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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年 还好没放弃

14 国内新闻

女儿在微信中看到母亲照片

终于找到你

分别多年的母女紧紧相拥

29 年前，丈夫去世，她伤心回了娘家，丢
下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但孩子们却从没有怪
过妈妈：她因生病留下后遗症，有轻微精神障
碍。当孩子们听说妈妈从外婆家失踪时，找妈
妈这个念头根植在他们心底。就在母亲失踪
29 年后——去年 11 月，女儿竟在云南保山警
方的寻亲信息里看到了母亲的照片……

经周折找到了那个地方，但遗憾的是那里早
已人去楼空。

母亲突然走失了
2017 年 12 月 6 日晚，随着一架飞机平稳
地降落在保山机场，肖奶奶在女儿小翠的搀
扶下走下飞机，
回到了她离别 29 年的故乡。
1989 年 1 月的一天，对家住保山市隆阳
区潞江镇党岗村的小翠来说是个噩梦般的日
子，外婆托人从城里来告诉她，她的母亲被人
拐走了。
得知消息后，小翠立马坐客车赶到城里，
见到了哭得撕心裂肺的外婆，但母亲却是怎
么都找不到了。
小翠介绍，母亲姓肖，10 多岁时因生病
留下后遗症，患有轻微精神障碍，后来嫁到了
潞江坝，生下了他们兄妹几个。1988 年，父
亲去世，母亲伤心之余丢下他们几个还未成
年的孩子，一个人回到城里与外婆生活。
谁也没想到，这期间神情恍惚的母亲竟
会一个人跑去车站，并跟随不知名的人上了
车后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

联系上后又错过
“母亲失踪那会儿，我才 17 岁，压根没想
到报警。
”小翠说。
“没想到过了两年竟有了母亲的消息。”
小翠说，经过多番周折他们打听到母亲流落
到了江苏。
“后来和母亲联系上了，也想过去
找她，可是两地相隔千里，自己人生地不熟，
根本不敢出远门。
”
小翠无奈地回忆道：
“我不仅要照顾 3 个
弟弟妹妹，结婚成家又忙于家庭和孩子，找母
亲这件事就被耽搁下来了。”小翠说，多年来
一直很想念母亲。
2016 年，小翠的弟弟到江苏南京打工，
决心要找回母亲。根据零散的消息，弟弟几

一条微信带来希望
2017 年 11 月 26 日一早，小翠打开微信
就收到了初中同学发来的转自
“隆阳警方”
发
布的寻亲信息。
小翠点开屏幕往下翻，两张熟悉的照片
让她呆住了，那不就是自己的母亲吗？
“我看
到妈妈的照片，忍不住就哭了……虽然已经
快 30 年没见，
但容貌一眼就能认出来。
”
确认相关信息后，
民警介绍，
这场寻亲得
益于一位爱心人士在保山市公安局隆阳分局
水寨派出所微信公众后台上的一段留言。
这位爱心人士就是江苏南京的韩女士。
韩女士介绍，她的舅舅家住江苏淮安，是一名
环卫工人，20 多年前将一名姓肖的无依无靠
的妇女带回家一起生活。
时隔多年后，因肖奶奶一直没有户口，无
法享受医保、社保，两人生活十分拮据，如今
两位老人年事已高，肖奶奶很想找到自己的
亲人。
“老人说自己是保山人，我就尝试着在网
上寻找，并在水寨派出所的微信公号留言
了。”该留言当天就被水寨派出所教导员兰俊
看到，
兰俊即刻做了回复。
“时隔多年，老人记忆比较模糊，提供的
人名、地名也是口述后音译过来的，
所以虽经
多种途径查询，
却没有相符的结果……”
兰俊
介绍说。

历经曲折的寻找
兰俊向分管局领导汇报了具体情况后，
决定在“隆阳警方”微信平台发布寻亲启事，
并发动广大网友帮助老人寻找亲人。

为测试逃
生产品质量

老板吊绳下高层

世界罕见“参王”
年龄约为 200 年

去年 11 月 24 日，微信刚一发出便引起
网友关注，网友纷纷转发、分享，隆阳警方收
到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和信息。
3 天后，一个自称是老人女儿的中年妇
女小翠，迫不及待地来到隆阳公安分局新闻
中心，告诉民警，寻亲启事中的老人正是自己
的生母，
希望公安机关能帮助她。
通过核实，民警了解到小翠母亲的真名
叫肖某元，经过多次人口普查，肖奶奶的户口
已被注销，子女姓名也变更过，造成信息一时
无法查证。

挖掘机挖 80 分钟
救起两名遇险儿童

“我终于找到你了”
几经周折，小翠终于和妈妈通上了视频
电话，刚打开镜头，小翠便一眼认出了母亲。
“妈妈呀，我终于找到你了……”视频两端，母
女俩均泣不成声。
由于肖奶奶没有身份证和户口，根本无
法买票乘车、
坐飞机，
恢复户口成了当务之急。
随后，民警实地开展人口信息核查，找到
了小翠母亲 30 多年前办理身份证的零星材
料。经报请市局相关部门，决定特事特办，仅
2 天时间就为肖奶奶办理了新户口本。”
2017 年 12 月 2 日，怀着激动和忐忑的心
情，小翠踏上了前往江苏淮安之路。得知女
儿当天要来接自己，肖奶奶早已在路边等候
多时。
“妈妈，我来了……”见到等候在路旁
的母亲，“扑通”一声，小翠跌跌撞撞地跑
过去跪倒在母亲面前，母女俩抱头痛哭。
12 月 6 日，母女俩踏上了归途，一路
上，小翠将母亲照顾得无微不至。飞机落地
后，一踏上故土的肖奶奶泪如泉涌：“亲人
啊，我回来了。
”
（据春城晚报）

老板吊绳下 21 楼
律师：涉嫌扰乱公共秩序

1 月 7 日，一段“为测试逃生产品质量，老
板亲自吊绳下 18 楼”的视频走红网络。据了
解，这是某生产“空降器”的公司老板为证明
其公司产品质量而专门进行的实验。
视频中，男子从 21 层高楼上通过绳索缓
慢降落，大约 2 分钟后降落至地面。该公司
工作人员介绍，当天上午 10 点 40 分左右，演
练开始，公司老板使用该公司产品
“空降器”，
从家里 21 层往下降落。
据了解，该创意是公司老板本人想出的，
“主要是想为用户做一个示范，让用户有一定

一棵重量超过 500 克的珍稀鲜
野山参 8 日在吉林省长春市揭开神
秘面纱，该“参王”被专家认为是
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知的单体鲜重最
大的野山参。据介绍，这棵野山参
是参农 2017 年 8 月底在小兴安岭
地区采挖的，出土时净重 600 克，后
被一家公司购得。专业机构已鉴定
其为特等鲜野山参，业内评估其参
龄在 200 年左右。
鉴于该野山参的珍贵稀有及其
药用和研究价值，该公司已取其样
本，分别送往中外权威机构进行相
关科学研究。
（据中新网）

的直观感受，表示我们这个产品是值得信赖
的”。据该员工介绍，公司员工大多都体验过
这个产品。工作人员还展示了其产品的相关
资质证明，证明产品已经获得国家批准。
谈起吊绳下高楼的过程，该公司老板苏
先生坦言，自己跳之前还是挺害怕的，不过该
产品从设计到生产，已经把可能存在的隐患
都解决了。
不过，对于苏先生此次亲自测试，律师指
出，
该行为涉嫌扰乱公共秩序，
如果发生坠落，
可能会危害楼下人的人身安全。(据法制晚报）

1 月 6 日，四川绵阳江油市九
岭镇中河村的涪江河畔旁，两名 9
岁儿童、1 名 5 岁儿童身陷河畔，
情况危急。
同行 12 岁女孩不顾危险，先
将 5 岁儿童拉出了淤泥。
2 点 55 分，警方接警后 6 分钟
赶到现场，经过 80 分钟努力，借
助一辆挖掘机终于将两名儿童安全
救出。
（据澎湃新闻）

民警棒杀金毛犬
派出所收到锦旗

近日，因“民警棒杀金毛犬”
一事引发关注的湖南长沙市公安局
天心分局金盆岭派出所，在饱受爱
狗人士质疑之外，也得到了部分公
众的支持。
1 月 8 日下午，长沙市公安局
天心分局相关工作人员证实，此次
出警打狗的金盆岭派出所近日收到
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锦旗，肯定
出警民警扑杀伤人金毛犬的行为。
1 月 5 日，有网友发微博称，
锦旗上写有“打狗卫士，人民英
雄”“勇斗恶犬护市民，执法必严
应嘉奖”等字样。 （据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