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监控视频显示，黑衣男子往小区大

门跑，绿衣男童和小芯（圈中所示）跟在

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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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岁儿子为饵

拐走5岁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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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11点过，当成都商报记者赶

到走失女童小芯家所在的小区时，在外地

出差的爸爸宋燕飞已经连夜赶回了成都，

一夜没合眼的他和妻子黎燕梅赶制了数

百张印有女儿彩色照片的寻人启事，忙着

在附近的街道和小区里张贴。而小芯的奶

奶刘婆婆一直站在孙女走失的小区停车

场边，谁也拉不走，不停地擦着眼泪，“都

怪我啊！我咋能把乖孙女掉了呢，她没了

我也不活了！”

宋燕飞哽咽着说， 母亲一夜没睡，站

在窗边， 望着停车场的方向流泪，“怎么

可能怪她，她平时帮我们带孩子已经够辛

苦了。”

孩子们跑进停车场

被挡住身影

“已经整整24小时了，心真的是越来

越凉，” 黎燕梅含着泪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 他们租住在这个小区里已经好几年

了，平时，宋燕飞长期在外地出差，黎燕梅

白天上班时， 小芯都是由奶奶刘婆婆带。

前天上午，刘婆婆像往常一样，带着小芯

下楼玩耍。领着小芯到停车场一侧的社区

健身广场上，看着她跟已经在那里的两三

位小朋友嬉玩在一起后，刘婆婆就走到十

多米外的一条长凳上坐下，跟邻居魏婆婆

聊起了天， 不时地朝孙女这边看几眼。

“后来娃娃群里有人来有人走，那个穿绿

上衣的男娃娃什么时候来的， 长什么样，

我都没注意到，”随后，魏婆婆起身带走

自家孙女去买菜后，广场上只剩下小芯和

这个和她年纪相仿的绿衣男童，刘婆婆掏

出了十字绣，低头绣了起来。

玩着玩着， 两个孩子跑进了停车场

中间， 小小的身影被停放的一排汽车挡

住了，但还能听见孩子们的笑声，刘婆婆

也就没放在心上， 低头继续着手上的十

字绣。

10分钟后

奶奶发现孩子不见了

过了约摸10分钟，刘婆婆看时间已经

快到11点，便招呼小芯回家，但喊了两声

都没听到孙女的回应， 刘婆婆这才发现，

小芯和那个绿衣男孩都不见了踪影。

以为孙女贪玩跑远，刘婆婆在小区里

找了一大圈没见人后，这才慌了神，赶紧

给小芯妈妈打电话，接着又报了警。这时

候有人告诉她，小芯是跟着绿衣男童一起

走的。昨天上午，邻居戚大姐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 当时她正好从停车场另一侧经

过，看见了这一幕。平时小芯见到她都会

甜甜地叫一声 “戚阿姨”，“但当时我看

见她时，她正追着前面那个娃娃直接从我

面前跑过去，我喊了她两声，她都没理我，

两个娃娃跑进了居民楼后面的一条小路，

然后转弯就不见了，”戚大姐说着说着就

红了眼圈，“我当时心里觉得有点奇怪，

要是追过去看看就好了。”

陌生男子带走孩子

还给买了糖

小区只有前后大门附近有监控，在后

门监控中，黎燕梅发现，小芯和绿衣男童

一起出现在了小区后门，同时，一个身高

约1米7、穿着黑衣的男子也出现在监控视

频中，他向着小区大门一路小跑，绿衣男

童就跟在他身后，一边跑还一边回头向小

芯挥着小手。三人跑出小区大门后就再也

没出现，时间刚好是11：00。

心急如焚的小芯父母马上沿着小区

外道路一路寻找，黎燕梅说，离小区后门

十多米外的一家超市营业员告诉他们，

当时有一名看起来20多岁的男子领着两

个孩子进来， 花两元钱买了两个棒棒糖

后就离开了。 当时小芯在店里并没有哭

闹，而是很顺从地跟着男子走了，所以营

业员并没有起疑心。

黎燕梅的手机里保存了两张监控录

像截图，成都商报记者看到，第一张截图

显示，穿着黑衣的男子在前面奔跑；第二

张截图中，绿衣男孩和小芯一前一后跑向

小区门口。

丢孩子

隰 家长该注意的

千万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

范围， 尤其在公共场所或有遮挡物的

地方。教会孩子背诵家庭电话号码、所

住城市和小区名、家庭成员的名字；教

会孩子遇事打110电话求助； 教会孩

子辨认警察、军人、保安等穿制服的人

员，一旦走失，知道马上找穿制服的工

作人员或警察叔叔。 如果要被强行带

走或发现陌生人不怀好意时， 可以大

哭来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碰到陌生小伙伴

家长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不可能因为一次意外，就拒绝孩子结识新的小

伙伴。为了锻炼孩子的社交能力，鼓励孩子多跟小伙伴

玩耍并没有错，但家长和孩子都应有防范意识：家长们

不要大意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孩子们则要学会

拒绝陌生人。

陌生小朋友出现，

你会让孩子跟他玩吗？

成都商报记者随机访问了10位孩子在

2~7岁的市民，10位受访家长都表示，会。但

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 孩子5岁半的胡先

生说，跟陌生的小朋友接近，可以锻炼孩子

的人际交往能力，不过要在小区等熟悉的地

方。孩子2岁8个月的冯女士则称，只能接受

娃娃跟年龄相近的陌生小孩一起玩。

此次事件中：

刘婆婆看到孙女小芯在社

区健身广场跟两三位小朋友嬉玩在一起后，

就走到十多米外的一条长凳上坐下，聊起了

天，不时地朝孙女这边看几眼。

10位受访家长都斩钉截铁地回答：

一定会。

此次事件中：

当广场上只剩下小芯

和绿衣男童时，刘婆婆掏出了十字绣，低

头绣了起来。

两个小孩一起耍，

你会看着他们吗？

回答“直接拒绝” 的家长有1位， 回答

“会吃”的家长有2位，回答“熟人可以，陌生

孩子给的不要”的家长有3位，回答“准许孩

子接受，但大人收过来保存”的家长有4位。

此次事件中：

小芯随着男孩跑出小区后，

陌生男子花两元钱买了两个棒棒糖， 当时小

芯并没有哭闹，很顺从地跟着男子走了。

当发现孩子不在视线内，

你会第一时间寻找吗？

小伙伴给糖吃，

你会让孩子拒绝吗？

转机

陌生女人来电：我捡到一个小女孩

4月7日上午11时40分，小芯家人向跳蹬河

派出所报案。随即，警方立即投入案件侦破之

中。警方通过小区视频证实，一个青年男子和

一个小男孩将小芯带走了。与此同时，关于小

芯失踪的信息在微博和微信圈里被大量转发。

新浪网友“交警陈清洲”发表的微博附有三张

小芯的清晰近照，截至昨晚8点已被转发了600

多次，其中不乏成都歌手王铮亮、公安部打拐

办主任陈世渠、公益组织“宝贝回家”官方微

博等“大V”。王铮亮转发消息并写道：“四川，

成都，成华区，我家附近！请扩散留意！”成都火

车站的官方微博也发表微博称，已告知车站同

仁密切关注。

昨日下午1点30分，一个陌生的女人给小芯

母亲打电话称，她捡到一个女孩，不知是不是小

芯。电话里，对方关于孩子的衣服和鞋子的描述

与小芯非常相像，这让小芯的家人看到了希望。

玄机

带走小孩的人 就是来电话的人

昨日14点40分， 宜宾市长宁县公安局长宁

镇派出所所长李永和接到省公安厅指令： 嫌疑

人将带着小芯在长宁车站出现，动机无法确定，

请长宁警方快速出警控制当事人， 确保小芯安

全被解救。长宁镇派出所出动20名警力，分成10

个小组在长宁县汽车客运站的进出口寻找目标

的出现。10分钟后，一名青年女子带着一个小女

孩，出现在从长宁梅硐往长宁的客车上。民警拿

着5分钟前刚刚收到的图像比对，发现正是要寻

找的目标。

随后该青年女子被控制。后证实，小女孩正

是小芯。据了解，带小芯到长宁车站的女青年周

某某是拐走小芯的男子王某某的老婆。

动机

“跟儿子一起耍的孩子 长得很乖巧”

而据王某某交代， 他在成都从事广告经营

业务。4月7日上午，他带着四岁多的儿子在小芯

居住小区玩耍时， 小芯的奶奶也带着小芯在小

区玩耍， 两个孩子很快玩到了一起。“当时看孩

子长得很乖巧，我就趁她奶奶不注意，把孩子带

走了。”王某某说，此后他将小芯带回宜宾，并让

其妻子将孩子带到长宁。

据周某某向警方交代， 在带孩子到长宁的

路上， 周某某从微信上看到小芯家人的寻人启

事，心里害怕了，于是按寻人启事上的电话给小

芯妈妈打了电话。正是这个电话，成为了警方找

到小芯的关键线索。

1

微信上看到寻人启事

嫌疑人害怕了……

她拨通了小芯妈妈的电话，这个电话成为警方找到小芯的关键线索

昨晚8时， 成都商报记者拨通了小芯妈妈

黎燕梅的电话。她说，下午1点多她接到跳蹬河

派出所通知，说女儿可能被带往了宜宾，她和

孩子爸爸、小姨立即动身，在警察的陪同下赶

往宜宾长宁县。昨晚9时许，记者拨通黎燕梅的

电话， 电话那头立即传来了小芯稚嫩的哭声。

黎燕梅用疲惫的声音告诉记者：“我们在宜宾

长宁县，娃娃已经接到了，没什么事，就是吓坏

了。”她说，女儿一见到她和爸爸，就紧紧地抓

住她的衣服，窝在她怀里什么也不说、不停地

大哭。说着说着，黎燕梅也哭了起来。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小芯父亲宋先生激

动地说：警察太给力了，感谢成都警方！感谢

长宁警方！感谢长宁镇派出所的所有警官！没

有他们的及时出警和果敢处置， 我的小芯不

知要好久才能回到我们身边， 我们一家人不

知道到这辈子还见得到她不？ 感谢所有关心

和支持这次成功解救小芯的电视、 报纸和网

络媒体！

王某某夫妇昨晚均已被警方抓获， 案件

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小芯则在多位亲人的

陪同下于今晨2时许返回了成都。

今晨2时许 小芯回家

肖黎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罗敏 摄影报道

事发跳蹬河社区，一男子带走小女孩 28个小时后，警方在300多公里外的宜宾长宁将其解救

找孩子

隰 家长该注意的

不要让孩子在没有大人看

护的情况下跟随其他孩子玩耍。

如果有急事，千万不要让陌生人

甚至小区“熟人”照看孩子，即

使时间很短。

隰 家长该注意的

当孩子去玩耍时，一遇到

熟人或感兴趣的事情，家长们

不要只顾自己聊天或观赏，要

随时注意孩子是否在身旁或

在视线范围内。

隰 家长该注意的

教孩子拒绝诱惑， 不能轻信

陌生人，不能吃、喝任何陌生人给

的食物或饮料，不能跟陌生人走。

即使是两三岁的孩子， 虽然理解

能力、语言能力、记忆能力有限，

但平时家长们可通过讲故事、图

片说明、 角色扮演等方式和孩子

讨论，让孩子学会思考、提高判断

能力，教孩子拒绝陌生人的糖果、

礼物和搂抱。

所有家长的答案都是“会”。其中，有3位家长

都表示，5分钟内在周围找不到孩子就会报警。

此次事件中：

两个孩子跑进停车场中间，身影

被停放的一排汽车挡住了， 但还能听见孩子们的

笑声，刘婆婆也就没放在心上，低头继续着手上的

十字绣。过了约摸10分钟，刘婆婆发现，小芯和男

孩都不见了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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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们， 尤其是独生子女来说，

小区、社区广场往往是结识小伙伴、一起玩耍的“社交场

所”。但家长们可曾想过，就在这种熟悉的环境里，玩伴

也可能成为孩子被拐走的“诱饵”？跳蹬河社区5岁的小

芯就是在社区广场跟同龄的男孩玩耍后被带走，被找到

时，她已在离成都300多公里外的宜宾长宁。

髴

广场上

只剩下孙

女小芯和

绿衣男童

在 玩 耍 ，

刘婆婆掏

出了十字

绣， 绣了

起来。

髵

玩 着 玩

着，两个孩

子 跑 进 了

停 车 场 中

间，小小的

身 影 被 汽

车挡住了，

刘 婆 婆 低

头 继 续 着

手 上 的 十

字绣。

髶

穿着黑

衣的男子

向着小区

大门一路

小 跑 ，绿

衣男童就

跟在他身

后， 一边

跑还一边

回头向小

芯挥着小

手。

髷

男 子 领

着 两 个 孩

子 进 了 超

市，买了两

个棒棒糖，

当 时 小 芯

没有哭闹，

而 是 很 顺

从地 跟 着

男子走了。

将孩子带到宜宾的周某某

被解救的小芯和爸爸妈妈、警察叔叔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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