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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一位好心人
看到媒体报道了韩大爷的事
情后，想到了自己十几年前在
山西太原打工时认识的张毅，
感觉非常相似，于是辗转找到
了张毅电话并告知了韩大爷，
但双方一直没有直接对话。

韩大爷介绍，去年12月4
日，绵阳涪城警方打拐办的民
警给他采了血，并询问了儿子
韩小君当年被拐的详细情况。
12月25日上午11时许，民警
给韩大爷打来电话，称韩大爷
的DNA已和身在广东名叫张
毅的人比对成功。

不过，民警告诉韩大爷，

张毅现在过得很好，养父母对
他也很好，他要考虑养父母的
感受。同时，张毅也在犹豫，如
果相认了，是不是对养父母不
忠？如果不相认，是不是对亲
生父母不孝？

“民警给我打电话说比对
成功后，我就给儿子打了电
话，但他没有接听。民警也告
知我张毅要春节后才可能相
见。”对于儿子的想法，韩峰也
表示理解，他表示，只希望跟
儿子见一面，吃一次年夜饭，
不需要儿子赡养他们老两口，
如果儿子有困难，他也可以进
行帮助。

6日上午，张春梅、尚婷等人赶到映
秀，送“杨爷爷”最后一程。在映秀的老街
上，亲友们也为这位德高望重的“映秀好
人”送行，“前前后后来了1000多人”。

1月4日下午，因在汶川特大地震
救出多人而广为人知的“映秀好人”杨
云青，在映秀镇的家中突发脑梗逝世，
享年68岁。在5.12地震中，杨云青开着
借来的吊车，在映秀小学的废墟上配合
消防官兵营救，连续奋战9天，共救出来
10多个人。杨云青的妻子刘明玉告诉记
者，“女儿还说带我们出去走一走，这个
愿望还没来得及实现，他就先走了！”

1000多人来送他最后一程

退休后的杨云青夫妇住在都江
堰，由于放心不下孩子和朋友，杨云青
时不时也会回映秀走动。4 日当天，杨
云青中午刚参加完一位朋友的丧事，
当天下午，他回到映秀家里休息。

刘明玉一直没有打通杨云青的电
话，叫女儿去映秀家里看看，后来女儿
在三楼的房间里，发现杨云青已经没
了呼吸。“他是突发脑梗走的，找到他
的时候，他手上还拿着手机，我想他应
该是想接我的打电话。”刘明玉介绍，
最近几年，来杨云青身体已不如前，糖
尿病、高血压等老年常见病困扰着他。

得知“映秀好人”杨云青离世，很多人
前来送他最后一程。当年获救的张春梅、
尚婷来了，杨云青和妻子刘明玉所在的

“无名”志愿者团队志愿者来了，十里八乡
的亲友来了……“前前后后来了1000多
人。”刘明玉介绍。

“杨爷爷一直关心我们，
就像家人一样！”

志愿者童娟专程从新疆赶回来，
为杨云青送行，“他是我们一直很敬
重的老大哥，一位真正的好人。”她介

绍，2008年地震时，杨云青里一共失去
了10位亲人，包括他的妻子。政府发放
给他的抚恤金，玉树地震时，他全部捐
给了灾区。“上星期，他和老伴还到成
都参加‘零钱助残’项目的新闻发布
会，希望能够用影响力和实际行动去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曾被杨云青在地震中救出的张春
梅、尚婷等人也赶来送救命恩人最后
一程。11年前，杨云青将他们从映秀小
学的废墟中救出，11年过去，几人都有
了各自全新的生活。地震后不得不接
受截肢的张春梅后来加入了四川省游
泳队，曾拿下四川省残运会的奖牌和
全国残运会游泳接力项目的奖牌。

“杨爷爷一直关心我们，对我们来
说像家人一样！”尚婷介绍，得知他离
世的消息，一直不敢相信，最终确定消
息后，大哭了一场。因为地震与杨云青
结缘，杨云青一直关心着她的学业，像
一个长辈一样。

地震时连续奋战9天救出10多人

“5.12”地震发生时，杨云青正在保
险公司办事，突然耳边传来叮叮当当
的声音，开始地动山摇。跑出屋外才三
米左右，杨云青就被震倒在地。等杨云

青回到家门口时，原本的房子早已倒
塌，漫天的灰尘将四周笼罩。杨云青的
儿媳妇抱着孙子从废墟里爬出来，可
出外的妻子却失踪了。杨云青还来不
及寻找，家旁边已成废墟的映秀小学
里，传来“快救救学生！”的呼喊。

杨云青跟着家长和老师寻找呼救
声，徒手把废墟上的砖瓦一块块挪开，
救出了几个孩子。由于家里的两台吊车
已被砸坏，杨云青便从映秀电厂借来吊
车，在映秀小学的废墟上配合消防官兵
营救，连续奋战九天共救出10多个人。
当初很多人都以为杨云青是救援队的，
直到最后消防官兵才发现，原来他也是
受灾群众，是自发过来参与救援。

事后，杨云青被社会誉为“映秀好
人”，但好人背后是强忍的悲痛：包括其
老伴在内，杨云青兄妹4家，共有10人在
地震中离去。这场救援也导致杨云青右
手落下残疾，此后，他一直用左手吃饭。

接受采访时，刘明玉正忙着处理
丈夫的后事。6 日出殡下葬后，杨云青
被埋在离家一公里外的山上。老伴突
然走了，很多人打来电话表示慰问，

“希望我要坚强，我答应他们，我会坚
强地活着！”刘明玉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受访者供图

汶川地震中救出多人，“映秀好人”杨云青突发脑梗去世

当年获救的孩子来送“杨爷爷”最后一程

19871987年年66月月，，绵阳市成绵路绵阳市成绵路，，韩峰年仅韩峰年仅66岁的儿子在自家修表摊前失踪岁的儿子在自家修表摊前失踪，，疑似被拐疑似被拐。。而后两年而后两年，，韩峰韩峰
找遍邻近区县找遍邻近区县，，远赴辽宁远赴辽宁、、陕西陕西，，儿子依然音讯全无儿子依然音讯全无。。

随后的随后的3131年年，，韩大爷一直在儿子失踪的成绵路摆修表摊韩大爷一直在儿子失踪的成绵路摆修表摊，，等候儿子归来等候儿子归来。。去年去年1212月月2525日日，，韩大爷告韩大爷告
诉成都商报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红星新闻记者，，警方通过警方通过DNADNA比对比对，，已在广东找到了儿子已在广东找到了儿子，，但儿子目前并不愿意相认但儿子目前并不愿意相认。。对对
于儿子的想法于儿子的想法，，韩峰有些无奈韩峰有些无奈，，但也表示理解但也表示理解，，他表示他表示，，只希望跟儿子见一面只希望跟儿子见一面，，能一起吃个年夜饭……能一起吃个年夜饭……

6 日上午 9 时左右，韩峰带着午饭
正准备出门摆摊，手机响了，一个陌生
又熟悉的号码，韩大爷急忙接听了，电
话里面是他期盼已久的声音。

“爸爸，我在楼底下了。”电话中简
单的几个字，让韩大爷愣了几秒钟才回
过神，然后放下手中的饭菜，急忙从6楼
跑了下去，一名戴着眼镜的小伙子和一
位姑娘站在他面前，韩大爷想都没想，
紧紧抱住了眼前的小伙子，嘴中喊着

“小君”，眼中含着泪花。

儿子韩小君：
就想给父母一个惊喜

韩大爷的老伴儿也下楼了，看着失
散31年的儿子，她忍不住哭成了泪人。
老两口拉着儿子儿媳，回到了家中。韩
小君拿出早已购买好的棉衣，儿媳妇则
亲手为韩大爷穿上。

“原计划是春节后相见，这两天刚
好能请到假，就和妻子买了机票，6日凌
晨到的绵阳机场，在附近一家酒店住
下，今天（6 日）早上就来到了父亲楼
下。”韩小君介绍，几天前，他妻子加了
父亲的微信，要了父亲的地址，但并没
有告诉父亲自己要回来相见，“就想给
父母一个惊喜！”

见到儿子儿媳，韩大爷拿出了手
机，一连拨打了十来个电话，不一会儿，
在绵阳的十余名亲朋好友来到了他家，

他还买来了爪子、水果，让大家一边吃
一边聊天。

6日上午，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见到了这幸福的一家，韩小君的堂哥
们，给他讲述嘴角疤痕的来历；韩小君
的幺爸、二爸等，给他讲述一家人31年
寻找他的经历……当天中午，韩大爷带
着一大家人到附近一家餐馆聚餐，韩小
君坐在父母中间，率先给父母夹了菜。
一旁的韩大爷，举起了酒杯，一大家人
把酒言欢。

父亲韩峰：
摊位上不会再有寻儿启事了

韩小君告诉记者，虽然从小他就记
得自己姓韩，父亲是修表的，但被拐卖
后，养父母对他很好，两个姐姐对他也
很好，他现在有两个孩子，一个10岁，一
个5岁，均是山西太原养父母在带，他和
妻子则远在广东打工，而养母刚刚查出
了冠心病。

“我见亲生父母的事，还没有想
好怎么给养父母说，我担心他们的
身 体 ，但 也 想 和 亲 生 父 母 早 日 相
见。”韩小君说，他不希望因为此事
让养父母伤心，“我会找合适的机会
给养父母说，也会抽时间带两个孩
子再到绵阳。”

虽然韩小君7日一早就要走了，虽
然韩小君心中还有很多矛盾，但见到了
失散31年的儿子，韩大爷还是忍不住开
心，逢人就介绍儿子儿媳。

韩大爷表示，能见儿子一面他已非
常满足，他理解儿子，他也会遵守他的
承诺，不会让儿子赡养他们老两口，不
会打扰儿子的正常生活，如果儿子有困
难，他也会对儿子进行帮助。

“我还会在儿子走失的地方继续摆
修表摊，不过摊位上不会再有寻找儿子
的启事了。”韩大爷高兴地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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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早上9时许，绵阳六旬老人韩大爷正准备出门，继续到儿子
丢失处摆修表摊，手机突然响了。寻找了31年的儿子告诉他，“到楼
下了”。韩大爷愣了几秒钟，放下手中的东西，急忙跑下楼，父子相拥
而泣。当天，韩大爷穿上了儿子儿媳带来的新棉衣，邀请来了在绵阳
的十余名亲朋好友，他和老伴儿的脸上，幸福掩饰不住……

他在儿子丢失处摆了31年摊
不是为了挣多少钱，“我就想再见儿子一面”

执
着

在绵阳城区成绵路与涪
城路交界处，有一个修钟表的
摊摊儿，已经存在了31年。老
板名叫韩峰，今年65岁，31年
前，他五岁半的儿子在他摆摊
的地方丢失，从此之后，他再
也没有离开成绵路，一直在此
处摆摊，因为他盼着儿子回
家，盼着见儿子一面。

韩峰介绍，1987 年 6 月 1
日，他在绵阳临园商务宾馆背
后给人修表，结果转个身孩子
就不见了。虽然时隔31年，韩
峰仍然坚称儿子肯定是被拐走
的，据他了解，有人看见一名中
年男子给自己的儿子买了包饼
干，之后儿子就不见了。

寻找无果后，韩峰与成绵

路绑在了一起。每天早上 7
点，他就在成绵路摆摊，直到
晚上7点才收摊回家，而他的
摊位上，还贴着寻找儿子的信
息。对于韩峰来说，他在此摆
摊，并不是为了挣多少钱，“我
就想再见儿子一面。”

韩峰介绍，31年来，他从
没有放弃寻找儿子。为了寻找
儿子，他去过最远的地方是辽
宁沈阳，当时有人告诉他，儿
子可能被卖到了东北，结果无
功而返。还有一次，他根据别
人提供的线索到宝鸡去找儿
子，结果差点被提供线索的人
把钱骗了。后来，韩峰又在网
站发帖寻子，在微信朋友圈扩
散，到公安部门采血备案……

DNA比对成功却不愿相认
只希望跟儿子见一面，吃一次年夜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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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 日上午，微雨，青羊
区西村，140 多幅画组成了一
个特殊的画展，憨态可掬的熊
猫、线路斑驳的电线杆、小女孩
和猫咪、天马行空的猫头鹰
……所有的作品出自于患有自
闭症、唐氏综合征、发育迟缓、
多重障碍的孩子之手。

这是青羊区艺术治疗公益
联盟自 2013 年9 月，为青羊区
心智障碍学生开展美术治疗活
动后第五次画展，从 3 日至 10
日，在青羊区西村展出。

“星星的孩子”笔下
也有一个五彩的世界

148 幅画，来自 30 多个特
殊儿童，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有
智力障碍或者发育迟缓症状的
自闭症孩子，他们有一个共同
的童话般的名字——星星的孩
子。因为社会交往、语言交流障
碍和刻板的行为举止，患有自
闭症的孩子生活在自我的世界
里，虽然我们能看到他们，却很
难接近，像星星一样孤独。但他
们的内心世界，仍然是五彩斑
斓的。

“第一组是我们7个学生，
在老师指导下画的‘年年有
余’。”青羊区教科院美术教研
员、青羊区艺术治疗公益联盟
发起人之一匡敏介绍说，在布
展时，老师们创意地将这组国
画凑成了像是鱼竿串起一串鱼
的有趣样子。“第二组，是学生
画的电线杆。”匡敏说，自闭症
等特殊孩子会在日常生活中，
缺少对身边事物的主动观察，
老师们就有意识地引导他们去

观察身边的东西，电线杆就是
学校外的实景，通过点线面的
勾勒，成为一幅幅作品。

怎样跟特殊儿童相处？
并不是多点耐心就行

青羊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
卞蓉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与特殊儿童相处，并不是
多点耐心、节奏放慢点就行了，
而是需要专业的特殊教育。

与跟普通孩子上美术课不
同，自闭症等特殊需要儿童常
常有刻板动作、智力发育迟缓
或者障碍，甚至不与外界沟通，
该怎么给孩子上课？匡敏和卞
蓉从青羊区的美术老师中招募
愿意为孩子们上课的志愿者老
师，由特校的专业老师参与沟
通交流，准备了好几个月，直到
2013 年 9 月，青羊区艺术治疗
公益联盟才第一次开课。

“这个是你画的什么？”“电
线杆。”“这个呢？”“狮子。”3
日，在西村的画展上，陈女士带
着儿子桂桂，一幅幅地看过去，
桂桂的第一幅画，就在第二组
里。陈女士指着画，耐心地等着
桂桂有些慢但是准确的回答。

卞蓉介绍说，特殊需要儿
童常常伴随着肢体动作的障
碍，尤其是手指的精细化动
作，并不能很好地完成，而绘
画握笔、涂写、手撕纸、手工，
可以帮助锻炼这些细小的动
作。情绪不稳定的孩子也可以
从绘画中逐渐学会安静，听从
指令。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
遵素 摄影报道

特殊画展
这148幅画出自

30多名“星星的孩子”
教育专家：从绘画中特殊儿童逐渐学会安静，听从指令

韩小君与失散31年的亲生父母合影

“映秀好人”杨云青

“天府之歌”全球征集活动
初选、复选结束
30首入围歌曲出炉
网络投票平台昨日正式开启，赶快为你喜欢的歌曲打call

“天府之歌”全球征集活
动备受期待，本月2日~5日，通
过初选、复选两轮评选，从有
效投稿作品中选出30首入围
歌曲。昨日，此次活动的网络
投票平台已正式开启，广大市
民和网友可通过扫描二维码，
为这30首入围歌曲打call。

“天府之歌”全球征集活
动自2018年12月5日正式启动
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近日，由林戈尔（四川省音
协主席）、赵正基（成都市音协
常务副主席）等7位知名音乐人
和文化名人组成的评审组在公
证机构的监督下，对有效投稿
作品进行打分评选。评审曾诚
说：“有很多歌曲主题性特别
好，突出了四川本地的文化，有
些歌曲写法比较老到，用到了
四川有代表性的旋律特征。”

评审在谈及征集活动的优
秀作品时，都表达了“贴近人
民、贴近生活、反映时代”的共
同期待，还对创作一首有创意
的、能表达天府的优秀作品各
抒己见。林戈尔说，它一定是符
合人民群众审美取向的，“音乐
人和当代听众的审美需求的距
离越小，认同度越高，传唱几率
也越高。只有大家把旋律留在
心间，记在脑海，才能引起心灵
共振，发出心灵之声。”

“好听的歌首先一定是简
单、易于传唱的，第二，风格上
有律动，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动
机，也就是一下就能抓住人耳
朵的动机，通过这个点去突
破，去把四川的特色放大。”曾
诚说。在制作方面，他还建议，
作品需要在后期编曲上加强，
赋予现代表达，“真正做到国
际化和时尚化的制作标准，这
样才更适合市民在广场、在手
机、在地铁上戴着耳机来听。”

1月6日，本次活动的网络
投票平台已正式开启，1月13日
20时，网络投票通道将关闭。1
月14日~16日，评审组将综合
网络票选结果和专家评审结
果，进行第三轮终选，评选出
10首“有生活温度、有文化厚
度、有思想高度”的优秀作品。

据悉，这10首优秀作品不
仅将获得每首5万元的现金大
奖，还将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出
自四川的脍炙人口的经典歌
曲，以及近年来邀约知名音乐
人为天府量身定制的歌曲一
起，入选正在制作的《一张四
川的CD》“天府之歌”系列CD
之中，成为传播天府文化的

“声音名片”。同时，评审组还
将从10首优秀作品中选出一
首传唱度高的“新春拜年歌
曲”，并将其灌录制作成时尚
的新年电子音乐贺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网络投票规则

1、“天府之歌”全球征集活动的
歌曲评选将采取网络投票和专
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2、每个用户每天有10次网络投
票机会，网络投票为多选项，可
全部给一个作品网络投票，也
可给多个作品网络投票（累计
不可超过10个作品）。
3、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月6
日~1月13日20：00。
4、网络投票活动将在权威公证处
的全程监督下进行，活动期间禁止
个人和团体恶
意刷票、篡改
数据的行为。
5、此次活动
最 终 解 释
权 归 组 委
会所有。

自闭症儿童画的《街景》

修表匠原地摆摊盼儿归
痴等31年昨日父子团聚

相逢一抱
泪婆娑

韩大爷紧紧抱住眼前的
小伙子，嘴中喊着“小
君”，眼中含着泪花……

韩峰在绵阳成绵路摆摊修表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