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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着我》5年帮助超 19000个家庭团圆
� � 41 岁的桂宏正来自四川
广安武胜县，20 多年来， 他和
妻子经营着一家小酒铺，这家
小酒铺见证了他们一家的风风
雨雨……

一家酒铺， 两个可爱的儿
子，桂宏正一家人的生活温馨幸
福。 然而，这份幸福却因小儿子
桂豪的丢失彻底改变。

2009 年 6 月 12 日下午，桂
宏正和妻子正在店里忙碌着，天
色渐晚，妻子呼唤在门口玩耍的
小儿子桂豪，但喊了多次，始终
无人应答。

夫妻俩赶紧跑出去寻找，可
找遍附近的各条街道，都没有发
现小儿子的身影， 夫妻俩意识
到，孩子丢了……

10 年里， 房租不断上涨，小
酒铺周边的商铺老板换了一拨
又一拨，但夫妻两依旧守着小酒
铺，他们认为，儿子对酒铺应该
有印象，若是酒铺不开了，儿子
长大了，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今年 3 月份，桂宏正接到央
视《等着我》栏目组电话，让他和
妻子去参加节目，他和妻子这才
知道，10 年前被拐走的儿子桂
豪，已经被成功找到了……

5 月份， 央视综合频道公
益寻人节目《等着我》 第五季
再次回归电视荧幕， 节目播出
一天后，警方利用AI 人工智能
寻人技术找回了被拐 10 年的
儿童桂豪。

栏目制片人杨新刚表示，来
到《等着我》的人，大多是被苦
情摧毁精神或面容的普通人，
但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得到了
最大的尊重，他说：“如果说黄
金时段的综艺娱乐节目是娱
乐的盛宴，那《等着我》就是一
桌唤醒人性的素宴，尽管里面
很多展现的是变故、 失落、流
浪、煎熬、不甘和拼争，最后所
展现出的幸福和喜悦是其他
节目中无法找寻的。 ”

节目只是手段，寻人才是目
的，杨新刚将《等着我》比作一个
大的电视广告，他说：“如果寻人
和被寻找的人都知道这个平台
发布了自己的需求，互相之间匹
配成功的概率就会非常高。 ”

自 2014 年开播以来，《等着

我》以寻人的真实需求为节目切
入口， 深度挖掘寻找背后的故
事 ， 打造了线上线下联动的
“寻人平台”， 将公安部（全国
DNA 打拐数据库）、民政部（全
国各地上千个救助站）、志愿者、
新媒体平台（官网、微博、微信、
贴吧、APP 等）、媒体联盟和公益
组织拧成一股强大的公益力量，
形成了庞大的公益体系。

据节目总导演之一席甲栋
介绍，作为全国首档运用国家力
量和全媒体平台的大型公益寻
人节目，也是公安部刑侦局打拐
办合作的重点节目， 开播 5 年
来，已帮助超 19000 个家庭实现
团圆梦。

科技助力让寻人变得更加
准确、快捷和高效

我国幅员辽阔， 人口众多，
寻人是件难度极大的事情。 据不
完全统计，中国每年的失踪儿童
达 20 万人左右， 找回来的概率
只占到 0.1%，庞大的失踪儿童数
字背后，是一个个不同又相同的
家庭悲剧。

席甲栋告诉《公益时报》记
者，《等着我》节目首次引入的 AI
人脸识别寻人技术， 通过将孩
子小时候照片和现在照片进行
特征对比分析，给出相似度。 通
过这一技术可以高效地筛选出
一些疑似的被拐者， 然后通过
与丢失孩子的家属进行 DNA
比对，最终确定被拐儿童。 第五
季黄金档第一期节目， 通过和
四川警方合作， 运用腾讯优图
人脸识别技术， 找回了共计 10
名被拐儿童，其中包括小酒铺夫
妻的孩子桂豪。

除了 AI 人脸识别技术外，
据席甲栋透露，节目组正在紧锣
密鼓筹备制作 H5， 当看到疑似
被寻人， 可拍照上传至 H5 进行
后台对比。 通过科技手段提高了
人人参与公益的便利性，寻人这
件事参与的人越多，寻人的成功
率越高。

《等着我》第五季的开播，较
前四季进行了创新升级。“除了
引入 AI 寻人技术外， 打造了全
媒体寻人平台， 集结民政部、公

安部、 志愿者以及媒体联盟，在
各大媒体平台进行全媒体的寻
人互动和发布。 此外，上线了短
视频寻人环节，将寻人故事制作
成 3~5 分钟的短视频， 通过电
视、 网络等全媒体渠道进行发
布， 在融媒体模式下全方位互
动，从寻人手段到理念进行了全
新升级， 旨在扩大寻人覆盖面，
让更多人参与寻人、助力寻人。 ”
席甲栋说。

谈及引入高科技为寻人所
带来的优势，总导演之一史海洋
告诉《公益时报》记者，AI 的引入
让寻人变得更加快捷、准确和高
效。 有些儿童被拐或走失时年龄
很小，随着生长环境的变化和时
间的流逝，当他的亲人多年后找
到他时，其实际的相貌往往与亲
人们记忆里及儿时照片中的形
象出入很大，这给寻人比对增加
了很大的困难。 AI 的引入，通过
腾讯优图人脸识别技术可以将
小时候照片和现在照片进行特
征对比分析，给出相似度，从而
筛选出疑似的被拐者。

史海洋表示，《等着我》作为
一档公益节目，吸纳了多个平台
的关注和加盟，百家媒体联盟的
加入，短视频的快捷，影响力的
传播，有效的扩大，掀起了全民
寻人热。 节目自创办 5 年来，越
来越多的志愿者主动加入到这
个平台， 目前志愿者已达 30 万
余人。

除了快捷、准确和高效的优
势外， 席甲栋认为 AI 的引入也
为寻人弥补了遗憾。 比如第一期
节目《91 岁老兵袁林昌寻找 94
岁老排长周国民》， 遗憾的是老
排长早于 2004 年因病去世，于
是， 栏目组将老排长生前留下
的一段声音资料， 通过百度大
脑语音技术还原了老排长的声
音， 最终实现了用老排长的声
音读出这封信， 让两位老兵实
现了跨越时空的对话和另一种
形式的圆梦。

“通过全媒体平台的构建，
为节目增加了更多传播及互动
的维度， 特别是新媒体平台的
有效运用， 让这档节目有效打

通公益节目传播壁垒， 让公益
内容夺得了更多关注和参与。 ”
席甲栋说。

科技的进一步赋能， 使得
《等着我》 的寻人过程变得愈发
高效，并让节目在为公益事业助
力的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5 年间寻人需求不断发生
变化

《等着我》作为一档公益类
寻人节目，旨在帮助更多的人实
现团圆梦。截至目前，已为 19000
个家庭实现了团圆梦。 随着《等
着我》进入第五个年头，其寻人
的需求仍在不断攀升。

“《等着我》开播 5 年来，寻
人的需求依然在不断攀升。 同
时，求助人的寻人需求也在不断
发生变化，由之前的主要寻找亲
人过渡到寻找老兵、 寻找战友、
寻找恩人、寻找朋友、寻找工友
等。 此外，还新增了一些跨国度
的寻找，让《等着我》在国际上得
到传播，从而扩大了节目的维度
和影响力。 ”史海洋表示。

随着寻人的需求不断攀升，
科技的助力也让寻人变得更加
高效，然而，在寻找的过程中仍
然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

史海洋告诉《公益时报》记
者，偏远落后地区的寻找相较比
较困难，交通、信息的及时触达、
语言的沟通交流等都是阻力因
素；高龄甚至已故去的人寻找起
来也会比较困难；寻找本身就很
困难，很多时候即便找到人也不
一定答应见面；跨国度的寻人由
于地域性、语言差异等因素找寻
起来也会比较困难；此外，公安
机关投入了很大精力建立的打
拐 DNA 数据库， 仍有部分寻亲
人由于各种原因没有采血，导致
迟迟无法比对。

在《等着我》的节目中，有很
多感人至深的故事，让史海洋印
象最深刻的是战友之间的那份
经历生死考验的情谊，他们为了
战火纷飞年代的救命之恩，或者
为了新中国的建立，抑或为了国
防事业的建设等，跨越六七十年

的坚守和寻找令人感动的同时
也让人敬佩。

缘梦基金 2018 年募款超
1200 万元

为了关注爱心的后续传递，
解决线下寻人的需求，帮助更多
人实现团圆梦，2015 年《等着我》
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下设立
了“缘梦基金”。 2018 年 9 月 3 日
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成立了北
京缘梦公益基金会， 旨在救助
《等着我》节目困难寻亲者，帮助
被拐孩子回家，助力离散家庭早
日团圆。

据杨新刚介绍，2018 年缘梦
基金筹集善款达 12414610.42
元，支出为 6155414.307 元。 善款
主要用于疾病救助、 贫困救助、
反拐宣传、开展认亲活动、开展

“平安宝贝”课程、开展困境儿童
助学行动等。

“缘梦基金善款主要来源于
社会公众捐赠，社会公众捐款占
全部筹款金额的 83%， 剩余 17%
来源于企业捐赠。 筹款主要渠道
为腾讯公益筹款平台，缘梦基金
在腾讯公益上线的帮被拐孩子
回家项目 2018 年吸引 20 余万网
友，捐赠 400 余万元，同时节目
播出时，众多爱心网友通过银行
汇款方式助力缘梦基金，截至目
前已经有 100 余万爱心网友对
缘梦基金项目进行了捐赠。 ”杨
新刚介绍到。

缘梦基金的成立，可以更有
效地帮助《等着我》栏目组扩大
搜寻范围、增大寻人力量、凝聚
社会的力量、 吸引更多资源投
入，以便更加高效、更具针对性
地帮助求助者找寻他们念念不
忘的那个人。

“除了寻亲之外，很多当事
人生活条件其实挺艰苦，基金成
立后，在寻人的基础上还能对其
生活进行资助，根据当事人的具
体情况帮助就业，这就使得公益
减少出现断层的现象，将公益行
善变为一种可持续的良性生态，
这也是《等着我》真正意义上的
价值体现。 ”杨新刚说。

节目截图

2018 年缘梦基金筹集善款达 12414610.42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