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步文告诉记者，在宜宾江北新街平交
道，一名在路边摆摊卖草药的“尹师”说，看
到易菊香和“她男的”在宜宾临港区白沙镇、
翠屏区高店、金坪等镇待了好几个月，天天
赶场卖草药。

在寻女过程中，易步文还结识了一些让
人匪夷所思的人，包括一位“看水碗”的大娘

和一位重庆“大师”。那位“大师”，“他只要望
望天空就能看到人，灵验得很。”易步文对此
坚信不疑。

4月9日上午，根据易步文提供的电话号
码，记者联系上了“大师”彭老五。得知记者是
易步文的“亲戚”后，“彭大师”说，“得病的”
（指易菊香）现在在苏州方向，“要在那边农村

去找，或许能找到。”然而前不久，易步文才致
电彭老五，被告知女儿在四川、云南交界一带
几十公里。为什么前后说法不同？彭老五解释
称：“她是游动起的，她是被人卖了的。”

易步文坚信小女儿还活着，为了证实自
己的说法，他向记者提供了一个重庆渝北花
园新村田应淑婆婆的电话。易步文说田婆婆
在2012年亲眼见到过易菊香。“我给他说了那
个不是他女儿。”田婆婆告诉记者，她曾经接
到过易步文的寻女名片，2012年听说附近乡
镇有女性精神病人，田应淑专程赶过去辨认，
结果不是，她早就把这个结果告诉了易步文。

经梳理发现，易步文14年来寻女的所谓
“线索”，基本无一可被证实。“这些见过你女
儿的人，以前都不认识她，怎么就确定见到
的是你女儿呢？”对于记者的质疑，易步文
说：“他们后来看到照片了。”

因为对这些道听途说的“线索”从不怀
疑，易步文每到一个地方，重点寻找的就是
卖草药、算八字的人。

而循着这些“线索”，他14年来一无所获。

说起失踪的女儿，易步文每次都忍不住
落泪。“我三个孩子中，幺女儿易菊香是最聪
明的。”他回忆，易菊香出生于1972年，到今年
已47岁，她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和哥哥。1989年
9月，17岁的易菊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北某
工业大学，是航空航天方面的定向生。

大学第一学期寒假，易菊香从大学带回
来一名男同学，后来两人公开了恋情。大学
四年风平浪静，就在易菊香准备毕业论文
时，易步文突然接到女儿学校和其男友的三
封电报：易菊香出事了。易步文请假赶到学
校，才知道女儿因失恋遭受打击，精神失常。

易步文说，患病期间易菊香曾在手腕上

划了三刀，幸亏抢救及时，后来留下三道刀
疤。再后来，易菊香又跳过楼，及时获救。

1995年，在学校多待了一年后，易菊香
终于从大学毕业，其精神疾病经治疗也有所
好转，只是偶尔发作。易菊香被分配到四川
宜宾某国有企业，因疾病偶发，上班没多久
就开始长期病休。

易小燕告诉记者，易菊香患病治疗后，
男友曾与之和好，并在工作后结婚。结婚后
小两口一个在宜宾，一个在贵阳，两地分居。

可是好景不长，远在贵阳工作的丈夫
提出离婚，易菊香遭受第二次打击，病情越
来越重，最后无法正常工作。易菊香原所在

单位退休办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易菊香
确系该企业招收的大学生，后因患病被退
回原籍。

为了照顾生病的女儿，已经退休在家的
易步文和老伴把易菊香接回泸州生活。期
间，易菊香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成都一
家医院宣称可以通过开颅手术治疗精神病，
主动提出去做手术。

至今，易步文仍后悔让女儿做了开颅
术。“出院回家，病情反而加重。”2005年4
月9日上午，易菊香刚过完33岁生日不久，
她说要去买件新衣服，出门后，从此再也
没回家……

3月31日下午3点多，与四川宜宾高县罗
场镇交界的云南省盐津县兴隆乡底坪社区，

“孃孃，麻烦帮我看一下，你见过这个人吗？
这是我的幺女儿。”一位白发老人手里拿着
一摞名片，上面印有一张中年女子照片和一
段文字。“我找了十四年了。我要找到她，带
她去看病，我女儿精神不正常。”

“没见过。”听到大家的回答，老人有些失
望，但还是向大家挨个递名片。“万一见到了，
你给我打电话，或者送到派出所。”老人边说边
赔笑，“我会感谢你。”

这位老人名叫易步文，今年79岁，四川省泸州
市龙马潭区人，系原泸州某建筑公司退休职工。

14年来易步文奔走在四川、重庆、云南、
贵州和广西的大小城市，乡镇甚至山村，“找
了14年了，再找不回，我怕就找不动了。但是
女儿找不回来，我不敢歇、不敢死。”

在易步文的布挎包里，除了换洗衣服和
药品，就是寻女名片和寻人启事。每到一个
地方，他必做三件事：发女儿名片，讲女儿遭
遇；向派出所求助，讲女儿遭遇；在显眼处贴
寻人启事，讲女儿遭遇……

对于79岁的易步文来说，长时间的奔
波，确实存在巨大风险。老伴本想跟着他，但
腿脚不方便，另外家庭经济条件也不允许。
但老伴和大女儿与他“约法三章”：每天晚上
回到旅馆后，都要及时给老伴打电话，告知
所在地及所宿旅馆名字、电话；身上带急救
药；每天早晚各打一次胰岛素。第二天早上，
老伴还要打电话确认他是否“安全醒来”。

易步文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而且病情越
来越重。他带着胰岛素注射器和胰岛素，早
晚饭前，他都要自己打24个单位的胰岛素。

老父寻女老父寻女 “你见过这个人吗？这是我的幺女儿。”
14年足迹遍及云贵川渝的城市及乡村

江湖线索江湖线索 “他只要望望天空就能看到人，灵验得很。”
寻女皆找“大师”，线索无一可被证实

幺女菊香幺女菊香 “我三个孩子中，幺女儿易菊香是最聪明的。”
成绩优异考入大学，因失恋导致精神失常

易步文为何独自出门寻女？对此，易步
文说，儿女们都很忙，不想麻烦他们。但他说，

“我寻找幺女易菊香，大女和儿子都支持。”
儿女的这种“支持”，其实更多体现在经

济上，以及对他身体健康和安全的关心上。
易步文告诉记者，他和老伴的退休工资，到
今年每月才刚刚超6000元。除了每月家里必
须开支的2000元左右，余下全部用来寻女。

“住旅馆，每晚超过30元的不住；吃饭尽
管简单，不嗜烟酒，连水都自带。”易步文的
生活即使如此简单，但每日开支也在100元
以上，加上治病吃药，老两口的退休工资常
常捉襟见肘。不够的开支，往往由儿女周济。

“孩子们都希望我在有生之年找回小女儿。”

在易步文看来，孩子们的支持无疑是他
坚持寻女的最大动力；而在孩子们眼里，或
许支持老父亲外出寻亲，只是了却老人一桩
心愿，至于能不能找到，那是另外一回事。只
要老父亲身体还能支撑，心理还能承受，安
全尚有保证，他们都支持不干涉。

大女儿易小燕告诉记者，在妹妹失踪之
初，家里人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可是杳无音
讯，连一点线索都没有。因此，除了坚信妹妹
还活着的父亲，其他家庭成员都不抱太大希
望。“小妹是父亲最爱的女儿，也曾是父亲最
大的骄傲。无论是患病，还是失踪，父亲都放
心不下她。过去14年来，找回小妹就是父亲
唯一的心愿，也是他活下去的最大动力。”易

小燕说，作为子女，让老人做他们愿意做的
事，了却他们的心愿，就是人子之孝。至于父
亲从江湖人士那里得到的所谓“线索”，易
小燕同样认为“毫不靠谱，没有依据”。

易步文常常埋怨自己没有把女儿看好，
偶尔心情不好还大发脾气。其实，家里人都清
楚，他之所以坚持寻女14年，还有源自他心里
的自责和内疚——当年，虽然是易菊香主动
提出去做开颅手术，但她到了医院突然退缩，
父亲易步文却认为已经到了医院，再怕也得
做，所以坚持让女儿做了开颅手术……

只是，易步文没料到，手术后不久，女儿
易菊香就失踪了。从此，他就踏上了漫漫寻
女之路……

心结难解心结难解 “孩子们都希望我在有生之年找回幺女儿。”
对女儿失踪自责内疚，家人支持实为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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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州野生大熊猫出现严重脱水，高
热，心率低等症状
抵达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将接受全面检查和治疗

10日，记者从四川省林业和草原
局获悉，4月5日上午十时，阿坝州南坪
林业局巡护人员在开展森林防火隐患
排查时，发现一只大熊猫。经过救护，
大熊猫仍在山脚处徘徊，精神倦怠，情
绪焦躁。后经兽医专家组会商，并请示
省林草局同意，4月8日凌晨1点病饿大
熊猫安全抵达了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接受全面检查和治疗。

据了解，4月5日上午十时，阿坝州
南坪林业局巡护人员在郭元乡金字村
两河口山脚开展森林防火隐患排查
时，发现一只大熊猫。接到报告后，州
林草局全面督促、指挥州县开展救护，
并安排有关负责人当天赶赴现场对大
熊猫救护工作进行指导。要求九寨沟
县迅速组织县林草局、县森林公安局
民警、县畜牧中心兽医、勿角自然保护
区管理处、南坪林业局、郭元乡党委政
府相关人员赶赴现场救护。

参加救护的18名工作人员为大熊
猫提供了干净水和食物，并安排12人
次进行24小时看护，随时观察大熊猫
的饮水和进食情况。最初，经仔细观
察，大熊猫无外伤，四肢行走正常，但
一直在山脚处徘徊。

4月6日上午，大熊猫仍在山脚处徘
徊，精神倦怠，情绪焦躁，时走时停并伴
有叫喊声。省林草局得知情况后，立即安
排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的专家前往救
护，专家组一行于4月7日凌晨2点抵达九
寨沟县，上午9时到达金字村两河口。

在大熊猫停留处，省兽医专家组
对大熊猫进行了麻醉和紧急救护。经
专家初步诊断，大熊猫表现出严重脱
水，营养不良，高热，严重感染，心率低
等症状，于是对大熊猫进行了补液、降
温和抗感染治疗。

经兽医专家组会商，并请示省林
草局，同意将大熊猫运到成都大熊猫
繁育研究基地进行全面检查和治疗。4
月8日凌晨1点病饿大熊猫安全抵达成
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成都市都江堰灌区保护条例》
6月1日起正式施行
明令禁止高尔夫球场、人工滑
雪场、度假区等项目

10日，记者从成都市水务局获悉
《成都市都江堰灌区保护条例》将于
2019年6月1日起施行。据了解，《成都
市都江堰灌区保护条例》的适用范围
为“省人民政府、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
门批准的都江堰灌区总体规划覆盖的
成都市行政区域”。

《保护条例》明令禁止的行为包括
向河道、渠道内丢弃秸秆或者倾倒垃
圾、废物；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灌区内
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在灌区
河道、水库内开展网箱养殖；砍伐、擅
自移植灌区内的古树名木和天然原生
珍贵树木；在灌区内非法捕猎、出售、
购买、利用野生动物以及其他妨碍野
生动物生息繁衍的活动。

在绿化控制带范围内，禁止建设的
设施、项目包括剧毒物质、危险化学品
的贮存、输送设施和垃圾填埋、焚烧项
目；高尔夫球场、人工滑雪场、度假区等
严重污染水环境的旅游、娱乐等项目；
油漆、造纸、制革、印染、颜料染料、农
药、水泥、玻璃、火电、含磷洗涤用品以
及其他严重污染水环境的工业项目；市
人民政府依法确定的严重污染水环境
的其他设施、项目。另外，灌区内的城镇
和乡村建设，不得擅自改变河道的自然
走向；同时禁止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新
建、改建、扩建任何项目或者设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
3第19093期开奖结果：
525，直选：5725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3：9419注，每
注奖金346元。（12588371.59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093
期开奖结果：52517，一等奖103注，
每注奖金10万元。（232935983.2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19040期全国
销售256461644元。开奖号码：
01 03 31 32 34 01+03，一等
奖11注，单注奖金10000000元，追
加8注，单注奖金8000000元；二等
奖70注，单注奖金685657元，追加
26注，单注奖金548525元。三等奖
325 注 ，单 注 奖 金 10000 元 。
6679434766.57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开奖前奖池资金高于15亿
元，一、二等奖奖金按《中国体育
彩票超级大乐透浮动奖奖金特别
规定》分配，详见中国体彩网公告)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
彩第2019040期全国开
奖结果：07 02 24 30

15 19 10，特别号码：03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3D”第2019093期开奖结果：258。

福彩

体彩

兑彩票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年近八旬老父寻女14载
行程50万公里 踏遍云贵川渝城乡

信念
14年奔波无果，

然而老人并没有停下
寻女的脚步，“我寻找
14年了，再找不回，
我怕就找不动了。但
是女儿找不回来，我
不敢歇、不敢死。”

痴迷
为了寻女易步

文还结识了一些让
人匪夷所思的人，包
括一位“看水碗”的
大娘和一位重庆“大
师”。那位“大师”，
“他只要望望天空就
能看到人，灵验得
很。”易步文对此坚
信不疑。

心结
当年，虽然是易

菊香主动提出去做
开颅手术，但她到了
医院突然退缩，易步
文却认为已经到了
医院，再怕也得做，
所以坚持让女儿做
了开颅手术……只
是，易步文没料到，
手术后不久，女儿易
菊香就失踪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了解到易步文和女儿
易菊香的遭遇后，也介入帮
助老人寻女。如果你发现长
相和上面照片相似，且特征
相符的中年女性，请与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联系。

“麻烦你帮我看一下，
见没见到过这个人？”“这
个人是我女儿，我找了十四
年了没找到。我要找到她，
带她去看病……”

自2005年4月9日以
来，家住四川泸州的易步
文，开始寻找他的小女儿易
菊香，14年来，行程近50万
公里，走过四川、重庆、云
南、贵州、广西的城市乡村，
耗尽家财。

如今，虽然年近八旬身
患糖尿病，每天靠打胰岛素
活着，但老人依然日晒雨淋
奔走在寻找女儿的路上。让
人唏嘘的是，易步文寻女的
方向和线索，不是来自“江
湖郎中”，就是深山农民
……或许，正是因为“江湖
线索”，让他寻女14年奔波
无果。

然而，老人并没有停下
寻女的脚步，他说，“我寻找
14年了，再找不回，我怕就
找不动了。但是女儿找不回
来，我不敢歇、不敢死。”

如果你
曾见过她……

幺女不归 岂敢言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首席记者 罗敏 摄影报道

老人讲述14年寻女艰辛

易步文恳求村民帮忙留意女儿信息

14年
心结

14年
奔波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6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