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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亲人、街坊以及媒体包围的
中凤敏与父母相认过后一脸幸福，
笑得非常开心，耐心回答着每一位
记者以及亲人的询问。“我觉得我
有三个故乡，湛江、中山、美国，那
里都有我的亲人和朋友，也有帮助
我的人，我非常感谢他们。”中凤敏
说，她这次回国，主要是和父母相
认，随后还将回到湛江雷州老家看
望爷爷奶奶，最后也将回到中山，
与曾经和她在一起玩耍的中山福
利院的朋友，以及她在东区一起上
过学的同学见面，但由于养母工作
繁忙，计划呆 12天后将和养母回
到美国。

关于未来，凤敏也有着很详细
的规划。被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录取后，凤敏选择就读平面设计专
业，并早早开始打工赚取学费，将
一边在美国完成学业，一边抽空回
家陪陪父母。梁华表示，他们一家
人都支持女儿在美国继续完成学
业，女儿的任何计划，他们都会无
条件同意和支持。

当年 5 月，父亲梁华将年近 5 岁
的女儿梁晶浪从老家带到自己工作
的城市。后来，梁晶浪因为想去找上
班的父亲在中山东凤镇走失。

2018年4月25日
美籍华人 Kylee 中凤敏的寻亲故

事被本报等多家媒体相继报道。

2018年2月

一直在关注宝贝回家寻子网但又
没有足够的胆量开始寻亲的Kylee，终
于在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了寻亲登记。

2012年

通过浩德国际儿童服务中心，中
凤敏被一对美国夫妇收养。

2005年-2011年

在此后数年间，梁华坚持在中山、
顺德一带寻找爱女，容桂的每一个角
落他都走遍了，期间体重瘦了近30斤。

2005年
梁晶浪一名老婆婆发现并送至

当地派出所，后来被送到中山市儿童
福利院，她有了一个名字“中凤敏”。

2005年5月20日

这个拥抱，他们等了13年
全国首例跨国DNA认亲成功，5岁在中山走失的18岁美籍女孩回国与父母团聚

7 月 1日 12 时 15 分，
广州白云机场T1航站楼。

18岁美籍女孩中凤敏
与父亲紧紧相拥，泣不成声
……这个拥抱，他们等了
13年。

今年4月24日，被领养
至美国的中凤敏通过微信
向本报求助，她13年前在
中山市东凤镇走失，最大心
愿就是找到自己的亲生父
母（详见本报4月 25日报
道）。幸运的是，媒体的报道
被父亲梁华看到，在志愿者
和警方的帮助下，经过近两
个月的信息交流、DNA采
集比对，父女终于在昨日相
认团聚。据顺德警方介绍，
这是全国首例跨国DNA认
亲成功的案件。

中凤敏 12岁那年，
她得知有一对美国夫
妇要收养她，从此就
要离开自己和父亲
所在的国土，她感觉
很不舍，但出于好
奇，她还是向往自己
的新家。到了美国以

后，她发现养父母以及
美国的姐姐都是非常善
良的人，这个新的家给了
她充足的爱，让她健康快
乐地成长起来。

中凤敏的养父在一篇
关于这个中国养女的文章
中写道：我有一个漂亮的
女儿，是一个收养的女儿，
她在美国的名字叫凯莉·
凤敏·鲍韦尔。她很漂亮，
很聪明，马上18岁了，正准
备上大学。在 2012年的情
人节，我们收养了凯莉
……我们原来一直以为她
是在5岁时被遗弃的。但是
当她到我们这个家庭大概
6个月后，学会了用英语与

我们沟通时，她反复地告
诉我们，她不是被遗弃的！
有一天，她手指着自己的
脚说：“坏脚，坏坏脚，坏蛋
脚。”我们问她：“为什么这
样说？你的小脚是世界上
最可爱的小脚呀？”她说：

“因为这双坏小脚把我带
走，从此离开了我的家。”

养父母知道真相以后，
鼓励她与中国的同学朋友
以及福利院保持联系，鼓励
她想办法寻找亲生父母。

根据省公安厅去年下发的《关于加强DNA比对寻亲
工作的通知》，将“推进DNA比对寻亲绿色通道”措施列
为“改革创安”实战举措之一，被拐、失踪儿童父母（包括
外省求助者），可到省内任一地市的刑侦部门或就近派
出所接受采集 DNA 样本，公安机关将录入全国数据库
进行检验比对，让被拐、失踪儿童和失散的父母早日团
聚。打拐工作历来受到各级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对于
有寻亲需要的市民群众，公安机关的大门一直敞开。

文/本报记者 夏亮红 图/本报记者 夏升权

现场

“爸爸，我回家了”
7月 1日上午 11时，中凤敏的

父亲梁华领着家人，在警方和志
愿者的陪同下，从顺德早早赶到
广州白云机场，手抱鲜花站在接
机口，双眼紧紧盯着前方通道，既
兴奋又紧张，等待着和女儿重逢。

12时 15分，中凤敏和美国养
母 Sandy办理入境手续后缓缓走
出通道，一眼认出了自己父亲梁
华。“爸爸，我回家了！”中凤敏冲
上前与父亲紧紧相拥，两人泣不
成声，而中凤敏开心地哭过之后
又笑了，父亲梁华更是故意抬高
头，强忍泪水，场面感人又温馨。

为了迎接女儿回家，梁华在
顺德南朗村租住的家，里里外外
都精心装饰布置了一番，礼炮、气
球，门口还拉起了中英文“欢迎女
儿梁晶浪回家”的横幅。顺德警方
还精心为梁华一家送上了祝福蛋
糕，上面写着“欢迎回家。”

专访

“我有三个故乡”

寻亲时间轴

2018年7月1日上午

18岁的美籍华人凯莉·凤敏·鲍
韦尔（曾名梁晶浪、中凤敏）和养母
Sandy到达广州机场，与亲生父母见
面认亲，并一同回到父亲梁华现居
住地顺德。

2018年5月9日

佛山顺德警方对梁华夫妇的
DNA样本进行了检验，当天就通过技
术比对，确认由美国夫妇在中山市福
利院收养的小孩“中凤敏”即是梁华
夫妇走失的孩子“梁晶浪”。

2018年5月3日深夜

梁华微信添加Kylee，也就是梁晶
浪。美国时间上午 10 时，接到父亲的
信息，梁晶浪趴在课桌上哭出声来，

“你就是我的父亲”。两人在微信上首
次“重逢”。

2018年5月3日

住在顺德区杏坛镇的梁华通过远
在湛江弟媳的转发，看到了媒体报道。

警方提醒

寻亲

媒体志愿者助她圆梦
今年2月，一直在关注“宝贝回家寻子网”但又没有足够的胆量开始寻亲的中凤

敏，最终进行了寻亲登记。“宝贝回家寻子网”志愿者云谷接到任务后，第一时间联系了
中凤敏，经过几天的交流，了解了基本情况后，云谷为她发了寻亲帖《约2000年出生
2005年5月在广东中山东凤镇走失现被领养至美国的中凤敏寻找亲人》。

美国养母美国养母SandySandy

志愿者媒体携手寻人

云谷昨日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说，发帖以后，她
通过广东省公安厅打拐部
门的查询，发现中凤敏的
DNA已经于 2010年录入
到了全国打拐库，但没有
比中。同时她又通过中山
公安局打拐办查询了当年
的报案记录，但很奇怪的
是没有任何发现。

根据中凤敏的记忆，当
年一定是走失，而不是遗
弃。因此，云谷决定把寻找
方向定在走失上，并且很快
建起了中凤敏寻家讨论组，

邀请了中山的志愿者一起
讨论，尝试分析还原孩子走
丢时的情景。在讨论组里
的中山志愿者“葱”，第一
时间提出，东凤镇与顺德
容桂只一河之隔，孩子在
桥头被发现，说明孩子完
全有可能是从顺德容桂那
头走过来的。“葱”还抽空
到那座桥上走了走，发现
周边只有工厂和仓库，几
乎没有人家，因此，实地勘
查的方法不会有太大效果，
志愿者们决定把媒体宣传
定为寻找的主要渠道。

“通过中山日报、广州
日报中山站、南方日报在
4月底发布了中凤敏寻找
亲人的消息后，很快就迎
来了好消息。”云谷说，远
在湛江，中凤敏家乡，中凤
敏婶婶的同事，于5月2日
深夜，从朋友圈看到了媒
体报道的消息，并于5月3
日深夜通过QQ联系上了
中凤敏的婶婶和父亲梁
华，长达几个小时的交流，
终于解开了志愿们两个多
月的疑惑，同时也证实了
志愿者的分析是正确的。

女孩走失而非被遗弃

中凤敏与亲生父母的
失散，要从 2005 年说起，
那年中凤敏5岁。

2005年，梁华在顺德
一带打工，而梁华的弟弟
当时在格兰仕工厂打工，
租住在中山东凤镇的一间
出租屋内。当年5月19日，
学校放假，梁华把女儿从
家中接到顺德，由于员工
宿舍条件不允许，就把女
儿送到弟弟东凤的住所。5
月 20日，梁华突然接到弟
弟电话，称女儿不见了。

据中凤敏回忆，她太
想跟着爸爸了，一直看着
爸爸离开的那条路，趁房
子里的人不注意，自己走
了出来沿着那条路向父亲
前行的方向走去，她相信
在路的那头就会见到爸
爸。没想到，就是这一走，
她的这双小脚把她带到了
另一个天地。

一个老婆婆发现中凤

敏独自走在一座桥上，问
不出结果后，把她带到派
出所。在派出所，她发现自
己听不懂所有民警说的
话。最后民警把她送到中
山市儿童福利院。

在福利院，中凤敏慢
慢地学会了普通话和广东
白话，但她仍然不知道自
己的家乡话是什么地方的
方言。在她记忆中，老家有
妈妈、姐姐、妹妹，爷爷奶
奶家就在自己家附近。她
清楚地记得，家附近有一
个演戏的舞台，演员们的
服装和妆容跟电视上的京
剧是一样的，她以为老家
演的也是京剧。她清楚地
知道自己是走失，不是被
父亲遗弃的。她有向身边
的大人表明过，但因为年
龄小，不懂得向身边的大
人求助寻找父母。

云谷说，之前听了梁
华的描述，她就明白了为

什么中凤敏听不懂警员们
的询问，因为对于只会说
雷州话的孩子来说，中山
的广东白话和普通话，根
本就是另外一种语言；也
明白了为什么在中山查不
到家人的报案记录，因为
梁华只在顺德报过案，根
本没想到孩子会过了桥；
还明白了为什么中凤敏的
DNA 入了打拐库而没有
比中，因为梁华根本不知
道采血可以寻找孩子，甚
至当她通知梁华与妻子一
起去采血时，梁华还让妻
子留在家里忙家务，认为
他自己去采血就可以。

2018年5月9日，在广
东省公安厅打拐干警的协
调下，志愿者带着梁华夫
妇到顺德公安局采集了血
样。梁华夫妇的DNA数据
入库后，马上与当时在中
山以中凤敏的名义采集入
库的女孩血样比对成功。

养父母鼓励她找生父母

双色球盛夏狂欢双色球盛夏狂欢,,你中奖我买单你中奖我买单
7月3日至8月30日期间，彩民凡在市内福彩投注站采用“7+1”、“8+1”、“9+1”三种复式投

注方式，购买双色球彩票且中奖的，兑取中奖奖金时返还等额的购彩金或等值的双色球彩票。

广告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中国福利彩票。

中国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南粤风采”26选5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075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09）、（20）、（22）、（23）、（25）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双色球”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075期开奖结果如下:
红色球号码：（07）、（09）、（12）、（13）、（22）、（24）
蓝色球号码：（11）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D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175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3）、（3）、（8）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7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175期开奖结果如下:
基本号码：（03）、（16）、（23）、（28）、（32）、（35）
特别号码：（07）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7“好彩1”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175期开奖
结果如下:
中奖符号：（07）、（马）、（春）、（东）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开奖号码以广东省福彩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双色球盛夏狂欢,你中奖我买单: 7月3日至8月30日期间，
彩民凡在市内福彩投注站采用“7+1”、“8+1”、“9+1”三种复
式投注方式，购买双色球彩票且中奖的，兑取中奖奖金时返还
等额的购彩金或等值的双色球彩票。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中
国福利彩票。

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7月1日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三”“排列五”第18175期开奖结果如下：
“排列三”中奖号码：6、1、2
“排列五”中奖号码：6、1、2、9、3
兑奖时间从2018年7月1日起至2018年8月30日止。

“7星彩”第18075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1、6、6、2、7、3、8
兑奖时间从2018年7月1日起至2018年8月30日止。

广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7月1日

公告
现面向全市征召体育彩票投注站，具体条件请致电

市体彩中心，电话：88880535，吴先生
中山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7月1日，广州白云机场，中凤敏冲上前与父亲紧紧相拥，两人泣不成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