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稿全新闻
浏览封面新闻APP
www.thecover.cn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认亲

05 2017年12月28日 星期四 新闻报料热线 028+96111

读四川

封面新闻网：www.thecover.cn 封面新闻微博：@封面新闻封面新闻微信：thecovercn 华西都市报微博：@华西都市报 华西都市报微信：ihxdsb 责编叶红 版式宜文 校对张晓

1998年12月6日，5岁
的张文文在宜宾翠屏区北
门长春街附近与爷爷一起
卖水果，文文和爷爷最亲，
这么多年了，他记忆里还有
爷爷的模糊影像。

当天中午卖完水果后，
文文说肚子饿了，想吃叶儿
粑，但是爷爷有点吝惜钱，哄

着他说，乖乖，自己先回家去
吃米饭，爷爷跟着就回来。

独自回家路上，文文碰
到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女人，
热情的阿姨给他东西吃，吃
了之后，文文昏睡过去。几
经辗转，文文被带到了福建
永安市槐南镇，来到了养父
母家中，从此改名罗志得。

今年10月，成都金牛区青西
路8号院小区为解决用水问题，每
户居民缴纳800元，加上政府每
户补贴1200元，用于小区自来水

“一户一表”改造。工程本该在12
月26日竣工，可到了竣工日期，小
区内砂石四处堆积，过道被挖了
几条沟，工程陷入停滞状态（12月
27日报道）。

12月27日下午3点过，轰隆

隆的机械声打破了8号院的宁静，
一台挖掘机开始现场作业。相关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拆墙后，小
区自来水管道就可以接入自来水
管网，主体工程应该很快就可以
完成，接下来就可以入户通水。”

业主筹钱政府补贴
老小区户表改造停工
金牛区青西路8号院是一家

单位的宿舍，属于老旧小区。一
直以来，小区的自来水都是商用，
不但比民用水贵，而且管道年代
久远，水压上不去，用水问题一直
困扰着小区居民。

“我们有时候都要到别的地
方提水。”该院落居民贺先生说，

为了用水方便，院落居民很赞成
自来水改造。在辖区管理部门和
自来水公司的协调下，今年10月，
小区总共 99 户居民，每户筹集
800元，同时政府给予每户1200
元的补贴，启动自来水一户一表
改造。

小区张贴的施工公告显示，本
次户表改造于11月2日进场施工，
竣工日期为12月26日。可没成
想到了竣工日，户表改造工作不但
没有按时完成，反而陷入停滞。

一位施工项目部负责人解释
了停工原因。“8号院小区自来水
管要接入管网，设计单位定了一
些接入点，但这些接入点的居民，
不准我们施工。”该负责人说。

施工方已进场施工
主体工程将于近日完成

27 日本报对此事进行了报
道。下午3点过，记者再次来到了
青西路8号院，刚到门口，就听到
轰隆隆的机械声。“已经开始进场
施工了，我们的用水问题应该很
快会得到解决。”居民马先生说。

记者在院落内看到，一台挖掘
机正在作业，“中午12点过，自来水
公司、施工方和院落代表在院落内
碰头开了现场会，提出了解决方
案。”相关工作人员说，下午1点半
左右，施工单位就进场开始了施工，

“为了不影响居民用水，施工采取的
是带水作业”。一位施工项目部负

责人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他们确实
已经开始了户表改造工程，进展顺
利的话，这几天就能完成主体工程。

该工作人员还介绍说，接入
口附近的院落墙体拆除后，小区
自来水管道就可以接入自来水管
网，主体工程应该很快就可以完
成，接下来就可以入户通水。

27日下午，针对该院落户表
改造此前陷入停滞等情况，记者
致电成都市供水服务热线，工作
人员称并不了解具体情况，但会
把问题记录下来转交给业务部
门，会有人给予回复。截至27日
下午6点发稿时，记者暂未接到该
公司相关电话。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 吴柳锋 李智

朋友圈买“大牌”？可能来自这里
成都红盾春雷行动
打掉一售假窝点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奢
侈品牌竟然出现在路边一个不起眼
的铺面，这不是工厂直销店，也不是
某商场打折区，而是一个特大售假窝
点——你通过朋友圈买到的“大牌”
或许就出自这里。12月27日，在成
都市刚启动的“红盾春雷行动2018”
中，崇州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局与当地
公安部门在顺安路联合查获一特大
售假窝点，初步统计货值金额400余
万，而这些“大牌”，执法人员动用了
两辆8吨大卡车才运走。

12月，市民陈女士路过顺安路
某铺面时，看到里面有人在捆包裹，
包裹里都是“阿迪达斯”“耐克”等一
些品牌鞋子，陈女士感到事有蹊跷，
随即向崇州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局反
映。该局成立专案组，于12月13日
15时，联合当地公安部门，对被举报
店铺进行了突击检查。在一楼、二楼
库房，执法人员发现大量“GUCCI”

“Burberry”“NIKE”等37类名牌鞋
类、衣服、裤子、帽子等物品。铺面主
人徐某无法提供任何相关证明材料。

执法人员当即对这些涉嫌假冒
名牌的产品进行了扣押，查扣各类假
冒名牌鞋类4000余双、假冒名牌衣
裤2000余件、假冒名牌袜子37箱、
假冒名牌帽子109箱。经初步统计，
该案涉及货值金额400余万。专案
组初步查明，这些假冒大牌，基本上
是利用微信“朋友圈”进行销售。此
案已移送公安机关。

这是成都市“红盾春雷行动
2018”查处的首个大案。工商部门
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轻信微信“朋
友圈”推销的商品。

苏宁发布2018年公益战略
精准扶贫实训店扩展至百县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陶颖）苏宁
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昨日在南京
发布2018苏宁公益战略。明年，苏
宁拟将行业首创的精准扶贫实训店
扩展到至少100个贫困县。

“电商扶贫实训店”模式通过属
地化公司注册、目标建档立卡、贫困
人员定向就业实训、线上线下营销技
能培养、服务业务承接等方式，实现
就业扶贫，最大化激活农村电商的潜
力。

今年，苏宁通过专业扶贫、产业
扶贫，将公益项目覆盖到赈灾扶贫、
捐资助学、养老抚孤、环境保护等多
个领域。在四川，6月茂县山体垮
塌、9月九寨沟地震，苏宁第一时间
捐资救灾；绵阳北川萝卜滞销、阿坝
苹果滞销，四川苏宁迅速伸出援手，
帮助当地农户度过难关。

据悉，2018年，苏宁电商扶贫的
核心将对贫困地区网上销售产品和
服务提供流量支持，减免运营费用，
帮助贫困群众增收脱贫。同时成立
专项扶贫基金，全面保障精准扶贫项
目的规模化落地、效益化发展。

蒲江巡察整改“回头看”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秦怡）近
日，蒲江县委召开巡察工作领导小组
会，听取县委第一、第二、第三巡察组
2017年第二轮巡察工作情况和第一
轮巡察单位反馈问题整改“回头看”
工作的情况汇报，肯定了巡察工作的
成效，并就巡察成果运用进行了专题
研究。

会议指出，要坚持政治导向，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巡视工作思
想，聚焦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
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着力发现群
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微腐败”问题，
要坚持用好、用足《条例》和《意见》规
定的巡察方法，切实增强巡察工作的
针对性、实效性。

会议要求，要紧盯问题抓好全面
整改，强化被巡察党组织的主体责任
和主要负责人的第一责任人责任，对
巡察反馈的问题，被巡察党组织要召
开党组（党委）会议，认真梳理分类，
主动认领责任，研究整改方案，落实
整改措施，建立台账管理制度和跟踪
督办机制，对整改到位的作销账登
记，对没有整改到位的要紧盯不放，
对敷衍整改、整改不力、拒不整改的，
严肃追责。

会议强调，要用好巡察成果，对
巡察移交的问题线索，及时研判、认
真查处，区分时间节点、问题性质、后
果影响，坚持运用好“四种形态”，被
巡察党组织和相关职能部门对巡察
反馈移交的问题，要针对深层次矛盾
和体制机制问题，综合分析、完善制
度，把巡察成果运用到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落实之中，强化管党治
党意识和政治担当，发挥巡察标本兼
治的战略作用。

被拐“川娃儿”回家
孙欲养而爷不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逢春摄影报道

丢失孩子的父母可免费采血，录入全国统
一数据库，最有希望找回孩子

寻亲现场，有一位身材壮
实的小伙子，眼圈发红，一个
女孩半跪在一旁，紧紧握住他
的手，泪流不止。

这个小伙子曾经叫张灿，
是一个射洪孩子。但现在的
名字叫刘某，今年33岁，如今
生活在河南，已经结婚并有了
一儿一女。他告诉记者，河南
的养父母对自己很好，自己是
养父母家中唯一的儿子，他这
次是偷偷来四川，和自己的血
亲相认的。

这个骨肉分离的悲剧发
生在27年前。1990年5月11
日上午，张灿的父亲张开林和
母亲黄洪珍在地里种棉花，6
岁的张灿在家中由大伯看
管。当天中午，张灿不见了。
2012年，张灿被拐案被列为公
安部督办案件。不久前，通过
公安部 DNA 打拐数据库盲
比，双方血样比对成功。

寻亲现场，张灿的父亲和
妹妹到场和他相认，而母亲并
未到场。妹妹告诉记者，当年

哥哥丢失后，妈妈身体和精神
就垮了，在48岁那年，妈妈就
过世了……

一家团圆后，张灿告诉妹
妹和父亲张开林，自己28日就
要乘飞机返回河南。

这个时候，妹妹哭着说：
“哥哥，你晚点走嘛，明天28号
正好是爸爸61岁的生日，你能
不能陪爸爸过个生日？”刘某
红着眼，不知道该怎么说。陪
伴一旁的遂宁公安局民警对
妹妹说，毕竟分开了27年，要
给哥哥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
不要给哥哥压力。最后，还是
父亲张开林想了一个好办法，
他说，干脆把生日提前到27日
好了，要理解儿子，只要知道
儿子生活得很好，他已经很高
兴了。

27日下午，刘某跟随父亲
一起返回射洪老家，给死去的
母亲上坟。刘开林通知了家
里的亲戚朋友，晚上在家和儿
子一起过特别的生日，让所有
亲戚朋友看一看回来的儿子。

12月27日由省公安厅组织的认亲大会上，
一共有7名被拐者与亲人团聚

离散的家庭得以团聚，最大的特点是通过
DNA采血比对成功

7人认亲

DNA立功

采血免费

今年24岁的罗志得是上海一家电脑网络公司的业务骨干，好
友同事都知道他是一个福建仔儿。但在他的心里，19年前一个特
别的记忆片段，却总是挥之不去。在记忆片段里，他突然昏睡过
去，和最爱的爷爷从此分别，并由一个“四川娃娃”变成福建仔儿，
留下整整19年亲人悲苦的泪水。

12月27日上午，四川南充。一场特别的认亲大会上，罗志得
终于和自己的亲生父母见面、相拥，三人抱成一团，场面令人动
容。这个时候，罗志得5岁时的模糊记忆，才慢慢恢复。这个原名
叫张文文的宜宾孩子19年前被人拐卖，十几年的彼此寻找，终于
团圆。当日由四川省公安厅组织的这场认亲大会上，像罗志得这
样和亲人团聚的，一共有7对。

2016年4月10日，张
隆彬看了相关寻亲节目
后，赶到宜宾市翠屏区刑
警大队，告知儿子张文文
于1998年在北门长春街走
失，至今没有消息，请求采
集DNA入库。

接警后，民警办理了
接处警登记，提取了当年
的询问笔录，并对当时掌
握的疑似人员进行了梳理
和比对。同时，于2016年
4月11日将采集的血样送
往宜宾市公安局，纳入公
安部打拐DNA数据库。

张文文被拐时5岁，已
有记忆，长大后寻家的愿
望十分强烈。2017年9月
4日，张文文加入了宝贝回
家志愿者QQ群，并在当地
公安机关采集血样。通过
公安部DNA打拐数据库
盲比，张隆彬与罗志得确
认具有亲缘关系。

当郑玉萍低泣着不
停说“对不起”的时候，张
文文将身材瘦小的母亲
搂在怀里，帮母亲擦拭眼
泪，安慰着她。“我想对爷
爷奶奶说，我还记得你们
的样子。我不怪你们，还
有爸爸妈妈，你们不用说
对不起，这是特殊原因造
成的。你们就当我独自
出去生活了十几年。而
且，这么多年我生活得很
好。”文文说，他寻亲的事
情，养父母是知道的，也
是支持的。但是从情感
上讲，福建的养父母对自
己视如己出，他们也是含
辛茹苦把自己养大。对
他来说，要想办法平衡两
边父母的情感，他不打算
改回自己张文文的名字，
两边的父母会定期看望，
他希望能得到四位老人
的理解。

爷爷一直愧疚自责
离世前没闭眼

寻亲
故事

在认亲大会上，母亲郑
玉萍讲起当时丢失独子后
的日子，声泪俱下。她说，
孩子丢失后，她曾经想一
死了之。“我姐姐说，你如
果死了，我们怎么办，爸爸
妈妈怎么办？我悄悄走到
河边，准备到铁桥上跳下
去，想着我姐哭的样子，想
到要是家人承受不住该怎
么办，我又想通了，我活着
还可以去找儿子，我又悄

悄地回家了。”
曾经，作为妈妈的她，

对丢失孩子的爷爷充满了
怨恨。爷爷张家必更是生
活在愧疚和自责中。文文
的父亲张隆彬说，孩子丢失
后的第六年，老父亲就过世
了。老父亲弥留之时，把他
和妻子叫到身边说，“我对
不起你们，是我弄丢了孙
子。我闭不上眼，你们一定
要继续找，把娃娃找回来。”

被
拐

吃了陌生人东西从此和爷爷分别

遗
憾

爷爷多年前过世留遗言找回孙子

相
认

DNA确认亲缘关系从此有了4位父母

《居民筹钱改造自来水管
工期已过仍未完工》追踪

热 点 新 闻 一 追 到 底

华西追踪

施工方进场施工小区有望通水

在认亲大会现场，记者向
四川省公安厅打拐处处长蒋
晓玲了解了我省打拐工作的
相关情况。

就全国来说，四川是拐卖
儿童案件相对比较严重的流
出省，一个又一个四川家庭因
为 孩 子 被 拐 受 到 了 巨 大 伤
害。为此，四川各级公安机关
都抽调了大批人力侦查寻找
拐卖儿童。

特别是今年，按照公安部
的统一部署，全省公安机关把
时间长、跨度大、破案难度极
高的拐卖儿童积案，作为2017

年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截
至目前，今年全省公安机关已
成功破获部级目标案件 3 起，
省级目标案件 3 起，并通过
DNA比对，成功比中并找回52
名被拐儿童，并相继与亲生父
母相认，让这些家庭阖家团
圆，重享天伦。

这次认亲大会，离散的家
庭得以团聚，最大的特点是通
过 DNA 采血比对成功。因
此，公安机关希望丢失孩子的
父母去进行免费采血，录入全
国统一的数据库，这样找回孩
子的希望才是最大的。

找回儿子父亲提前1天过生日

寻亲
故事

温暖回家路
今年四川找回52名被拐儿童

认亲大会上，7名被拐者与亲人团聚。

张文文和亲生父母相认。

其他寻亲者和家人相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