《亲爱的》

2019年
警方找到线索，进行DNA比对，比对结果显示，
这个孩子并不是孙卓。

2021年9月至11月期间
警方发现并确认山东籍男子系当年被拐的孙卓

2021年12月6日
公安部部署在深圳开展“团圆”认亲活动，孙海洋
夫妇与儿子团聚。

孙海洋与失散14年的儿子认亲：
嚎啕大哭，紧紧相拥

新
闻
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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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
14年来跑遍全国，从未放弃寻子

时隔14年，一家人紧紧拥抱在一起。（视频截图）

寻亲见面会现场。（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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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还涉嫌另一起拐卖案

近日，公安部组织指挥广东、山
东、湖北省公安机关成功侦破3起
部督拐卖儿童案件，抓获9名犯罪
嫌疑人，接连找回被拐14年的孙
某、符某涛和被拐17年的杨某弟。
12月6日，公安部将在广东省深圳
市组织开展“团圆”行动认亲活动，
帮助离散十余年的3组家庭实现团
圆。

警方公开的通报显示，在公安
部“团圆”行动刑事技术集中比对会
战专班和广东省公安厅会战专班的
努力下，专案组于今年9月至11月
期间，先后发现并确认2名山东籍
男子和1名湖北籍男子系当年被拐
的符某涛、孙某、杨某弟。发现相关
线索后，专案组迅速派员赴山东、湖
北开展顺线追踪、案件侦破工作。
在山东、湖北公安机关全力协助下，
初步查明受害人符某涛当年在居住
小区玩耍时，被犯罪嫌疑人吴某龙
拐走带至山东聊城其二哥吴某玉家
中抚养至今；孙某被吴某龙拐走后，
经亲戚介绍被送给聊城的国某立夫
妇抚养；杨某弟被犯罪嫌疑人曹某
坤拐走后，被湖北恩施田某抚养。
在掌握相关犯罪事实和证据基础
上，公安机关成功将吴某龙等9名
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目前相关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公安部消息，截至11月30日，
今年以来公安机关成功侦破拐卖儿
童积案290余起，抓获拐卖儿童犯
罪嫌疑人690余名，累计找回历年
失踪被拐儿童8307名，其中失踪被
拐人员与亲人分离时间最长达74
年。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拐卖
儿童案件一天未破、失踪被拐儿童
一天未被找回，公安机关就将竭尽
全力查找到底。公安机关将始终保
持对各类拐卖犯罪的严打高压态
势，进一步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作
配合，创新战法打法，完善长效机
制，不断将“团圆”行动向纵深推进，
切实保障儿童妇女合法权益。希望
社会各界继续支持参与打拐反拐工
作，加强反拐宣传，及时提供线索，
努力让更多被拐人员早日实现团圆
回家梦。

除署名外综合新华社、央视、澎
湃新闻、齐鲁晚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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