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闫冰

成立时间：2011 年
相关机构：中华儿童慈善

救助基金会
“回家的希望”一直致力

于救助全国范围内的打拐被
解救贫困家庭儿童，2011 年
成立，三年内共救助 79 名儿
童。2013 年，项目组联合宝贝

回家志愿者协会、 联合国反
拐项目北京办公室、 世界宣
明会中国办、央视《等着我》
栏目等成立了“回家的希望
寻子联盟”，创建民间寻子信
息沟通平台、防拐宣传平台、
救助及募款平台， 为民间寻
子组织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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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打拐的全民总动员

� � 从留守儿童到被拐儿童 ，整
个六月笼罩着一层灰色。

6 月 17 日，朋友圈、微博、微
信等社交平台突然被刷屏 ：“建
议国家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条
款，拐卖儿童死刑！ 买孩子的判
无期！ ”孩子可怜的眼神，失去孩
子家庭的悲痛 ，以及 “是妈妈就
转”、“有同情心就转” 这样的词
语，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场
声讨活动中，大量网友表态支持
“一律判死刑”。

但随后法学界、社会学界则
从专业角度提出了不乏理性的
反对声音。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 ，
拐卖妇女儿童情节严重的罪犯

被判死刑重刑，在我国不是没有
先例，可是争议的焦点，在于“一
律死刑真的能救孩子吗？ ”

理性看待这场刷屏 ，不难发
现， 这其中隐藏着人们的不安、
恐慌、无奈和难过。 拯救被拐儿
童 ，杜绝悲剧发生 ，本来就是一
场关乎公众、媒体、社会组织、政
府的齐力作战。

日前 , 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
士渠在“网络时代的打拐路径与
社会责任”研讨会上表示 ,经过多
年努力 , 目前拐卖儿童发案数不
断减少 ,破案率不断提升 ,但由于
拐卖犯罪流动性比较大, 单靠公
安部门破案如同大海捞针 ,“网络

打拐”等新方式让社会力量参与
“打拐”,为破案提供了很多方便。
6 月 17 日上午 ，陈士渠针对 “人
贩子一律死刑” 的热点表态，应
依法从严惩处人贩子，对于情节
特别严重的坚决依法适用死刑，
以震慑犯罪。 不可否认，与最早
孩子失踪后， 家长只能报警、张
贴寻人启事、单兵作战的漫长寻
找相比，舆论环境正在让越来越
多人加入打拐的行列：几年前的
“微博打拐”成为全民话题，唤起
了每个人关注被拐儿童的意识；
在 “互联网+”兴起的时代 ，更多
科技力量与公益相结合，让孩子
失踪后的“黄金 72 小时”正变得

有效 ；志愿者 、公益组织与警方
合作，期望建起更加完善的追踪
和预警系统……

如何培养孩子的安全意识 ？
什么是孩子走丢后家长最快最
有效的找寻方式 ？ 那些数目巨
大 、行踪不明的儿童 ，该如何被
寻找？

从某种程度而言 ,任何一起
拐卖事件 ,都不仅仅是一个家庭
的灾难 。 这就必然要求 ,通过各
方努力让打拐成为所有人都愿
意参与的一项行动，让打拐更多
地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这也
许是必经路径。

先行者已经在路上。

你可以关注

� � 发起时间：2007 年
相关机构： 宝贝回家志愿

者协会
在网上输入“宝贝回家”，

会跳出十几万条信息。“帮助被
拐卖的、被遗弃和走失的、流浪
乞讨儿童回家”“志愿者组织”
“不收费” ……一些核心词汇，
描述着这个网站的种种。 宝贝
回家寻子网是隶属于宝贝回家
志愿者协会的公益网站， 创始
人叫张宝艳，这个创建于 2007
年的“宝贝回家”已帮助 1081
人找到亲人。

这样的坚持， 源于自身经
历，一次张宝艳的儿子跟着外婆
外出玩，不小心走散了。 几个小
时的寻找，张宝艳一家人度日如
年，所幸只是虚惊一场，但这给

张宝艳最深的感受是，如果儿子
丢了，那她也没法活。 从那时起，
张宝艳就开始关注有儿童被拐
的不幸家庭。有时看到电线杆上
贴满寻亲启事，张宝艳说：“除了
痛心外，也感到忧虑。 这样的寻
找方式不仅费力，效果也不好。 ”
2002年张宝艳接触到网络，意识
到这是寻亲最好的途径。 2006
年，张宝艳辞去工作，专职做起
了“宝贝回家”。

3 年后， 张宝艳跟公安部
门建立了合作关系， 她提出建
立打击拐卖儿童 DNA 数据库
的建议得到公安部的采纳 。
DNA 数据库为侦破案件、帮被
拐儿童准确找到亲人， 提供了
有力的技术支持。

目前， 已有 1081 人通过
“宝贝回家”找到亲人，网站拥
有 140686 志愿者和支持者，但
还有 19044 人在寻找宝贝，有
13235 名宝贝在找家。

� � 发起时间：2011 年
相关机构：儿童安全基金
2011 年春节期间，一起非

常值得关注的公共事件， 就是
微博“打拐”。网友们零碎的、非
专业的行动， 与公安部门、媒
体、 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等社
会力量结合在一起， 迅速形成
舆论焦点。或许，在微博传播的
历史上， 这是一起值得被铭记
的事件。 事件起于中国社科院
学者于建嵘所发的“随手拍照

解救乞讨儿童”微博，该微博经
热心网友不断转发， 形成强大
的舆论传播力量， 并吸引了传
统媒体的跟进与关注。

随后， 微博打拐公益基金
在 2012 年 5 月 16 日由邓飞、
华楠等人发起， 是在中华社会
救助基金会下设的具有公募性
质的公益基金。

2013 年 6 月，由于“女童
保护”项目的并入，两个项目合
二为一，组成“儿童安全公益基
金”（简称“儿童安全基金”）。 儿
童安全基金下设两个项目：微博
打拐项目以“救助、关爱被拐妇
女儿童”为宗旨，致力于遏制拐
卖犯罪；女童保护项目以“普及、
提高女童防范意识” 为宗旨，致
力于保护女童，远离性侵害。

� � 发起时间：2012 年
相关机构：益云、腾讯、百

度、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宝
贝回家寻子网等

“您访问的页面找不回
来了！但我们可以一起寻找失
踪宝贝。 ” 经常上网的你对

“404 错误页面”肯定不陌生。
在过去，这样的页面难逃被迅
速关闭的命运， 但有一群人，

希望利用这些“被嫌弃”的网
络资源来做公益。

404 公益最早源于国外
“Not Found Project”， 是由
Missing Children Europe 和
European Federation for
Missing and Sexually Ex－
ploited Children 等公益组织
联合发起的一个项目，他们希
望利用闲置不用的网络空间
发挥公益的力量：让更多人帮
忙寻找失踪儿童。

在这样的启发下 ，2012
年益云公益、CSDN、 百度寻
人和中国计算机学会等也联
合推出了中国版“404 页面儿
童打拐”项目。 2013 年 1 月，

腾讯 QQ 空间等多个产品也
上线了附带儿童走失信息的
404 页面。 这些儿童走失信息
来自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宝
贝回家寻子网等公益机构。目
前，已有包括微软 Bing、58 同
城、淘宝、蘑菇街等 1100 多家
大中小型网站加入，总展现次
数达数十万， 而在微博上，
“404 公益” 也获得了大量网
友的转发、关注，而这些数据
还在持续增长中。

时至今日，参与项目的网
站已超过 1000 个。 这些曾被
忽略的资源即将发挥巨大的
公益力量，404 页面也因此被
网友称为“最美丽的错误”。

发起时间：2015 年
相关机构：中社社会工作

发展基金会儿童安全科技基
金

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
是借助当前成熟的移动互联
网技术和 GIS 地理信息系统
支持，结合国外多个国家的成
功经验研发的中国第一套儿
童失踪社会应急响应系统。该
系统可以在儿童走失发生时

就迅速介入，
通过群众互
助加警方联
动的方式，帮
助家长尽快
找回走失儿
童，降低孩子
发生意外的
概率。

中社儿

童安全科技基金秘书长张永
曾经是一名警察。“在自己有
了孩子之后，会想有一天如果
孩子丢了，谁来帮我找，自己
会吓出一身冷汗。因为就我的
了解，真正发生失踪、拐卖这
些情况后，很难找得到。”后来
从警队离开，张永将开始投入
儿童安全领域。

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
首先是在手机平台上实现社
会上大部分的好人的互助。然
后是与社交媒体、应急广播等
合作， 一旦孩子发生问题，在
最短时间内发出消息。因为时
间越长， 找到的可能性越小，
一旦需要跨地区、 跨部门，就
需要很大的力量，寻找起来非
常难。

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
的手机端上， 非注册用户，不

管有没有孩子都可以使用，不
需要输入信息，也不能发布消
息，但可以收到孩子走失的信
息，如果发现相关线索可以即
时反馈。注册用户则需要经过
身份、联系方式的认证，身份
证信息已经与公安系统联网，
注册后可以录入孩子信息、一
键提供信息给公安部门。如果
注册用户发布的信息不符合
系统规则， 比如虚假消息，后
台会关闭用户并将此 ID 列入
黑名单， 排除出互助平台之
外。

“无数双这样的眼睛都在
看， 无疑会挤压犯罪空间，提
高犯罪成本。 即便看到了，从
别人手里抢下孩子也不太容
易，但汇报给有执法权和执法
能力的人，是很容易也是很多
人乐意做的。 ”张永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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