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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

时。昨日，中秋节,距3月8日

马航MH370失联已过去整

整半年。 对于失去亲人的家

属们而言，或许这个中秋，他

们将注定在思念中度过。

失联半年， 杳无音信。人

们似乎已经把这趟航班遗

忘， 可机上人员的家属仍在

心碎中等待。

马航MH370客机3月8

日在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神

秘失联，机上239名乘客和机

组人员杳无音讯， 其中绝大

多数乘客是中国人。 客机被

推测在靠近澳大利亚西南部

海岸的南印度洋海域坠落，

20多个国家联合展开空中、

海上和水下搜索，但是没有发

现它的任何踪迹。在飞机黑匣

子的电池耗尽后，找到它的希

望已愈加渺茫。

日前，中马澳三方宣布对

失联的MH370航班展开新

一轮或将持续12个月的搜

索。 搜救方强调，“他们从来

没有忘记MH370的乘客”。

■8

月

14

日，

宜宾籍包工头何升

平从湖南怀化辰溪县唐家仁页岩

机制砖厂撤离， 一名受伤聋哑工

人要求其将他带走， 何升平为其

取名“吴名”

■9

月

5

日

收留“吴名”的何升

平无法帮其找到家人，向成都商

报求助。宜宾市特殊教育学校老

师初步判定吴名系贵州人。经公

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关注，湖

南警方对涉事砖厂和人员展开

调查

■9

月

6

日

成都商报以 《四川

包工头救出受伤聋哑人 他的

家在哪里？》 为题报道了此事，

为“吴名”寻找家人的微博、微

信，在网上广泛传播，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

■9

月

8

日

其邻居罗尊其和家

人与成都商报记者取得联系，

通过照片和电话连线辨认后，

确认“吴名”正是双峰县石牛

乡的聋哑人罗长方。昨日下午，

罗尊其及罗长方妹妹罗炳阳、

妹夫王忠友三人从长沙飞成

都， 并连夜赶到宜宾何升平家

中， 于中秋之夜与失散三个多

月的罗长方团聚

聋哑人“吴名”的家人与本报联系并确认其身份，昨日赴川认亲

月圆夜 兄妹团聚相拥而泣

中秋团圆后和父母分别

孩子们懂得了艰辛

希望爸妈春节回家

与爸妈两天的团圆，对留守儿童来说，

时间太短。 陈洋在与爸爸告别时忍不住哭

了， 对于什么时候能团聚， 父子俩相对无

言。昨日到今日，“中秋在一起”成都商报

关爱留守儿童公益行动征集的8个家庭的

孩子，先后乘飞机返蓉，结束了与爸妈团圆

的日子。 在两天时间里， 爸妈陪着孩子逛

街、聊天，参观景点，但真正让孩子开心的，

还是能和爸妈在一起。他们最大的心愿，就

是在春节，爸妈能够回去。

和爸妈在一起

■

陈洋

陈洋从广州回成都的航班是

昨日下午4点，昨日他吃了午饭，就从惠州

出发了。这两天，虽只是和爸妈逛了逛街，

但他已觉得很满足，“不晓得好久才能再

见爸妈，和他们在一起，感觉很安全。”

■

王长敏

在台州的王长敏， 也于昨

日上午从台州赶车去了温州，乘机返程，王

长敏的爸妈在台州经营一家旅馆，这两天，

考虑爸妈工作忙， 王长敏每天都和爷爷一

起在家附近转转， 等到爸妈下班才在一起

聚聚，“这几天我才晓得，爸妈在外面其实

很辛苦，是为了挣钱不能回家。”

■

高僖、 高一仕

在太原的高僖和高

一仕姐弟俩，将于今日返程。爸妈高举志和

高什芳每月只有三天假，早上8点,夫妻俩

就要进入工厂车间，为暖气片做加工。高举

志把两个孩子带到车间走了一圈， 姐弟俩

最大的感受就是，“车间太热了， 让人难

受。”昨日，高举志带孩子们去了趟太原动

物园， 陪他们玩了一天。11岁的高僖说，只

希望爸妈能回家，每天都能见到他们。

父母心声

好好挣几年钱 早日回家陪孩子

为何要到外地打工？ 高举志算了一笔

账，在老家，孩子由老人带着，两个孩子的

学费平摊下来，加上生活费,每月开销大概

1500元，这些钱全要靠他们在外打工挣。很

多留守儿童的爸妈们都表示, 只想在外面

好好拼命打几年工,忍痛少回老家，也要多

存点钱, 几年后就可以回老家做点生意,陪

着孩子。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返程高峰 成雅高速有些堵

昨日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 由于

中秋节期间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尽

管各条高速车流量并未出现峰值， 外出游

玩的自驾车仍给各高速收费站带来排行等

待的情况， 其中尤以成雅高速和成南高速

为最。

昨日下午5时，成都商报记者来到成雅

高速成都收费站， 此时出站口排行的汽车

远不见尾。成雅高速一大队民警何彦伟说，

返程高峰是从下午2点左右开始的。到下午5

时，排行的车辆已经有4-6公里。期间，在排

行的车流中又发生了两起小擦挂， 使拥堵

进一步加重。“下午4时50分左右，为避免高

速路上排行过长，新津东、新津南、双流北、

双流南四个副站临时关闭！”何彦伟告诉记

者，高速交警还采取了远端分流的措施。比

如，在名山收费站，交警会建议驾驶员经邛

名高速回成都。在成都收费站，还新增了两

条应急收费口。成南高速交警表示，成南高

速昨日车流量较大， 从下午开始成都收费

站便出现排队，最长超过2公里。

根据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提供的数据，

前日12时至昨日12时， 省管高速公路进出

成都总量697249台，与去年同期比较，进出

成都总量增加128864台。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桑田

成都出港人数达15.7万人次

据统计， 双流机场今年中秋假期共起

降航班达2228架次； 旅客出港人数达15.7

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4万人次。从旅客返

程情况看，主要是以外出旅游、探亲客流为

主，约占进出港人数的6成。

吕俊明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出游的成都人 四成在周边耍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携程网、途牛网

等国内在线旅游公司了解到， 今年中秋以

家庭游为主题的周边产品最受成都市民青

睐。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4日，成都市民

预订中秋团期周边游的人数占出游总人数

的40%左右， 其中家庭游的占比在五成以

上。 今年中秋假期， 峨眉山景区共接待

32709人次，门票收入520.55万元。

成都商报记者 熊玥伽 顾爱刚

今年中秋晚会荧幕“小鬼当家”

在“节俭令”的大背景下，今年各大

电视台的晚会大幅“瘦身”，去年只有央视

和北京卫视两家办中秋晚会， 今年也只有

湖南卫视加入战局。“00后” 的TFBOYS、

“90后” 的EXO、“10后” 的姐姐Grance

……昨晚，央视、湖南卫视的中秋晚会无疑

被“小字辈”们承包了，爆红的TFBOYS、

“姐姐”Grance（曹格的女儿）登上了央视

和湖南卫视， 湖南卫视还请来韩国男子团

队EXO，让观众大呼，今年中秋晚会，真是

“小鬼当家”。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中秋，是属于团圆的夜晚。

在离家走失3个多月之后，聋哑人“吴名”终于找到家人，一家团聚。在走失之后，他不幸被人带到砖厂做

工，没有工资，被关黑屋，还常常被打，受尽苦楚。幸运的是，他被好心的宜宾籍包工头何升平解救并收留，还帮

着他寻亲。此事经成都商报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昨日，他的家人与成都商报记者取得联系，经过照片和电话

连线，终于确认他的身份，并于昨日从长沙飞赴四川与他团聚。

MH370失联半年：

月圆人缺 我在中秋很想你

� � � � 9月6日，成都商报报道

四川宜宾籍包工头何升平在

湖南怀化一砖厂冒险解救一

位受伤聋哑人， 却无法帮他

找到自己的家一事后， 引发

社会广泛关注。昨日一大早，

成都商报记者收到两条来自

省外的短信， 对方激动地表

示，受伤聋哑人“吴名”正是

他们走失三个多月的亲人罗

长方。

当“吴名”看到儿子罗

延棉、罗延开的照片时，马上

激动起来， 不断地敲击照片

和自己， 表示照片中的两人

正是自己儿子。昨日，罗长方

的妹妹、 妹夫和邻居从湖南

长沙飞赴四川， 并连夜赶到

宜宾何升平家， 在中秋团圆

佳节与他团聚。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遇

它乡之客。” 成都商报刊发四川宜宾籍包工头何

升平解救受伤聋哑人“吴名”并帮他寻家后，成

都商报官方微博、微信和客户端也对此事进行了

网络转发，截至昨日已引起11万余人关注。

昨日早上8时14分，成都商报记者突然收到

一个湖南长沙手机号码发来的短信：“记者您

好， 成都商报报道的四川包工头解救聋哑人新

闻，经过我们反复比对照片及时间等信息，他就

是我们湖南娄底双峰石牛乡走失的罗长方。当

时我们组织了大量人力物力查找无果， 非常感

谢你们。”

4分钟后，成都商报记者又收到一条短信称：

“成都商报记者您好！我们在成都商报上看到聋

哑人士吴名受伤渴望回家的信息，也拿您发的两

张照片给我们众多亲友看了， 都认为是我们5月

份出门走亲戚的亲人。他的名字叫罗长方，是湖

南省娄底市双峰石牛乡桥亭人……我们找了几

个月，这次看到成都商报的新闻真是有幸，希望

他平安归来！”随后，成都商报记者与对方取得

联系，并将更多“吴名”的照片发给罗长方的家

人辨认，基本确认了他的身份。但罗长方家人表

示，希望看到“吴名”视频或听到声音，才敢最终

确认其身份。

本报记者收到他家人短信

柳 /暗 /花 /明

昨日上午9时， 成都商报记者再次赶到宜宾

县喜捷镇干坝村黄山组何升平家，将罗长方家人

传来的罗延棉、罗延开等人照片让“吴名”辨认。

“看看，这是谁？你认识不？”当大儿子罗延

棉的照片突然出现在眼前时，“吴名”突然手舞

足蹈起来，嘴里不断传来“呜呜喔喔”的叫喊，

非常激动。 看到二儿子罗延开的照片时，“吴

名”叫喊着，不断用手指照片和自己，并伸出两

根手指，做了一个“二”的动作。“他应该是说这

是他的二儿子，第一个是大儿子。”和“吴名”一

起生活了20多天的何升平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在此后记者出示的照片中，“吴名”又认出了自

家的房子、母亲，以及自己和亲友们在老家池塘

打鱼的视频。

“我们反复看了照片，可以确认‘吴名’就是

我父亲罗长方，让我再听听他的声音！”面对罗家

人的要求，成都商报记者将手机凑到“吴名”耳

朵前，“吴名”拿过记者手机，对着话筒发出“呜

呜”的大喊声。“没错，我敢肯定就是我父亲了，

这个声音绝对不会错。”罗延开说。

千 /里 /连 /线

儿子确认他就是走失父亲

罗延开介绍，罗长方是双峰县石牛乡桥亭村

红星组农民。5月10日， 是罗长方妹妹罗炳阳生

日， 从未离开家门的罗长方从双峰县石牛乡出

发， 准备坐公交车前往双峰县锁石镇的妹妹家。

结果到了晚上，罗长方还没到，一家人才意识到

人走失了，开始四处寻找。

据其邻居罗尊其介绍，罗长方失踪后，他的

家人报了案， 还印了数千份寻人启事在当地张

贴，还在当地电视台打了寻人广告，但都一无所

获。通过打听，罗长方的家人了解到，由于罗长方

不识字，误乘当日桥亭至娄底的大巴车，中途在

双峰县城下车。家人根据线索一路追踪，发现罗

长方第三天曾在双峰县甘棠镇桃林村出现，家人

发现其最后的行踪为5月16日上午， 罗长方曾出

现在邵东县镰桥镇，此后就再无音讯。

“我们分析，父亲从走马街镇偏离主道一路

寻妹妹家无果后，可能意识到走错了地方而急于

寻路回家，此后可能走上了320国道。”罗延开告

诉成都商报记者，走这条国道确实能回家，可惜

父亲走错了方向，“他又不知道向警方求助，终至

走失甚至被人拐骗。”

据了解，在娄底一带寻找两个月后，罗延开

花掉了打工攒下的所有积蓄，无奈又前往青海西

宁打工挣钱，为寻找父亲作准备。

当 /日 /遭 /遇

他出门去妹妹家 坐错车走失

何升平说，因为罗长方智力正常，所以在

砖厂干活时不如其他工人“老实”，包工头小

杨就大吼威胁他。“他肯定是没听见， 小杨就

捡起一块砖头向他砸过去，砖块直接砸在罗长

方右脚前上，脚当时就肿得很大。”他说，受伤

后的罗长方更不愿做活，当晚可能就遭到了小

杨的殴打。

罗尊其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罗长方有两个姐

姐、一个妹妹，二姐罗炳英也是聋哑人，并于1991

年走失。罗长方的妻子早逝，他靠打短工把儿女

拉扯大。“罗长方失踪后，我们想了很多种可能。

但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他会被骗到砖厂当黑劳

工，还受尽了凌辱和虐待。”罗尊其说。

罗延开表示，呼吁公安机关严厉打击虐待残

疾人士的黑工厂、黑工队团伙，依法维护残疾人

士的合法权益。“我们将带着父亲到怀化公安机

关报案，希望警方能还父亲一个公道。”

昨晚，成都商报记者将“吴名”找到家人的

好消息告诉了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 听说

“吴名”就是湖南娄底市双峰县失踪三个多月的

聋哑人罗长方，其家人正在从湖南赶来四川宜宾

的路上后，陈士渠非常高兴，并表示罗长方的家

人有必要带他到湖南怀化报案，依法维护残疾人

士的合法权益。

身 /世 /坎 /坷

家人呼吁打掉黑工队团伙

事件回放

7月24日，北京，丈夫在马航MH370

事故中失联的程利平带着她和丈夫的合

影以及丈夫写给她的旧卡片在家附近的

公园里接受采访。 她说这件事已经完全

改变了她的生活， 但是两个小儿子还不

知道，整天问她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8月26日，

天津，未婚妻在

马航MH370事

故中失联的志

亮（音译）坐在

空荡荡的房间

里，他本来打算

装修这套房子

用作婚房。志亮

说他会永远等

他的未婚妻，他

们本来打算今

年结婚的。

7月22日，

北京，女儿在马

航MH370事故

中失踪的张永

利（音译）抱着

女儿的毛绒玩

具。他说事故完

全毁掉了他和

妻子的生活。有

时候妻子会跑

到离家几公里

外的地方，因为

她无法忍受没

有女儿的屋子。

老公

儿子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亲爱的

我们的新房

等你回来装

女儿

你的毛绒玩具

我们还留着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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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11时30分，罗长方的妹妹罗炳阳、妹夫

王忠友及老家邻居罗尊其赶到宜宾县何升平家，

在中秋之夜的最后时光，一家人得以团聚，罗长

方与妹妹相拥痛哭。随后，何升平和罗长方两家

人聚在一起，吃上了团圆月饼。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中秋夜最后时分 兄妹团聚相拥而泣

昨日，中秋节，聋哑人“吴名”（真名罗长方）与妹妹在解救他的好心人何升

平家相聚。 实习摄影记者 张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