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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录完节目后，5月1日，
李良刚和妹妹、父母一起回了四
川老家。待了三天，第一天祭祖，
第二天宴请宾客，第三天去小时
候住过的地方走走，寻找32年前
的生活印记。

听说老刘找到了儿子，很多人
前来道贺。来的人很多，一共坐了
25桌，有人要包个红包，汤其碧坚
决没收。来的每个人都乐呵呵的，
那些当年见过刘欣的长辈，都已经
白发苍苍，好多记忆在这天重新翻
出来。

当年住过的阁楼，外婆家外面
的大树，以及当年的电影院，都在李
良刚的记忆里重新拼接起来。32年
是一道巨大的裂痕，但李良刚说，重
新看到这些场景的时候，一切都变
得清晰起来。

李良刚说自己常常做梦，他梦
见父亲的样子，高高瘦瘦，看不清
脸。但他知道，那就是自己的亲生父
亲。他甚至还有记忆，自己趴在电影
院门缝看电影的时候，两个陌生男
人把他抱走，然后坐了火车……

一开始，他并不知道自己来自
哪里，但他很早就意识到自己还有
远方的亲生父母。小时候，同学骂他
野孩子，说他是捡来的，他跟同学打
架。回家后，养父安慰他，那不是真
的，别听他们瞎说。

在李良刚的口中，养父母对他
很好。2014年，养母去世，让他更迫
切地想找到亲生父母，他害怕等久
了会来不及。事实上，早在2007年的
时候，他就在宝贝回家网上登记了
自己的身份信息，希望寻找到亲生
父母。女儿10岁生日的时候，问他

“爸爸你的生日是多久”。他一下子
流泪了，这么多年，他都不知道自己
真实的生日。

现在，李良刚在河北与朋友
合开了一家窑厂，生产销售仿古
瓷砖等，然后又到陕西维修古建
筑。如今的生活“还勉强过得去，
够养家糊口”。养父已经70多岁，
李良刚的计划是，目前河北也有
一家人，家庭关系也很融洽，他不
能离开养父。“养父百年以后，再
考虑这些事情”。

过去的32年，李良刚说，是失去
的32年。也许自己的命运被改变了，
但也不能再去抱怨。对于亲生父母
遭受的磨难，他说，现在多了弟弟妹
妹，可能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吧。李
良刚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出生后，
父母去办了独生子女证的；因为他
丢了，父母才又生了妹妹和弟弟，

“现在一大家人团聚了，很幸福”。
成都商报记者 杨灵 摄影报道

四岁女童
被恶犬“咬掉”嘴唇
家中是贫困户 希望社会伸出援手

7月13日晚间，宜宾珙县沐滩镇中
山村，一名四岁女童被自家养的土狗
咬掉嘴唇（局部），目前仍在医院接受
治疗。17日，女孩将进行第二狂犬疫苗
注射。

受害人小勤（化名）的父亲熊学权
介绍，伤人犬是家里养了10年左右的
一条土狗。因为家里有三个孩子，特意
将狗拴在猪圈房里。熊学权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事发时，小勤的爷爷奶奶在
拴狗的屋子后面干活，小勤就在旁边
玩耍。听见小勤的哭喊声，赶忙跑过去
察看，“当时娃娃满嘴是血，老人赶紧
抱着往医院跑。”

“孩子伤得比较重，上嘴唇右侧被
咬掉一小块肉，下嘴唇也被咬脱一点，
嘴唇上还有咬穿的牙齿印。”熊学权
说。经过四天的持续治疗，孩子伤口处
已有结痂迹象，但是炎症依然明显。

“生活本来就很拮据，现在真的不
知道该怎么办。”孩子受伤后，张容常
以泪洗面。医生告诉他们，孩子还小，
消炎后需要对伤口进行修补、植皮，否
则会留下伤痕影响面容，预计需要三
万元左右。

珙县沐滩镇中山村支书熊兴信告
诉成都商报记者，熊家经济困难，是当
地的建卡贫困户。村里已向政府报告
孩子受伤一事，镇、村两级将尽可能向
孩子提供帮助，同时也希望社会伸出
援手，帮助这个不幸的孩子。

据了解，因政府免除了熊学权一
家2018年的农村医疗保险费用，保障
对象覆盖了包括受伤孩子在内的家庭
成员。“医院暂时没有要求我们缴费，
等出院时扣除可报销费用后，再结算
自己该承担多少医疗费。”熊学权说，
孩子将来可能前往成都作修复手术。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罗敏

脖子前倾毁
掉的不止是你的
气质，还会毁了
你的健康！今天
我们特别邀请到
四川省骨科医院

颈肩腰腿痛1科主治医师王艳杰于17：
00至18：00值守名医热线，如果你或亲
友有颈、肩、腰、腿痛等方面的疑问，欢
迎在这个时间段拨打电话60160000，
与王艳杰直接交流。

想知道更多的服务信息吗？赶紧
关注“成都商报
四川名医”微信
公众号，点击底
部菜单栏目条的

“今日服务”，根
据提示进入相应
版块，即可直通
名医服务。

（石雪梅）

扫码关注
“成都商报四川名医”

今日
服务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3D”第2018190期开奖结果：
556。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七乐彩”第2018082期开奖
结果：基本号码：04 10 12 14
27 28 30，特别号码：02。

福彩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 3 第
18190期开奖结果：031，直选：
1413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
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4519
注，每注奖金173元。（11153616.59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190
期开奖结果：03159，一等奖：40注，
每注奖金10万元。（246919822.50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电脑体育彩票
18082 期开奖结果：01 02 14
17 18 08+10 一等奖0注，每注
奖金 0 元；追加 0 注，每注奖金 0
元 ；二 等 奖 49 注 ，每 注 奖 金
202544 元；追加 20 注，每注奖金
121526元；三等奖340注，每注奖
金 11461 元；追加 132 注，每注奖
金 6876 元。（6046964394.78 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
后的结果为准)

体彩

对张丽（化名）来说，大夏天给
街头的兼职推销员买一瓶饮料，是
出于一份热心肠，然而她发现推销
员随后将这瓶饮料试图以10元钱的
价格卖给路人。7月15日，在成都蜀
西路附近的遭遇，让她觉得自己的
爱心被利用了。

市民：
一份好心回头竟发现被利用

“我是看他一个兼职推销员在
太阳底下工作辛苦，以为他真的是想
喝瓶水。”张丽说。7月15日下午，她和
同事一起途经蜀西路旁一家名为

“V9健身”的会馆前，遇到了三位推
销员。

张丽回忆，推销员上前让她请
他们喝瓶水。“他们说，天气很热，出

来做活动很辛苦，我以为是他们自
己要喝。”尽管有些犹豫，但在推销
员再三的请求下，她最终答应了，

“三位推销员一人一瓶，还需要价格
在3元钱以上的。”

办完事之后，张丽返回单位，再
次经过健身房，另一名推销员上来，
试图把手里的一瓶饮料卖给她。“先
前已经给你们买过水了，现在怎么
又要把水卖给我。”

回到单位后，竟然又有健身房
推销员拿着水上门出售，一瓶价格
为3元的饮料，喊价居然是10元。张
丽说，起初买水是出于对推销员的
一份爱心，现在她感觉自己被骗了。

推销员：
公司是为了锻炼推销能力

7月16日中午，成都商报记者
前往V9健身会所，一位身着健身房
马甲的年轻人向成都商报记者证
实，7月15日当天，他们确实是在请
陌生人给自己买水，然后再将水卖
给陌生人，“别人为我们买的水要
是3元以上的，我们需要以10元卖
出去。”另一位推销员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这个活动是公司在锻炼大
家推销的能力，也顺便推销一下健
身房。

21岁的张峰（化名）说，不能明
确告诉别人这是公司在训练他们，
因为这样说就没起到锻炼的作用。
他坦言，“平白无故就喊别人买水，
很尴尬。”最终，他自己花钱买水，然
后以3元两瓶的价格卖了出去，以此
完成任务。

健身房销售负责人：
只是让推销员把自己放开

据该健身房销售部门负责人介绍，
目前健身房还未开业，而公司正在搞推
广活动，“让销售人员请别人买瓶水，是
想训练他们与陌生人的交流能力。”

在训练之前，公司明确告知了销
售员，让陌生人买的水必须是3元钱
以上的，而卖出去必须卖10元一瓶，
同时公司会给这些销售员做一些培
训。该负责人说，目的就是“让销售员
把自己放开。”

当记者提出是否是利用别人的
爱心来进行一种业务训练，这位健
身房销售负责人并不这样认为，“我
们只是为了培养这些年轻人与陌生
人交流的能力。”

业内人士：
拓展市场应有道德底线

智联招聘培训负责人谭哲在接
受采访时说，公司培训销售人员的
目的很明确，只是涉及一些道德层
面，与市民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冲突，
谭哲称，从第三方的角度（陌生人），
肯定会认为自己被骗了，“公司只考
虑到了对销售人员成长有什么帮
助，但没有意识到训练过程中，参与
者不仅有内部销售人员，还有社会
大众。”

西南财经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
究所所长卿涛则表示，任何销售和
市场拓展，都应道遵循道德底线和
人之常情，不能进行欺骗。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别让脖子前倾毁了你
的形象和健康！
四川名医“今日服务”直通专家为您答疑

爸爸丢了哥哥
我丢了爸爸

走失32年，广安兄妹团聚，如今怨恨终化解

女儿10岁生日的时候，
问他“爸爸你的生日是多
久”。李良刚一下子流泪了，
这么多年，他都不知道自己
真实的生日时间。

刘佳莉和父亲现在内心都平静了，生活本该这样，简简单单，团团圆圆。
7月8日晚上，央视《等着我》播出的时候，父亲刘明渠坐在沙发上哭得直不起腰，

如同4月底在北京录制节目时第一次看到儿子。在这之前，儿子跟着他一起回到了四
川老家，广安岳池县石垭镇。32年前，恍如昨天，一家人其乐融融，一扫过去的阴霾。

因为哥哥走失，爸爸失忆，刘佳莉的整个成长阶段，不断被指责“不如哥哥”。活在阴
影里的她，草草读完初中就出门打工，“只想逃离这个家”。

一次走失，“丢”了两个孩子，正如刘佳莉在节目上所讲述的那样，“爸爸丢了哥
哥，我丢了爸爸”。好在，团聚只是迟来了。

7月9日下午下了一场大雨。
刘佳莉的父亲刘明渠一个人在
家，母亲汤其碧去邻居家打麻将
了，“她打得小，就两块，混下时
间”。63岁的刘明渠两次受伤，干
不了重活，也不会打麻将，他坐在
门口的竹椅上看雨。他说，现在他
的内心一下子平静了，“生活本该
这样，简简单单，团团圆圆”。

刘佳莉和外孙过来的时候，

已经下午五点过了，他准备煮饭，
熬点粥。妻子回来后，饭还没有
好，想儿子李良刚了。他让女儿打
电话问问，然后又开通了视频聊
天。讲起头天晚上看节目里大家
哭的样子，一家人哈哈大笑。

刘佳莉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节目是4月底录制的，“打开门”
之前，他们并不知道能不能见到
哥哥，突然见到，确实激动得无

法形容。
家庭微信群突然热闹起来，

刘佳莉把哥哥拉到了家族群里，
哥哥要学四川话，“在群里话最
多”，这个原本比较安静的群，一
下子活跃了起来。

李良刚是哥哥在河北的名字，
4岁以前，他在四川老家的名字叫
刘欣。刘欣被拐后，家里又多了一
个妹妹和弟弟。汤其碧还是习惯喊

他刘欣，他说找到儿子了，心里就
没了疙瘩，人一下子就轻松了。

刘明渠以前是不用手机的，
家里给他买了手机，他也不用。现
在，为了能跟重聚的儿子联系，他
不仅主动“申请”了个手机，还学
会了用微信。大儿子刘欣最近在
陕西工作，女儿和小儿子都在云
南工作，想他们的时候，老两口就
打电话，或者视频聊天。

刘明渠笔记本的首页写着
儿子刘欣丢失的时间，1986年12
月24日。受伤后，他记忆力不
好，害怕把儿子丢失的事情也
忘了。

32年前，刘明渠在镇上开
饭馆，他有一手好厨艺，生活蒸
蒸日上。儿子刘欣4岁，聪明伶
俐，讨人喜欢，亲戚朋友到饭馆
里来，他总会挨着打招呼。

儿子丢失，如同晴天霹雳。
他们开始四处寻找，这么多年过
来，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跑了多少
趟，去过多少地方有一年，在河
北打工的同乡回来讲，说在河北
见到了长得像刘欣的小孩，刘明
渠夫妻俩就赶紧往河北赶。

直到前几年，在广安的一个
乡镇，他们得知有个孩子不是父
母亲生的，虽然看到人后，他们
自己都觉得不像自己丢失的孩
子，但他们都跑了好几趟，最后
劝对方去做一下DNA采样。汤
其碧说，即便不是自己的孩子，

她也很希望那些失散的家庭能
够重聚。这么多年来，他们见过
太多这样的家庭悲剧了。

刘明渠总是看着别人的孩
子想到自己的孩子：如果刘欣
没有丢失，是不是也这么高了，
是不是也结婚生子了，是不是
也那么有出息……但多年没有
音讯，他们甚至担心，刘欣还在
不在人世，一想到这些，夫妻俩
就难过。过去两年，刘明渠和汤
其碧习惯看《等着我》节目，每
次看，都伤伤心心地哭。

2009年，他们在宝贝回家
网上登记了孩子失踪的信息，
但一直杳无音讯，去年9月，他
们采集了DNA信息，今年3月，
得到了网站志愿者的消息，说
有些进展。4月份又接到了央视
的电话，邀请他们去参加节目
录制。刘明渠和汤其碧都没有
抱多大希望，但还是不愿意放
弃任何机会。幸运的是，这一次
打开门，他们见到了儿子。

刘明渠笔记本的首页写着
儿子刘欣丢失的时间，1986年12
月24日。受伤后，他记忆力不好，
害怕把儿子丢失的事情也忘了。

他的痛

她的怨
在父亲心里，丢失的哥哥

才是最聪明的，她和弟弟都不
如哥哥。这让刘佳莉很受伤，她
只想逃离这个家，逃离父亲。

他的伤

突如其来的惊喜“心里的疙瘩终于没了”

父母的心碎
“儿子丢失，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

32年不知真实生日
“命运的改变不能
抱怨”

热心肠！花3元钱给推销员买水喝
被利用？对方回头就10元高价出售
涉事方称是公司培训，业内人士称推销和实践培训应遵循道德底线

24年前，刘明渠从三楼跌
落到二楼，头部受伤严重，醒来
的时候几乎全然失忆，甚至认
不到7岁的女儿，女儿刘佳莉为
此失落了好长一段时间。2017
年2月15日晚上，刘明渠又遭受
电击，一度生命垂危。

在女儿刘佳莉的成长过
程中，一直充满疑问，为什么
自己家跟别的家庭不一样，

“很长时间，我都羡慕别人的
家庭”。

不一样的家庭，源于丢失
的哥哥。刘佳莉记事起，她就
知道自己有一个哥哥，4岁的
时候就丢失了。刘佳莉觉得，
整个成长阶段，自己都生活在
走丢的哥哥的阴影里。

她的阴影，始于父亲摔
伤那一年。那年刘佳莉7岁，
那之前，父亲特别疼爱她，

“要什么给什么，完全就是掌
上明珠”。父亲摔伤后，性格
大变，一开始还失忆到不认

识她，她再也不能像以前一
样在父亲的怀里撒娇，换来
的是父亲的打骂。

在父亲心里，丢失的哥哥
才是最聪明的，她和弟弟都不
如哥哥。这让刘佳莉很受伤，
她草草读完初中就出去打工
了，只想逃离这个家，逃离父
亲。她说，那时候心里特别委
屈，她怨恨父亲，也难以理解，
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

直到有了自己的孩子后，
刘佳莉才突然意识到父亲和
这个家庭的不易，“要是我的
孩子丢了，我可能还没有他们
那么坚强呢”。

刘佳莉说，爸爸受伤后，
妈妈吃了不少的苦。后来妈妈
一个人开小餐馆，冬天还帮人
熏腊肉、制香肠，父亲几乎帮
不上忙。这个家庭，完全因为
哥哥丢失而彻底改变。再没有
平静的生活，所有的一切都偏
离了正常的轨道。

妹妹的阴霾
“父亲心里，丢失的哥哥才是最聪明的”错位

印记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18082期：333300310130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
第18087期：33333133130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8092期：203❋22001

足彩

李良刚（圈内）回到四川老家后，找回了不少童年的记忆

哥哥走丢，她不断被指责“不如哥哥”，在阴霾中度过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