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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1月30日，国
家公安部“团圆行动”
已找回历年失踪被拐
儿童8307名。越来越多
的家庭找回了失散多
年的孩子，然而，孩子
找到后就一切“圆满”
了吗？

中国青少年研究
中心研究员洪明在接
受央视网记者采访时
表示，被拐孩子回归原
生家庭后会面临两大
问题，首先是情感适
应，亲生父母需要和孩
子重新建立依恋关系，
这其中也包括其他家
庭成员对被拐孩子的
接纳问题。

其次是生活习惯，
有的孩子被拐卖到天
南海北，成长环境和出
生地的生活习惯存在
较大差异。

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中国心理卫生协
会会员孔令雪此前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从稳定的依恋关系状
态里边被强力地抽取
开来，这对任何一个孩
子来讲，就是一个暴力
分离。”

洪明表示，被拐儿
童认亲后会因年龄差
异而面临不同的心理
问题。许多被拐孩子找
到时已经是成年人了，
其原有的生活方式不
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社
会也需要对孩子的选
择予以理解，为孩子调
整自己转变的身份创
造有利的环境。

洪明还提到社会
需要重视被拐家庭亲
生父母这一群体，许多
家庭奔波半生，甚至为
了找孩子“砸锅卖铁”，

“他们的心里都会有一
种执念，存在很多心理
问题”。因此当孩子找
到后，社会也需要关注
亲生父母的心理问题，
为他们提供心理帮扶。

据央视网

找到了就
“圆满”了

儿子冲生父喊：
“你害我没家了”
他无奈亲自将儿子送回养父家

这几天，电影《亲爱的》原
型人物孙海洋成功找回被拐
14年儿子的新闻，让很多寻子
父母看到了希望。在四川武胜
县城的一家小酒铺里，42岁的
桂宏正滑动手机浏览着孙海洋
一家跟儿子团聚的新闻，他打
心底里替孙海洋感到高兴。

桂宏正认识孙海洋，两人
曾一起参加过寻亲活动。桂宏
正比孙海洋早两年找回儿子，
但对桂宏正而言，找回被拐十
年的儿子之后，结局并没有像
“一家人终于幸福地生活在一
起”……

2009年6月，桂宏正还差
50天满3岁的儿子小桂在武胜
县城被人贩子拐走。2019年，
经过漫长的十年寻子，桂宏正
找到了儿子，并赴广东一小镇
将他接回家。桂宏正一家试图
让儿子重新融入他们的家庭生
活，但他们发现，儿子不愿意交
流，还冲父亲发脾气，最后还将
桂宏正拉入了微信黑名单……

一
家
人
却
没
能
在
一
起

桂宏正是湖北人，20多年
前在广安武胜县城一农贸市场
内经营一家小酒铺，自产自销。
小桂是他的第二个儿子，2006
年农历6月12日出生，小桂被拐
时，差50天满3岁。

那天下午，桂宏正在酒铺门
口洗锅，妻子出门去接上幼儿园
的大儿子回家，小桂就在酒铺门
口附近天桥下跟一群孩子玩耍。
大约下午5点，妻子李细克接大
儿子回来还在路口见过小桂，她
回到酒铺后给顾客装酒，“也就

十来分钟，担心小桂着凉，她在
家里找了一件衣服出去找小桂，
但再也没找到……”

小桂被拐后，小学毕业的
桂宏正买了一台电脑，从打字
学起，学会了进寻子QQ群聊
天、到论坛发帖，辗转全国各地
参加寻亲活动。

10年后，桂宏正一家终于找
到小儿子小桂。2019年4月12日，
桂宏正和妻子在警方的陪同下，
前往广东某小镇，那里是小桂被
拐之后生活了10年的“家”。

等到小桂放学回家，夫妻俩
冲过去抱着他大哭，整个过程
中，这位已不叫“小桂”的男孩，
始终面无表情，没有说话……

想到儿子快要小学毕业，
不能耽误学习，桂宏正放弃了
立即带走儿子的想法，将接他
回家的时间推迟到期末考试结
束之后。

桂宏正和妻子想带儿子出
去买一身新衣服，儿子没答应；
他们想儿子跟他们去酒店住一
晚，儿子也拒绝了……

找到被拐儿子 儿子却对他们很“生疏”

回到四川后，桂宏正经常
给儿子发微信消息，但儿子很
少回复他。那一年的五一节，他
给儿子发红包，儿子没领，他在
微信上跟儿子说：“只要你能明
白，我们是爱你的。”几分钟后，
儿子回复：“哦。”

桂宏正在微信上说儿子小
时候的事，试图拉近父子间的距
离，但儿子并没给他太多的回
应。即便如此，桂宏正还是相
信，时间会让血脉亲情战胜父
子分离的生疏感。

2019年6月29日，在四川警

方的陪同下，桂宏正第二次前
往广东。但这一次，小桂还是不
愿跟他走。最后，民警出面，双
方才商量达成一致，由养父把
小桂送到四川，等小桂适应一
些后再离开。

为迎接儿子回家，桂宏正
去农贸市场附近租下一套三室
两厅的房屋，一年的房租就是1
万多。平时，一家人住在小酒铺
的阁楼上，现在小桂回来了，他
们希望能让小桂更好地融入这
个大家庭。

等养父离开后，桂宏正才

将小桂从宾馆接回家里。刚回
家的时候，小桂不怎么说话。没
几天，小桂开始不怎么吃饭，家
人担心小桂不习惯四川口味，
特意把菜做得清淡一些，但小
桂还是不吃。

找回了被拐的儿子，桂宏
正原本想宴请亲友庆祝一下，
但被小桂拒绝了。桂宏正还希
望小桂和他回趟湖北老家，也
被小桂拒绝了……

桂宏正说，小桂从不叫“爸
爸、妈妈”，小桂接回家后，他只见
小桂笑过两次。

“回家”之后，大多数时候，
小桂都待在自己的房间玩手
机。桂宏正曾尝试关闭家里的
网络，但这一举动让小桂很生
气，冲着他大喊大叫……

因为儿子不愿面对面交流，
桂宏正便给小桂发微信，述说家
人对他的爱，以及这些年寻找他
的经历，但儿子很少回复他。

“始终无法沟通，沟通不
了，跟他说多了，他就不舒服
了，脾气暴躁。”桂宏正向记者
无奈地摇头。桂宏正也曾找过
心理医生，但“说了几句话，心
理医生就被（小桂）赶出来了”。

有一次，很生气的桂宏正
踹开了小桂的房门，小桂冲他
大喊：“你害的我没有家了”。

看到小桂生活得闷闷不
乐，家人和亲友开始劝桂宏正，
把小桂送回广东养父母家里
去，至少那边有他熟悉的环境、
同学和朋友。

但桂宏正不甘心。他在武
胜县找好了学校，但小桂一直
不愿去报名。桂宏正无奈地拨
通了小桂养父的电话，让他来
看看，如果小桂要回去，就带他
回去……过了几天，小桂的养
父养母来到四川。

这一次，小桂没有跟养父
母回广东，这让桂宏正一度觉
得，儿子可能还是愿意留下来。

桂宏正还是经常给儿子发
微信，儿子很少回他，直到后来
有一天，他发现自己被小桂拉

黑了。桂宏正现在也不知道儿
子为什么拉黑自己，他也没有
问儿子，“他可能是觉得我们的
出现，打乱了他原本的生活，他
本来现在也是处于叛逆期。”

眼看暑假就要结束了，小
桂还是不愿意去学校报名。家
人和周围的人又劝桂宏正把小
桂送回广东去。

“心里很难受，我一直不愿
意送他回去，我这些年找他找得
这么辛苦，终于把他找回来，现
在又把他送回去，相当于第二次
失去了他。”桂宏正说，但想到小
桂还这么小，不读书也不行。

在纠结了多个无眠之夜
后，桂宏正最后决定跟自己妥
协：将小桂送回养父母家。

将“回广东”的决定告诉儿
子时，桂宏正没有从小桂的脸上
看到特别的表情：“说不出来，不
是高兴，也不是不高兴。”

2019年8月29日，桂宏正亲
自把小桂送回广东的养父母身
边。飞机上，这对父子几乎没有
任何交流，飞机快要降落时，他
内心很不舍地说：“这么远，下次
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过来，才能见
面……”他希望儿子能给他一个
回应，但是儿子依旧沉默。

桂宏正心里难受，他原本打
算在机场将小桂交给其养父后
就直接返回。但在机场见到小桂
养父后，后者邀他去家里坐坐，
他没有拒绝——他希望小桂还

能回心转意回到武胜……
到了小桂养父家后，小桂没

跟他们打招呼，径直走进了他曾
生活了10年的房间，之后再也没
有出来。待了几个小时后，桂宏正
起身准备离开前，他来到小桂的
房间，儿子在玩手机，没有看他。

桂宏正不知道该跟儿子说什
么，只好转身离开，去了机场……

再次“失去”儿子的这两年
里，因微信已被儿子拉黑，桂宏
正只能通过给其养父打电话了
解儿子近况。

桂宏正最近一次联系小桂养
父还是今年的7月16日，他给小桂
养父发微信：“大哥，孩子最近好
吗？学习考试成绩好吗？”但对方

一直没回复他。他最后只好直接
给对方打电话问儿子的近况。

桂宏正说，妻子曾希望小桂
养父发一张儿子近照，但对方以

“儿子不愿意”拒绝了。
桂宏正突然变得有些生气

起来，“你说我可不可以去起诉
他们（养父母），是他们造成我们
这个家庭现在这种情况的。我们
现在真的是人财两空，这些年找
孩子把钱用了，好不容易找到
了，但最后又要把儿子送出去。”
说完，他抬起双手，将泛红的双
眼埋进手掌里。

桂宏正的微信收藏夹里仍
保留着他当年寻找小桂的相关
新闻报道，在他制作的寻子海报

上，小桂小时候脸蛋圆圆的，红
扑扑的……

他也很害怕周围的人问起
儿子的事情，自己花十年时间找
回的儿子，最后又由自己亲自送
走，这看起来就像一个“笑话”。

桂宏正送走儿子后，他想去
看儿子，但又怕影响儿子的学
习。以前没找到儿子时，他每次
出门都满怀期待，如今找回儿子
却又被迫失去儿子，心中更多的
是一种无力的失落感。

桂宏正说，希望儿子在广
东好好读书，长大了能回来看
看，家里的大门，一直为他敞开
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

希望儿子长大后回来看看
家门一直为他敞开

寻子十年

他从不叫“爸爸妈妈”只笑过两次回家之后

儿子大喊“你害我没家了”还微信拉黑生父难解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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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宏正在自家小酒铺

儿子找回两年了，桂宏正
手机里仍保存着当年寻找儿子
的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