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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训练，
唯一的孩子失踪了

10月21日下午，大河报·
大河客户端记者见到了何树
军。此时，这位已经退休一年
多的女警，满面倦容。说起
20年前的孩子失踪过程，她
禁不住多次流泪。

何树军说，她原本有一个
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丈夫在
海关工作，儿子李飞自小聪明
懂事，一家四世同堂，其乐融
融。可是，2000年9月10日，
一切都改变了。

当天是教师节，何树军正
在焦作市公安干校接受封闭
训练。当晚10时许，家人告
诉她，她的儿子李飞不见了。

经过多方询问，何树军及
家人得知，当天中午，刚上焦
作市实验中学的李飞向爸爸
要了30元钱，说是要给新买
的自行车配一把锁。可是，直
到傍晚时分，家人只见安装了
新锁的自行车停放在小区楼
下，不见了李飞的踪影。

家人急忙四处寻找，没有
发现有价值线索，只好将这一
不幸的消息告诉了何树军。
作为警察，何树军认为12岁
的孩子，白天被拐被骗的可能
性很小，极有可能是贪玩，跑
出去玩了。

9月11日凌晨4时许，一
夜焦虑的何树军再也坚持不
下去了，顾不上请假，连夜沿
着通往市区的山区公路，一步
三跌往家赶。回到市区，经过

多方寻找，包括在学校守候，
都没有看到李飞的身影。

此时，她才深感事情的严
重性。儿子李飞真的失踪了。

漫漫寻子20年，
尝遍人生辛酸

为了找回儿子，何树军和
爱人最初曾发动所有亲戚朋
友帮助找寻，去了李飞在焦作
可能去的几乎所有地方，包括
街道、公园、车站、宾馆、网吧
等，但一无所获。

何树军说，如果是一位全
职妈妈，她会一直不停地找下
去，但身为一名人民警察，她
想到自己肩上所担负的不仅
仅是家庭的责任，还肩负着党
和国家交给的光荣使命，她没
有把全部精力放在寻亲之上，

“因为实在太爱这份职业了，
不到万不得已不想放弃”。

于是，几天后，何树军毅
然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一
边工作一边寻亲，直到2019
年到龄退休。在这期间，何树
军也一直在工作间隙四处寻
找孩子。正常的节假日，她几
乎都在替同事加班，以便腾出
更多的时间去焦作及国内各
地寻找儿子。

让何树军记忆犹新的一
次经历是，多年前的一个冬
天，她突然得到线索说，山西
晋城的山谷中发现一具男孩
尸体，年龄及身高与李飞相
似。听到消息，何树军几乎要
崩溃了。可是，耳听为虚，眼

见为实，不管死者是不是自己
的儿子，总该去证实一下。

于是，何树军与爱人开车
直奔事发地。他们说服了封
路的交警，克服了汽车打滑的
困难，心急如焚地赶到了事发
地段，连滚带爬奔向事发地，
却发现死者并非儿子。俩人
又是痛惜又是失望，站在冰天
雪地里抱头痛哭。第二天起
床，何树军发现，一夜之间，爱
人的头发几乎全白。

更让何树军备受打击的
是，因为不想面对儿子失踪的
悲怆，加之对寻回儿子失去信
心，他的爱人与她离婚后，也
离开了家，定居海外。

去年，55岁的何树军退休
后，把所有时间、精力和收入
都用在了寻找孩子上。为扩
大寻亲成功几率，她还曾找到
国内著名的刑侦专家，专门画
了一张李飞现在的模拟画像，
并将画像做成衣服，外出寻亲
都会穿在身上。然而，20年过
去了，努力均无果而终，亲朋
好友逐渐失去了信心，孩子的
奶奶也抱憾离世。

人生重压，
警察妈妈独自扛

“这20年来，无论刮风下
雨，风餐露宿，哪怕是住山洞、
住桥洞，我都熬过来了……有
时独自在深郊野外，我也害
怕，也有这样那样的担心，但
只能咬着牙坚持。因为，我是
孩子的妈妈，我要是害怕了孩
子会更害怕！”何树军说，这些
年她去过全国很多城市，散
发、粘贴了无数寻人启事，也
曾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发布
寻人信息，并在网络社交平台
上坚持不懈发布信息，经历还
被中央电视台报道过。

何树军的车里，总放着一
幅中国地图，上边除了新疆、
黑龙江等少数省、自治区外，
都标注着红点。她说：“标红
点的省，都是我寻子去过的地
方，有我自己去的，还有跟同
病相怜的志愿者一起去的。”

何树军说，多年的寻子经
历中，她也遇到过一些持之以
恒寻亲成功的案例。每去一
个地方，她都多么希望能心想
事成，寻亲梦圆，奇迹在她身
上发生，但最终等到的，更多
的是遗憾和失望。

值得一提的是，不论以何
种方式寻亲，何树军都是以一
名普通母亲的身份出现，很少
提及自己的警察身份。因为，
她怕引起人民群众对警察群
体的质疑，给单位、给社会带
来负面影响。不仅如此，因为
工作努力，她还曾以全省第一
的成绩获得公安部表彰，并曾

获得多项其他荣誉，“光是群
众敲锣打鼓送我的锦旗，都能
挂满一面墙。”

“我已经退休了，身体也
是越来越差，真不知道还有多
少时间能去寻找孩子，但找不
到孩子，我死不瞑目！”她说。

案件被长期搁置，
何时能有突破？

何树军说，孩子李飞失踪
时，他们报了警，焦作市公安局
解放分局也立案进行了调查处
理，但就是没有任何进展。

“据我所知，警方是以绑
架罪立的案，说是当时有4个
嫌疑人以此事件要钱，可为啥
我们自己家人都没有接到这
样的电话？后来，4个人，抓
到了3个人，都交代说是闹着
玩的，想骗一点钱花花，但还
有一个嫌疑人，一直没有找
到。”她说。中央电视台节目
视频也显示，在被问及李飞失
踪案时，参与节目的公安部负
责打拐的一位部门负责人曾
说，此案是以绑架罪立案。

何树军说，除了案件进展
迟迟没有突破，更让她唏嘘的
是，当年侦办此案的四名办案
人员，有三人晋升后最终因贪
腐而锒铛入狱，还有一人晋升
后跳楼自杀，让此案的侦办查
处，一度搁置。

根据爱人所在单位职工
曾与广东茂名一位建筑商老
板发生打架斗殴的情况，认为
儿子失踪案存在打击报复嫌
疑的何树军还曾跑到广东省
茂名市一带，大海捞针寻子。

此外，何树军和爱人也曾
将DNA信息录入了全国公安
机关办案的多个系统，希望能
借助现代高科技发现儿子李
飞失踪的蛛丝马迹，但截至目
前，同样没有结果。

10月21日下午，谈起李
飞失踪案件侦办相关情况，焦
作市公安局政治部相关人士
接受记者受访时说，此案他知
道，但并不清楚最新情况，会
了解情况后予以回复，但截至
昨晚8时发稿，也未见回音。

独子失踪，焦作警察妈妈苦寻20年
为寻子，夫离子散，家破人亡，她始终没有放弃希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一名从警37年的优秀人民警察，唯一的儿子失踪20年杳无音信，丈夫无奈出走，有
老人抱憾离世……这样的人生境遇，重叠在今年56岁的焦作女子何树军身上，令人扼腕。

更让公众感动的是，纵是20年过去了，这位警察妈妈始终没有灰心，没有放弃寻找儿
子的努力，时常奔波在寻子路上。找到孩子，成了她矢志不渝的最大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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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最大的寻找失踪
未成年人公益组织“宝贝回
家”发布的数据，我国失踪儿
童数量自 1978 年后逐年攀
升，到1990年达到峰值13431
人，之后回落，从2000年开始
每年数量保持在 1200—1700
名，和公安部“团圆”儿童失
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的数量
统计相近。根据后者的信
息，近年找回率为 96%（包括
离家出走、迷路等的找回），
无 法 找 回 的 大 致 在 40—70
人。

治理拐卖儿童犯罪，是
个系统工程，关键是必须把
治 理 严 格 纳 入 法 治 层 面 。
2016 年，刘德华主演的寻子
影片《失孤》公映后，即有全
国人大代表提议，新生儿采
集DNA制度，DNA不能对应
的不予入户。再如加大打击
买方力度。但这方面的立法

“ 只 听 楼 梯 响 ，不 见 人 下
来”。现实中我们甚至屡屡
看到，找到孩子的一方乃至
有关部门，不但不追究买方
责任、反而为“养育”表示感
谢！

尤其需要商榷的还有刑
法对拐卖儿童犯罪的量刑标
准和力度。在1979年制定的
刑法中，第一百四十一条规
定：“拐卖人口的，处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到1997
年大规模修改刑法时，在第
四章加上了第二百四十条规
定。1999年到2019年20年间
产生了九个刑法修正案，无
论形势如何发展，此条稳若
泰山。

这条法律“弹性”实在是
太大了。可以看到，拐卖了
很多名儿童的犯罪分子，仍
然可能逃脱极刑。现实的法
律实践也是如此。

拐卖儿童犯罪屡禁不
止，重要一条就是量刑宽松，
犯罪代价和收益不成比例，
导致犯罪分子铤而走险、把
魔手伸向儿童这一最应受到
法律特殊保护的群体。其中
的一些人贩，刑期服满后驾
轻就熟，重新操起老行当，最
终发展为累计拐卖数十名儿
童的重犯。

“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
乱”“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
知其所畏”。关注何树军们
的眼泪，顺应社会呼声，是时
候及时修改刑法有关规定，
加大对拐卖儿童犯罪的打击
力度了。

【豫论场】

“女民警寻子20年”，
呼唤法律祭出利剑
□刘哲

附：李飞部分体貌特征
男 ，1988 年 出 生 ，

2000年失踪，家住河南省
焦作市解放区劳动街，头
上两个头旋，一只手是断
掌纹（记不清哪只手），屁
股上方有 3cm 左右的青
色胎记，下嘴唇因磕碰贯
穿 导 致 嘴 唇 内 部 有 缝
合。父亲李立虎，母亲何
树军，奶奶韩秀英。何树
军电话：185039005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