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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肉分离 30 年，一双儿女找妈妈，民警媒体爱心接力帮忙寻亲——
—

团圆 妈妈的怀抱好温暖
□本报记者 王勇 文/图

1 月 12 日，中心城区雪枫桥畔，几位女子抱头痛哭。 这是一个
离散 30 年的家庭团聚后喜极而泣的感人一幕。
30 年前，家住卧龙区潦河镇王陈庄于刘营村的王淑珍因家庭
琐事离家出走，多年来，她的一双儿女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母亲。 在
南阳市微警局肖振宇工作室、媒体等爱心人士的帮助下，他们一
家人终于团圆了。

一家四口一间房 生活虽苦不抱怨
今年 66 岁的王淑珍 是 四
川达州渠县人， 当年嫁到于刘
营村后， 她和丈夫先后生育了
一儿一女。
在女儿于小阁的记忆中，
小时候家里很穷， 一大家子仅
有 3 间瓦房，伯父家住了两间，
他们一家四口人挤在一间房
里。为了生活，父亲一天到晚在
外面忙着挣钱，家里、地里的活
儿全靠母亲一个人。
王淑珍是一位勤俭持家、
吃苦耐劳的人， 虽然生活贫
苦，可她从未抱怨过。 王淑珍

平时生活节俭，可对孩子上学
的事情，她却从来不吝啬。 于
小阁的哥哥学习好，上小学时
曾代表学校去镇上参加数学
竞赛，当时王淑珍就把家中仅
有的一点白面拿出来，烙了一
张白面饼让儿子带上。 那个时
候， 人们最常吃的就是红薯，
白面只有过年过节才有得吃，
那张白面饼的味道让兄妹俩
至今难忘。 每到过年，王淑珍
都会想办法给两个孩子添件
新衣服，而自己一件衣服能穿
好几年。

生活琐事惹矛盾 妈妈负气离家去
丈夫脾气不好，为此王淑
珍和他常为生活琐事生气，甚
至打架。 最终，两人在一次生
气之后， 王淑珍离家出走，没
想到这一走就是 30 年。
那 是 1990 年 10 月 的 一
天， 丈夫帮亲戚买了一头猪，
把猪先赶回自己家里等着亲
戚来拉走，可是亲戚还没来猪
却跑丢了。 丈夫的火爆脾气爆
发了， 夫妻俩为此大闹一场，
还打了架。 伤透心的王淑珍再
也不愿在这个家待下去了，可
她却舍不得两个孩子。 第二天
凌晨 5 时，她狠了狠心，起来
给孩子盖好被子，随后走出了

家门。
据于小阁回忆，当时听到
屋里有声音， 发现母亲出去
了，她也马上跟着出去，却不
见了母亲的影子。 那年，于小
阁才 9 岁， 她和 13 岁的哥哥
从此失去了母爱。
早上天大亮了， 母亲还没
回来，一家人都出去寻找，邻居
们也帮忙寻找。 于小阁的堂姐
当年 18 岁，据她回忆，婶婶离
家后，亲戚和邻居都出动寻找，
有人去附近村镇寻找， 有人去
南阳火车站、汽车站寻找，两个
多月时间把周围找了个遍，始
终寻不见婶婶的踪影。

一路流浪到镇平 更名安家 30 年
王淑珍回忆说， 离开家
后， 她坐车来到南阳卫校口，
准备坐火车回四川，可口袋里
只有 5 元钱。 万般无奈之下，
她跟着班车走到 312 国道上，
漫无目地一路向西而去。
没钱吃饭， 她就乞讨，晚
上破房子、草堆都是她的栖身
之所。 就这样不知走了多长时
间，她来到了镇平县曲屯镇彭
岗村大彭岗庄，在这里，她被
好心人郭总海收留。 她走累
了， 而郭家人待她也不错，她
决定在这儿留下来。
和郭总海生活在一起后，
王淑珍改名为张秀阁，她说自
己出生于 1942 年。 虽然又成

立了新家，可王淑珍却忘不了
两个孩子，在梦中她时常梦到
自己牵着孩子的手，梦醒时分
已是泪湿枕巾。 后来，王淑珍

亲人相见喜极而泣

母女牵手诉说衷肠

多年寻亲无结果，多方求助找妈妈
王淑珍走后， 丈夫整
日酗酒， 家中生活愈加艰
难。 于小阁和哥哥开始学

却发现王淑珍的户口已被
注销。 2020 年 7 月，于小
阁的哥哥专程去了一趟四

会自立，自己洗衣服、自己
做饭， 没妈的两个孩子变
得自卑又敏感。

川，外公外婆已去世，舅舅
说他们的母亲根本没有回
过老家。 经人介绍，兄妹俩

趾， 而且与妹妹现在的容
貌相似。
王淑珍不识字， 也从
未出过远门， 肖 振 宇 考
虑其走远的可能性不大，

小学毕业后， 于小阁
辍学了， 她跟着堂姐外出
打工，由于年纪太小，她只

向南阳市微警局肖振宇工

于是缩小寻找范围， 在南

作室寻求帮助。
接到求助后， 肖振宇

能去一些小厂务工。 虽然
工资微薄， 但她已经感到
很满足了， 因为她可以为
家里尽点力了。 学习成绩
一向很好的哥哥， 高考因
几分之差没有考上大学，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社会大
数据分析比对。 没有照片，
仅靠一个名字和模糊的年
龄，查找非常困难。 一条条
与王淑珍这个名字有关的
信息， 经过核实后又一个

阳范围内进行寻找。 一个
月时间， 排除了 300 多个
疑似人员信息后， 肖振宇

想复习却因家里经济条件
太差而最终放弃。
多年来， 于小阁的父
亲一直没有再婚， 他常打

个被排除掉。 王淑珍是否
改名了？ 查找多天无果后，
肖振宇决定调整思路。 此
时， 于小阁的哥哥又提供

听妻子的下落， 一家人都
希望找到王淑珍， 多年后

了一些信息， 王淑珍四川
口音较重， 下巴处有一道

离散亲人喜团圆

最后将目标锁定在镇平县
曲屯镇郭岗村一名年过七
旬、名叫张秀阁的老人。 肖
振宇工作室通过市公安局
情指中心向镇平县公安局
曲屯派出所发出核查指
令。 曲屯派出所民警张克
强等人通过多次上门走访
核实，确定张秀阁就是 30
年前卧龙区潦河镇离家出
走的王淑珍。

含泪致谢好民警

和郭总海捡了一个弃婴，这个
苦命的孩子有双侧兔唇和智

认 亲 安 排 在 1 月 12
日。 为确保准确无误，1 月

孩子， 却担心自己会给两
个孩子带来负担。

力障碍， 多次被人抱养又丢

11 日下午，肖振宇驱车赶
到大彭岗庄， 经与王淑珍

1 月 12 日上午， 在雪
枫桥畔，王淑珍终于和两个

己的母爱都倾注到这个孩子

详细面谈， 再次确认其就
是王淑珍无疑。

孩子相见，可她却认不出来
自己的孩子。在肖振宇的介

身上。
2010 年， 郭总海去世，王
淑珍承担起了照顾郭总海哥

当晚， 肖振宇将王淑
珍带到南阳， 安排好她的
食宿， 深夜时分才回到家

绍下，面对面站着的一家人
在短暂的沉寂后突然拥抱
在一起， 压抑了 30 年的泪

哥（孤寡老人）和孩子的重担。
如今，哥哥已 80 岁，孩子也 18
岁了，但她肩上的担子依然不
轻，可她却从不言苦。

中。 得知即将和两个孩子

水奔涌而出。

见面，王淑珍一夜无眠，她
既激动又担心。 让她激动

“没 想 到 我 这 辈
子还能见到我的孩

的是终于见到日思夜想的

子，太谢谢你们了！ ”

弃，但王淑珍却把他当成自己
亲生的孩子一样抚养，她把自

长长的疤痕， 左脚 6 根脚

王淑珍一边抹着眼泪，一
边连连致谢。“谢谢肖警
官！谢谢媒体！是你们让我
们一家终于团圆了。 ”于小
阁含着泪说。 于小阁的哥
哥 说 ：“接 到 肖 警 官 的 电
话，说找到我妈妈了，我都
不相信， 没想到真是找到
了。 太谢谢你们了！ ”⑤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