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健清（前排中）随
父亲回到了阔别16
年的永兴镇老家。

李健清与家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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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0多年来，每年过年都很
冷清。今年大儿子回来了，家里闹
热多了。”对比过往的心酸，李先好
难掩心中激动。

对于寻子10多年未果的李先
好来说，从得到大儿子消息的那一
刻起，他就激动不已。今年1月，
李先好接到了永兴派出所的电
话，“说DNA比对结果确定了，我
大儿子就在云南。”

一切准备就绪后，派出所民警
驾车载上李先好及其妻弟，于1月
28日下午出发，一同前往云南昆
明。连夜的奔波并没有让李先好
感到疲累，次日一大早，李先好便
在当地社会福利院见到了失散16
年的大儿子李健清。当年才8岁
的小男孩，如今已长成大小伙。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就是
我的儿子。”李先好说，春节临近，
为了早一点实现期盼已久的团聚，
办完手续后，他便带着儿子，同民
警一道，踏上了回家的路。

2月1日，李健清跟随父亲回
到了阔别16年的故乡。此时，亲
戚早已在家里等候他们，一家人迫
不及待地拍下一张全家福。这张
来之不易的全家福，李先好特别珍
视，因为，“他走丢后，我们才发现
没有一张他的照片。”

李先好与李健清父子相认。

8岁男孩和小姐姐相约

闯荡江湖失踪
16年后父亲接他回家过年

16年来，过了最团圆的一个春节。”对于德阳市中江县永兴镇南峰村14组村民李先好一家来说，今年的春节
意义非凡。因为，他们失散16年的大儿子李健清终于在警方的帮助下，回到了家中。

然而，这样难得的团聚还远远算不上圆满。因为，这个家庭还缺少一名重要成员。就在大儿子失踪前的
1999年，李先好的小儿子也“不见了”。20年来，李先好费尽周折四处找寻，虽音信杳无，但他从未放弃。如今，大
儿子的回归让他的决心更加坚定：“希望明年春节，我们全家人能真正团圆。”

其实，大儿子的失踪，是李家发
生的第二次悲剧。2003年，李先好
和妻子到福建打工，8岁的李健清去
学校报名。“后来就不见了。我们当
时真的就像疯了一样，第二次把娃
娃弄丢了。”李先好回忆，小儿子是
1999年农历十月“不见的”，他怀疑
小儿子是被人拐走的，但没找到确
切证据。

大儿子失踪后，李先好报了警，也
开始自己寻找孩子。他先后到福建、
广东、河南等地寻找，但都没有找到。

10多年的找寻没有丝毫进展。

去年，李先好听说可以通过比对
DNA的方式寻找，便决定试一试。
去年8月，他到永兴派出所采集血
样，并录入了全国打拐DNA数据
库。去年11月，李先好还到过北京，
想通过电视节目寻找失踪的儿子，
但最终却没能如愿。

就在李先好自责时，今年1月，
一条消息让他重新振奋起来：他的
血样成功比对云南省昆明市打拐办
提交的一份血样。“得知这个消息，
我兴奋得好几天都没睡着，就等着
见儿子。”李先好说。

十余年寻子费周折 DNA比对成功兴奋不已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王攀董兴生

如今，李健清回到了家的怀抱，
他也道出了当年失踪的真相。他说，
小时候总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当
年，他和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小女孩相
约，一起出去“闯荡”。结果在昆明火
车站，两人走散。

后来，李健清被车站派出所民警
发现。在公安机关发布公告迟迟无
人前去相认的情况下，按照相关程
序，他被送到当地儿童福利院，并一
直在那里长大。

大儿子的回家让李先好心中得
到了些许宽慰，但孩子这些年来所受
的苦也让他很自责。小儿子至今仍
杳无音信，但大儿子的回归让他看到
了希望。李先好说，他会坚持寻找下
去。

新的一年，李先好还没想好去哪
里打工，但准备把大儿子带在身边，
让他学一门手艺。新的一年，李先好
也有新的愿望：“我会继续坚持找小
儿子，希望明年春节，我们全家人能
真正团圆。”

继续寻找小儿子
希望来年春节真正团圆

从昆明接回大儿子
小男孩已成大小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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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蔡世奇）在2
月 15 日上午的月度全员会上，滴滴
CEO程维宣布公司将做好过冬准备，
2019年会聚焦当前最重要的出行主
业，继续加大安全和合规投入、提升效
率，因此将对非主业进行“关停并转”，
对业务重组带来的岗位重叠和绩效不
达标的员工进行减员，整体裁员比例占
到全员的15%，涉及2000人左右。

在“关停并转”和裁员的同时，2019

年滴滴将在安全技术、产品和线下司机
管理及国际化等重点领域加大投入，继
续招聘2500人，2019年年底员工总人数
将和去年底的13000人持平。程维表
示，面对复杂不可预知的出行环境，滴滴
在安全方面的水平还远远不够，作为行
业代表的滴滴必须竭尽所能肩负使命，
让网约车出行更加安全。而安全和效率
也将成为滴滴国际化拓展的关键词。

滴滴总裁柳青在会上也提到关于

“抽成”（滴滴内部称之为Takerate）和
“补贴”等比较有争议的问题，表示管理
层正在认真思考业务模式，会做积极探
索，既能激励司机，在出行高峰期供需
失衡时高效调度有限运力，尽最大可能
满足乘客需求，又能保证公平性。

几天前有媒体曝出，滴滴出行
2018年持续亏损，补贴司机超过113
亿元，全年亏损总额高达109亿元。去
年8月顺风车恶性事件之后，滴滴曾表

示不再以增长为目标，要把全部精力放
在安全保证工作中。

此外，各地网约车政策的落地和执
行也越来越严格，很多司机选择观望或
离开，滴滴不得不持续投入补贴以维持
供给。春节期间打车难的问题尤其明
显，滴滴公布的数据显示，从小年到正
月初六，全国平均打车成功率维持在
60%左右，也就是说，每10次打车就有
4次打不到。

华西都市报讯（川报观察记者 伍
力）“感谢警察同志，为我找到回家的
路，终于和家人们团圆了！”近日，现
居河南的男子张亚东带着一面锦旗，
找到了攀枝花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张亚东原名程伟，4岁时被不法之徒
从攀枝花拐走，一别就是23年。经
过攀枝花警方不懈努力，张亚东终于
找到回家的路。

时间倒回至1995年，那时攀枝
花人程双全一家住在金江火车站附
近，夫妻二人经营水果生意，家里还
有三个孩子，一家和和睦睦。然而，6
月5日这天，厄运突然降临到这个家
庭，4岁的小儿子程伟与小伙伴在附
近玩耍，却迟迟没有回家。一直等到
当晚8点，依旧不见程伟踪影，一家
人这才出去到处寻找。车站、汽车站
……一整夜过去，家人走遍大街小
巷，仍然不见程伟的身影，于是第二
天一早就到派出所报了案。

接警后办案民警立即行动，多方
查找。遗憾的是，因当时技术条件落
后，民警夜以继日走访，查遍周边地
区，仍无法获取被拐男孩的下落。这
些年来，程双全一家始终没有停止寻
亲的脚步，程伟的哥哥程令一直留在
攀枝花等着弟弟归来，并经常在各大
寻亲网站发布寻找弟弟的信息，但都
石沉大海。

与此同时，公安部门一直没有放
弃对程伟的寻找。2015年，攀枝花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办案民警将程伟
父母的血样信息录入《全国公安机关
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
库》。经过比对，终于在去年年底传
来好消息，河南一名叫张亚东的男子
疑似当年失踪的程伟。攀枝花市公
安局刑侦支队立即与河南警方联系，
再次进行DNA数据复核，确认张亚
东就是当年被拐走的程伟。

当民警找到张亚东时，他已是一
个27岁的小伙子。尽管被拐时尚年
幼，但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深藏着一份
牵挂。“我常常梦见儿时在火车站，跟
着父母卖水果、与哥哥和小伙伴们一
同玩耍。多少年了，我一直盼着回
家！”得知警方找到了亲生父母，张亚
东难掩激动，立即赶回攀枝花与哥哥
团聚。

2019年新年钟声敲响之际，张
亚东和哥哥一同到成都与家人团聚，
一家人拍下了一张迟来的全家福照
片。这桌时隔23年的团年饭，程双
全一家终于吃上了。

滴滴宣布将裁员15%
涉及员工超2000人

CEO程维：“关停并转”非主业，在安全技术等重点领域加大投入

彭州市纪委：
靶向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笑）“不仅

春节大假村上有人值班，而且服务也
很热情周到。现在我们返乡人员办
事非常方便，给如今的干部作风点
赞！”大年初二，一名群众在彭州市磁
峰镇鹿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办理完
业务后，竖起了大拇指。

据了解，为推动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整治取得实效，彭州明确由市委
办、纪委监委等8个单位分别牵头15
项重点整治内容。“我们要求各单位
必须把‘精准思维’贯穿于整治工作
始终，在聚焦共性问题的同时，精准
发现行业系统突出问题，以精准查找
问题表象、精细分析问题成因方式，
持续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彭州市
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彭州市纪委监委与相关单
位已建立问题线索双向移送反馈机
制，快查严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线索。同时，彭州市巡察机构将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作为巡察监督重
要内容，及时向被巡单位反馈问题、
督促整改。

龙泉部分

2019/2/21 7：00-19：00
成都市龙泉驿区柏合镇花果村、

美满村、桃源村、联合村、燃灯村、宝狮
村、长松村、龙泉街办长柏社区

2019/2/22 8：00-18：00
成都市龙泉驿区高堰三、六、七组、

龙泉驿区敬老养老中心、经开区养老中
心、佳和砂石厂、四川佰汇混凝土工程
有限公司

2019/2/22 8：30-17：30
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镇来龙村、

太平村
2019/2/23 8：00-18：00
成都市龙泉驿区柏合镇双碑村、

马坝村、双碑砖厂、双碑小区、国税专
变、鼎华砖厂、马坝9组、马坝10组、
11组、天灯8组、天灯12组、浦项制
铁厂、宁兴弹簧厂、碳素厂 、嘟嘟桥
砖厂、卢新田专变

新城部分
2019/2/22 8：00-19：00
天府新区白沙街道办盛华村

双流片区
2019/2/21 9：00-18：30
成都南方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华

体灯饰、成渝高速成雅分公司文星站
温馨提示

1、最新停送电信息请查询“95598
网站”、拨打“95598热线”，或下载“掌
上电力”APP查询。

2、请提前关闭户内电源总开关，避
免突发停送电源造成室内电器受损或
电脑数据丢失。

3、养观赏鱼的业主注意停电期间
水温、水质变化。

2019年第8周国网天府新区
供电公司停电检修计划

4岁被拐离家23年
攀枝花男子
终与家人团聚

回乡办二代身份证
找到二十年未见的儿子
2月14日下午刚上班，内江高新区

公安分局户籍大厅内，温金花和外孙女
来到户籍民警廖红的窗口前，希望办理
二代身份证。

“你怎么还是一代身份证？”廖红问
道。

廖红问询后得知，温金花已二十多
年没有回过家，也没有与家人联系。廖
红根据温金花提供的儿子姓名信息，搜
索出了辖区内四个与其信息相似的人。
当她把四人的照片拿给温金花辨认时，
温金花一眼就认出了儿子黄兵。

“你妈妈是不是叫温金花？她在我
们这里。”接到廖红电话的黄兵，直接扔
了手上的工具，“你们稍等，我马上就过
来。”

半小时后，黄兵急匆匆赶到户籍大
厅。或许是母子间的感应，当黄兵站在
母亲身后的时候，温金花猛地一个转身，
四目相对，没有多余的语言，两人紧紧抱
在一起。

远赴外地照顾女儿
其间和家人失去联系

二十多年前，温金花远嫁内蒙古的
大女儿生下一个女儿，并将其送回内江
由温金花抚养。“妈，我想女儿了，你带她
过来一起生活嘛。”接到女儿消息的那

一天，原本就与丈夫不合的温金花在
与丈夫的姐姐商量后，动身前往包头
市。

到达包头后，不放心小儿子黄兵的
温金花通过信件与儿子交流，那时的黄
兵已经二十岁出头，收到母亲的第一封
信后，他就外出到宁波打工。

几年后，温金花的大女儿在生下
第二个女儿后不久，就遭遇车祸去世，
女婿因无法承受巨大的打击，精神逐
渐变得异常，之后便不知去向。没有
一技之长的温金花只能靠种地抚养两
个孙女长大。虽然她也非常想念小儿
子，但连地址都没有的她，没有办法与
儿子联系，母子一别就是二十年。

想念母亲时常落泪
要带母亲看家乡的变化
在接受采访的近一个小时里，黄兵

的右手始终搭在温金花的左肩，将母亲
紧紧搂住。

在与母亲失去联系的这些年里，黄

兵想过很多方法寻找她，但都无果。期
间，他试图寻找央视《等着我》栏目组的
帮助，但就在这之前，他听到了一个五雷
轰顶的消息：“你妈妈和姐姐都不在了。”
一位在包头打工的老乡告诉他。

虽然放弃了对母亲的寻找，但黄兵
仍经常思念母亲，总是默默流泪。而在
千里之外的包头，温金花也常常思念小
儿子。

此次陪伴温金花回内江的外孙女黄
龙龙，意外见到舅舅黄兵的那一刻，没有
感到丝毫陌生，“姥姥经常给我们说舅舅
小时候的故事”。

知道姥姥一直想念着舅舅的黄龙龙
原本打算明年考上四川的大学，“到时候
姐姐和姥姥都可以过来，这样就可以帮
助姥姥寻找舅舅了。”黄龙龙说。

黄龙龙目前正在读高三，过几天，
温金花就要带她返回包头。“这几天我
要带妈去看看她的孙儿孙女，还要带她
去尚腾新村看看，看看内江的变化。”黄
兵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昔兴琪

2月14日下午，内江市高新区公
安分局户籍办理大厅内，42岁的

黄兵和66岁的母亲紧紧抱在一起，这是
20年来，他们母子首次见面。

20年前，黄兵的母亲温金花因照顾
远嫁的女儿，从四川内江去了内蒙古自
治区包头市。后来随着地址的变动，在
那个通讯不畅的年代，温金花与家中失
去了联系。

而这期间，在内江生活的黄兵，多次
试图寻找母亲，但后来听说母亲和姐姐
已不在人世，于是打消了寻母的念头。

母亲与家人失联20年回乡办身份证找到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