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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见到了，这一面我们盼
了45年！”廖德成感叹道。4月3
日早上8点半，金牛区五块石街
道玉局庵东路8号院内，从陕西
赶来的廖德成见到了自己45年
素未谋面的堂叔廖弟友

4月2日，正值清明假期，陕
西眉县廖帝良、廖帝强的子孙一
行 5人驱车 17个小时来到成
都。这场奔波，源于今年2月华西
社区报以“还要继续捐下去，成都
94岁‘捐款爷爷’6年捐款58次”
为题，对“捐款爷爷”廖弟友的捐
款事迹进行了报道。同月，陕西
眉县的一则寻亲电话打到报社，
称廖弟友是其多年联系不上的亲
人。华西社区报记者第一时间和
廖弟友取得了联系，就对方提供
的老旧信件、照片等予其辨认。
廖弟友看后，确认对方是自己多
年联系不上的堂哥廖帝良、廖帝
强兄弟的子孙。

清明寻根
千里路载两代人回川

4月2日早上4点，简单洗漱
后，廖红喜（廖帝良的孙子）和母亲
一起接了大伯、三伯与堂哥。一辆
车两代人带着从爷爷辈“听来”的
亲情从陕西眉县出发了。这一天，
廖红喜载带着几个年过半百的老
人颠簸了近千公里的路。

4月2日晚上9点多，廖红喜
一行五人到达成都。“这个时间太
晚了，小爷爷（廖弟友）肯定睡下
了，我们就先住在附近，第二天一
早去家里找他。”据廖红喜回忆，
每年的清明节家里人都会去给两
个爷爷（廖帝良、廖帝强）扫墓，今
年是个例外。廖德成说：“从网上
看到叔叔的新闻后，我们就一直
计划着来看看。”因为按照推算的
年龄，廖弟友应该有90多岁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怕再等没机
会呀！找到叔叔，也算是找到我
们在四川的根了。”他说。

城南优品道广场
上演科学秀 嗨翻小长假

相隔45年“捐款爷爷”与陕西亲人相见
本报一篇报道，为一直在寻找“捐款爷爷”的亲人提供了关键线索

陕西到四川
三代人曾在信中相见

4月3日早8点半，廖红喜一
行人来到玉局庵东路8号院。
听到是陕西来人，廖弟友坚持出
门迎接，长时间的盼望化成紧
张，廖弟友脚步慌乱，嘴上一直
重复着：“屋里坐，屋里坐……”

众人坐定后，廖红喜从身
上掏出一个小口袋，一层一层
地剥了大概四五层，从最里面
的袋子里拿出几张泛黄的老
照片，对着廖弟友说：“你看认
不认识照片上的人？”廖弟友
凑近瞧了又瞧说：“跟我有点
像！”一群人大笑，廖德成说，
怎么能不像呢？这是我爷爷，
是你堂哥嘞！

廖德成说，1900 年前后，
四川灾荒严重，不得已之下，
廖弟友父亲的大伯与妻子带
着廖帝良、廖帝强兄弟二人，
从四川一路向东迁去陕西。
因为前人的根是四川人，对大
米的热爱也一路随他们到了
陕西，所以当路过陕西眉县
时，受当地产米的吸引，便在
眉县落了脚。

而廖弟友和廖帝良、廖帝强
兄弟的相识，则要从1940年前
后说起。当时在成都工作的廖
弟友收到母亲托人捎来消息，说
是父亲生了病。“我当时也不太

懂，就想着把活儿干完再请假回
去。”廖弟友回忆，他回家时父亲
已去，就是在父亲的葬礼上，他
第一次见到了从未谋面的廖帝
良、廖帝强兄弟。丧事结束后，
三人互留了家庭信息。从那之
后，廖弟友与廖帝良、廖帝强两
兄弟经常互通信件，从各自寄来
的书信上了解到了对方的生活。

爷爷的遗愿
子孙60余人寻亲45年

1970年左右，廖弟友从成
都铁路局调到攀枝花铁路局
工作，双方就此中断了联系。
廖弟友解释说：“那时候识字
的人少，到了攀枝花那边后，
找不到人代我写信。”廖帝良
的小儿子廖义学说：“1973 年
那一年我连着写了三封信，两
封寄出去没了音信，最后一封
被退了回去，说是查无此人。”

1980 年廖帝良临终前留
下嘱托，希望在儿子廖德成能
找到堂弟下落。廖义学说：“我
们都是广安邻水人，我爷爷那
一支已经没有人在邻水了，我
父亲这一辈也只剩叔叔一个
人。”自此，陕西眉县廖氏族人
开始了长达45年的寻亲之旅。

1900年前后到2016年，一
个多世纪过去了，从四川迁去
陕西的廖家4口人繁衍到了60

余口，与此同时，眉县廖家人发
动全族人寻找廖弟友。据廖德
成介绍，一开始是写信找人，但
凡村上有人来成都，家里人一
定会托来者到五块石寻一寻。
后来孩子上大学更是特地选择
了成都，廖德成的儿子大学 4
年、研究生3年多次拿上旧信
到五块石找人，都没有结果。
近些年，网络的广泛应用给廖
家人寻亲带来了便利，他们渐
渐开始关注网上的信息。

今年 2 月初，廖帝良的外
孙女薛莹在网上看到了廖弟友
捐款的新闻，虽然名字和年龄
与所寻之人有所差别，但薛莹
还是第一时间告诉了家人。“新
闻图片里的廖爷爷真的跟我外
公（廖帝良）很像。”薛莹说。后
经确认，陕西眉县廖家人找了
近半个世纪的亲人正是廖弟
友。一家人悲喜交加，喜的是
终于找到爷爷辈唯一还在的亲
人，悲的是廖帝良早已离世，看
不到去世前满心牵挂的兄弟。

4月3日上午，廖帝良、廖
帝强的子孙在玉局庵东路8号
院内见到了廖弟友。纵然平时
节俭，廖弟友还是坚持带小辈
们“重温”四川的茶馆。上午10
点，玉局庵东路某茶馆内，三代
人终于坐到了一起。和茶馆里
众多茶客一样，他们也喝茶、聊
天、嘘寒问暖，不同的是，为了
这一刻，他们等了45年。
崔小静 华西社区报记者吴小红

摄影报道

廖弟友的名字和年龄问题

身份证姓名一栏显示为
“廖弟友”，据他解释，自己原先
的名字是“廖帝有”，因早年工
作时经常来回调动，就变成了

“廖弟友”。年龄方面，身份证
上显示出生年份为1923年，早
些年单位在算工龄时少报了4
岁，实际年龄应该是98岁。

刚刚过去的清明小长假，有
人把时间花在旅途中，也有人在
家宅了三天，然而去了城南优品
道广场的家庭却享受了一番科学
盛宴，让孩子在有趣的实验中学
到很多生活常识。

4月2日下午2点，由城南优
品道广场联合华西社区报共同举
办的疯狂科学实验站，在孩子们
的期待中拉开帷幕。“科学怪人”
一出场就引来的孩子们的欢呼
声。紧接着，小朋友们不但欣赏
到了儿童科学情景剧、风趣的小
丑表演和奇特的魔术杂技表演，
现场还与科学怪人进行了互动，
另外，大型干冰魔幻秀、人体悬
浮、消失的瓶子、瞬间移动、隔空
打物等项目让现场的孩子度过了
一个不一样的小长假。

本次疯狂科学实验站活动，
通过各种神奇的表演开拓孩子的
眼界，激发内在潜能，让孩子们在
轻松有趣的玩乐中掌握科学知
识，培养探索的兴趣。传递给小
朋友“观察、假设、实验、结论”等
一些基本的科学概念，让他们在
轻松自在的环境中学习探讨科学
的奥妙。同时，所有参与互动的
小朋友还获得了由城南优品道广
场提供的精美礼品1份。

（杨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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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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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成都茵梦湖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
0107MA61UUTT6K）经股东决
定注销公司。请公司的相关债
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成都市武侯区人民
南路四段58号中华商业广场1
楼向我公司申报相关债权债务
事宜。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成都茵梦湖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2017年4月7日
注销公告

成都邻都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
08MA62LL4M7W）经股东决定
注销，请公司的相关债权债务
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到成都市成华区建和路6号
附 62 号 1 层办理相关债权债
务事宜，逾期按相关规定处
理，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成都丙火广告有限公司(注

册号 510100000110008) 经 股
东会决议，决定注销公司。请
公司的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成都市
武侯区桐梓林北路2号凯莱帝
景花园 2栋 6楼 4号向我公司
申报相关债权债务事宜。逾期
按相关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成都武侯雅典娜医疗美容

门诊部有限公司（注册号51010
7000829852）经股东会决议，决
定注销公司。请公司的相关债
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到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
路65号世外桃源广场向我公司
申报相关债权债务事宜。逾期
按相关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成都武侯雅典娜医疗美容门
诊部有限公司 2017年4月7日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

公司。请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
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到成都高新区盛和一路88号1
幢 1 单元 1308 号向我公司申
报债权债务事宜，逾期按相关
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成都丙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成都驰恒鑫建材经营部（注

册号 510110000014775）经投
资人决定解散本经营部。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到四川省成都市天
府新区华阳街道协和上街303、
305、307号申报债权债务，逾期
按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成都驰恒鑫建材经营部

2017年4月7日

注销公告
成都玳思琳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
0104350517907L）经股东决定
注销公司。请公司的相关债权
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成都市锦江区中纱
帽街8号（成都远洋太古里）第
一层 1311 号向我公司申报相
关债权债务事宜。逾期按相关
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成都玳思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7日

注销公告
成都五洲维拉特饮品有限

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24MA61TQYA60）经股
东决定注销公司。请公司的相
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到郫县郫筒镇望丛
中路1065号附905号向我公司
申报相关债权债务事宜。逾期
按相关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成都五洲维拉特饮品有限
责任公司 2017年4月7日

注销公告
成都土流科技有限公司

（注 册 号 510109000084630）
经股东会决定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相关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市墨策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
0106MA61U1YQ4P）股东会决
议解散公司，请公司的债权人
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到成
都市金牛区二环路西三段119
号 1栋 2单元 310 号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成都市墨策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清算组 2017年4月7日

注销公告
成都宇城泰华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注册号510105000078
568）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
公司。请公司的相关债权债务
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到成都市青羊区青羊大道
97号 1栋 8层 802号向我公司
申报相关债权债务事宜。逾期
按相关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四川神工劳务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定减少注册资本，由原
壹亿元人民币减少到壹仟万元
人民币。请债权人见报后 45
日内，前往成都市成华区府青
路二段25号 1栋20楼 2004号
向四川神工劳务有限公司申报
债权。特此公告 联系人彭绍
飞13688338335

2017年4月7日

注销公告
成都盈川信息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510100MA61WP9172）经股东
会决议，决定注销公司。请公
司的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成都高
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480 号 9
号楼 4栋 2层 1号向我公司申
报相关债权债务事宜。逾期按
相关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成都盈川信息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2017年4月7日
■四川昊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一本，编
号：（川）JZ 安许证字 [2014]
000853遗失作废
■成都市金宝地房地产营销策
划有限公司机构信用代码证代
码 G1051010705509240Q, 开
户许可证（开户银行：中国银行
成都簇锦支行 ，账号115826
830922，核准号J6510055092
401）均遗失作废
■成都市有所建筑设计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10100331936188D
遗失作废
■成都丽达屋家居用品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
003320325860 营业执照副本
遗失作废

■武侯区萝雅蒂诗美容院鹭岛
店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51132
1198002157382，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 510107600132705，
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均遗失作
废。
■四川国信金控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10100MA61WFWQ06
遗失作废
■成都蜀创四通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7999
9252遗失作废
■成都孙氏浩欣商贸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开户行：中国银行
成都簇锦支行，帐号：1252882
66173核准号：J65100713273
01)遗失作废
■成都御城餐饮有限公司发票
专用章：5101065054891 遗失
作废
■四川聚通祥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曾朝海三类人员证书川建
安B(2014)0093296遗失作废
■四川炜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牟伟，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
书，证书编号 00080034，专业
建筑遗失作废
■成都瑞凯嘉华广告有限公司
国 税 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税 号
510107592066408遗失作废

隔代人终于坐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