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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烈士寻亲20余年
他在乎的是什么

留学生吸食笑气坐上轮椅
专家警告“不可逆转损伤”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近
日，一篇名为《留学生吸食笑气坐上轮
椅》的新闻报道引起社会关注，文章中
一位在美国留学的女生因为偶然机会
经朋友推荐吸食笑气后，便一发不可收
拾，最终只能中断学业，坐着轮椅回国。

“无缘无故嗨，有上瘾程度”

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无色有甜
味。自1799年被英国科学家发现可以
用于麻醉后，就走上了历史舞台。直到
近年有更先进的麻醉技术后，笑气在
医疗领域的作用才渐渐减弱。在日常
生活中，笑气更广为人知的用法是制
作DIY蛋糕裱花、花式咖啡和分子美
食等，在蛋糕店、咖啡馆里经常能看到
的奶油枪，靠的就是“笑气”，把奶油打
成浓密的泡沫。

又有报道称，在我国一些夜店、酒
吧里吸食笑气是公开的秘密，以一种
将气体充进气球，贩卖给爱玩年轻人
的方式存在着，被称为“嗨气球”。专家
警告，过量吸食笑气，会对人体造成不
可逆转的损伤。

将气体充进气球，贩卖给爱玩的
年轻人作为兴奋剂使用，这种所谓的

“嗨气球”的方式被媒体曝出在青岛、
北京、苏州等地都存在。

山东的旁先生告诉记者，他自己
在夜店就看到过不少玩“笑气”的人，
主要的消费人群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
人，一旦吸起来，停不下来。“玩得多的
人有特点，眩晕、无缘无故的嗨、连贯
性，不停的抽，有上瘾程度。在酒吧曾
经看过（有人）吸到最后躺在那里20分
钟都没起来。”

“可能未来会被列为毒品”

经过查询发现，笑气尚未列入我
国麻醉药品品种目录、精神药品品种
目录。国家食药监局曾发布一份关于

“吸入笑气”的界定通知，明确标注吸
入笑气镇痛装置被列为第三类医疗器
械。在淘宝上搜索“笑气”二字，目前已
经无法显示任何内容，但笑气大量地
以奶油气弹的名义出售，大多为食品
加工、咖啡行业相关商家，但有的卖家
却打出了“买奶油气弹送气球”这样明
目张胆的幌子，三四十元一盒。

据报道，已经有多名留学生因吸
食笑气导致记忆力衰退、肌肉萎缩甚
至软瘫痪等症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侦查学院禁毒教研室主任李文君表
示，笑气虽然没有被列入毒品名录，但
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危害不大。它目前
不是毒品，可能未来会被列为毒品，滥
用多了才会进行管制，未知的、可能成
为毒品的种类很多。

长期滥用笑气会有哪些危害，它真
的像销售者说的那样“不伤人”吗？长期
进行药物依赖性、神经药物研究的中国
药物依赖性研究所专家陆林告诉记者，
虽然笑气用在食品添加剂上，对人体没
有危害，但直接吸食，会对人体产生不
可逆的损伤。“一氧化二氮毫无疑问是
有毒性的，让你发笑是刺激了你的神
经，量大可能很明显，造成剂量毒性，时
间长了会头晕、记忆力下降、工作效率
下降，短时间内没有副作用但并不代表
长期没事，会造成认知功能损害，记忆
力损害，甚至损害脑功能。” （央广）

之后，父母离婚。赵亚飞曾和叔叔们
去学开车，和舅舅去学修摩托。但是，没
有坚持下去，“我不喜欢出门，不想去打
工，是个很保守的人。”

“朱建民”是谁？赵亚飞一个个去问
村里的老人。有人揣测，他掩护百姓，至
少应该是个排长。但赵喜楼老人直言，村
里人都是错的，“朱建民”会拉二胡，会唱
歌，是个音乐家。

当时，赵亚飞并没当回事儿。只是以
为在说笑。

2000年，村里刚有电脑，赵亚飞就在
电脑上查，但没有发现关于抗日烈士“朱
建民”的任何信息。

赵亚飞开始思考，是不是名字错了。
在县城开吊车时，赵亚飞还去烈士

陵园打听过，但没有听到“朱建民”的消
息。之后几年，始终无果。

2009年春天。赵亚飞思忖，该做些切实
的工作，问老人、做笔记，看看有没有蛛丝
马迹。断断续续，赵亚飞记了很多内容，更
多和“朱建民”一样的烈士走进他的视野。

他再次怀疑，朱建民并非本名。亲友
建议，八路军战士是从南方过来的，很多
后来去了北京。于是，赵亚飞就通过QQ
添加北京60岁以上的人，又请人在各种
QQ群、贴吧，发布寻亲的消息。但是，没
有什么进展。

于是，他开始找专家咨询，“这么多
年，一直在努力。我不去找，再不会有人
了，那他就会被人一直遗忘在那里。”

赵亚飞承认，“我那时确实有点打赌
的感觉，就是不服气，我立过誓。‘朱建
民’是为了掩护群众被残杀的，他是英
雄。他牺牲在这儿，我就应该找到他的亲
人。能走一步算一步。”

福建省原省长苏树林被双开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
纪委对第十八届中央委员，福建省原
省委副书记、省长，中石化集团原党组
书记、总经理苏树林严重违纪问题进
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苏树林严重违反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打探巡视消
息，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
查，违规提拔身边工作人员；为了个人
目的，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无视组织原
则，肆无忌惮地滥用职权、违规决策，
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损失；严重违反廉
洁纪律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安
排有关单位公款支付个人费用，公款
接待亲友旅游，公车私用，利用职务影
响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滥用职权造成
国有资产巨额损失，涉嫌滥用职权犯
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苏树林身为中央委员，完全丧失
理想信念，毫无党性原则和宗旨意识，
私欲膨胀，胆大妄为，严重违反党的纪
律，并涉嫌违法犯罪，性质和情节极
其恶劣，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破坏了
相关地方和单位的政治生态，社会影
响极坏，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
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
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苏树林开
除党籍处分；由监察部报国务院批
准，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
的十八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所
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
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予其
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
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据新华社

红星新闻记者 王春 发自山西左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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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左权，37岁的农民赵亚
飞是个“另类”。

首先，他是个“名人”，这二十多
年来，他四处奔走，自费为七八十位
抗战英烈寻亲。他上过央视，登过报
纸，载誉无数；但同时，赵亚飞抛家
舍业，家徒四壁，至今未婚。

他自称不看重各种荣誉称号，
但却将奖杯和证书深藏于床头柜
中，生怕弄丢。

他获得无数赞誉，但却自卑到
不敢想象哪个姑娘会和他这样的人
一起生活。

他慷慨大方，邻居遭遇车祸，他
毅然捐了1万元积蓄，但平日里，他却
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

现在，赵亚飞仍在忙碌，或是为
烈士寻亲，或是参加节目录制。

今年5月5日，在母亲过66岁
生日时，赵亚飞在自己的博客上
说，他给老人送了一份“厚礼”：候
选中国好人、候选晋中青年榜样
……

7月2日凌晨，赵亚飞“再获
殊荣”，他给红星新闻记者发来信
息称自己竟然上了“2017年6月
中国好人榜”，而且排在“诚实守
信”第一位。

其实，赵亚飞对各种名号还
是挺在意，他认为这是应得的。

记者离开前，赵亚飞从床头
柜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尊剔透的
玻璃奖杯。他有些谨慎，紧攥着，
生怕奖杯从手中溜走，“领奖完，
有个人的奖杯不小心被打碎了。”

虽然赵亚飞反复强调，他不
在乎名，但他又看重这沉甸甸奖
杯，“毕竟算是种认可。”

上过央视载誉无数
抛家舍业家徒四壁 为抗战烈士踏上寻亲之路

山西农民赵亚飞接受红星新闻记者专访

赵亚飞已经在家待了数日。自从母
亲走后，他便一蹶不振，只是偶尔去父亲
和哥哥操持的门诊上走动走动。

6月30日早晨10点半，红星新闻记者
终于赶到上口村。几十年前，这个村庄曾
是中共北方局驻地，也曾被日军践踏。

赵亚飞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抗战烈
士周极明（化名朱杰民，村民称朱建民）
影响了他整个童年。据史料记载，1942年
2月21日，日军扫荡根据地，周极明为掩
护群众转移，壮烈牺牲，头颅被刺刀刺
穿，异常惨烈。

赵亚飞回忆，小时候总听村里的老人
说起朱建民，这个名字伴随了他整个童
年，“感觉就是很好奇，朱建民到底是谁？”

1993年春天，赵家老屋扩建。结果，
施工时挖出一具尸骨。

那天，赵亚飞回到家时，老屋外已围

满了人，大家议论纷纷。村里老人称，那
就是朱建民。

“我被震蒙了。呀，真的有这个人。”
很快，赵亚飞的父亲和四叔将遗骨掩

埋在紧挨着老屋的山坡上。此时，赵亚飞
只有13岁，但他更为好奇，“就想搞清楚他
是谁，他为什么被埋在这个地方……”

1996年，中考败北。起初，父亲建议
学医，但他不从。之后，大约在1997年、
1998年的时候，父母开始闹离婚。赵亚飞
开始叛逆，“不想回家。”

1998年秋天，眼看着父母又在吵闹，
赵亚飞爬上屋后的山坡，蹲在“朱建民”
的坟旁。当时，一阵狂风袭来，落叶翻滚，
这让赵亚飞倍感苍凉。他望着坟堆，内心
感慨，“我有家难回，你有家回不去。真是
同病相怜。”于是，赵亚飞立誓，要为“朱
建民”找到亲人。

1993年至今，赵亚飞曾为七八十位烈
士寻亲，“但真正成功的只有2个，一个是周
极明，一个是严熹。没有籍贯，没有材料。很
多时候，下了很大力气，但做一半，做不下
去了。一块碑，十几具尸体。怎么找？”

时光荏苒，赵亚飞如今已成了37岁的
汉子。他不得不面对现实。在村民眼中，他
是个“不务正业”的人，至今没有工作，没有
娶妻生子。家人“有时支持，有时不支持”，贴
钱多了，家人也会抱怨，“每天做个这，哪
能行。不务正业啊。”

而赵亚飞自己，感觉已经停不下来，
烈士家属、专家、媒体……纷纷找到他，

“甚至有人说，我是烈士寻亲第一人。”

两方面原因让他坚持做下去

赵亚飞感觉那些虚名没有用处，也不
是为了它们才坚持做下去。但是，他不得
不继续为烈士寻亲。

一方面，赵亚飞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我没有特殊的技术，没有想从事的职业，
平时没什么开支，弄这个，压力大，只是抽
烟多。”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这么多年的
努力，积累了材料，很珍贵，如果就这么丢
了，太可惜。“当时，周极明能活，但他选择
了牺牲。他的头被刺刀刺出几个窟窿，死状
很惨。所以，我有责任帮他们找到亲人。”

婚姻？“谁肯跟我？”

而对于婚姻，赵亚飞没有太多设想。
“谁不想娶媳妇儿？”赵亚飞反问。“我

已经37岁的人了，没房、没车、没工作，谁
肯跟我？”

说到这里，一段逝去的感情浮现在赵
亚飞眼前。那是2007年，赵亚飞还在苦寻
周极明的家属，在县城打工时，认识了一
名女生。相谈甚欢，二人便谈起恋爱。

“她是大学生。”赵亚飞回忆，2010年
那个女孩大学毕业，“开始变得现实起来。
那时，我上了电视，上了报纸，但她家人
说，有啥用，有点钱，都去给烈士寻亲了。
她欣赏我，认为我有调查能力，但得有车
有房。”赵亚飞感叹，现实很残酷。

“母亲的被子都是多年前捡的”

对于离异的母亲，赵亚飞感觉亏欠太
多。今年2月10日，母亲病倒。去北京医治，
却被查出是淋巴瘤，在脑中枢且是晚期。
赵亚飞极度痛苦，他想，母亲身体健朗时，
总说着，想去北京看看，但是却突然病倒。

在北京住院期间，赵亚飞圆了母亲多
年的心愿。但因为没钱医治，赵亚飞将母
亲送回山西老家。5月10日，老人辞世。

赵亚飞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最令他痛
心的是，老母在走的时候，被子都是她多
年前捡的，是矿井包工队扔了的网套，她
缝缝补补用了这么多年，“我每每想起，就
痛不欲生。”

对于二十多年的坚持，赵亚飞直言，“（山西左权）麻田曾是八路军总部。日本人扫荡时，有很多人阵亡。他们为国
捐躯，但却流落他乡。如果你是英烈的亲人，你不希望他能落叶归根？”

但终究，在乡亲们眼中，赵亚飞仍是个另类的存在，是个无业游民。
对于以后，赵亚飞没有太多期望，“37岁了，没房子、没车子，没手艺，也没工作。谁要我，谁跟我？”
近日，赵亚飞66岁的母亲去世，他极度悲痛。二十多年来，他始终在为别人奔走，却让母亲在潦倒中离世。“去

世后，我才知道，她贴身的被子竟是捡的，是包工队扔了五六年的网套。感觉对不起她，这是我这辈子最心痛的，想
起来，就难以平静、难以接受……”

是什么让赵亚飞走上了这条矛盾而又艰难的“寻亲”之路？红星新闻记者赶赴山西，专访赵亚飞。

农民
“另类”

面
对
现
实

终于，在赵亚飞的求助下，山西省作家
协会会员、晋中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刘有根，
在一本名为《洪飞文集》的史料中发现了重
要线索：一位名叫“朱杰民”的八路军指战
员确实牺牲在上口村，但不是朱建民。

《洪飞文集》里记载，朱杰民是四川
省思居乡人（现重庆合川市思居街道）。
确实战死上口村。

当时，赵亚飞以为就要大功告成，但
却不料屡屡碰壁——找文集作者，但已
去世；找思居乡民政部门，但无法确认其
亲人在哪……他开始疯狂地打电话，几
个月，花掉5000元话费，但没任何进展。

这时，有村民直言，“你是在胡闹，哪怕
找到，又有什么意义。又不是你亲爹……”

但他仍坚持向《重庆商报》、重庆电
视台求助。2010年1月24日，在《重庆商报》
刊发寻亲报道第二天，终于有了准信儿：周
极明，化名朱杰民，也就是村民口中的朱建
民。周极明的女儿周传慧确认了这则消息。

当晚，赵亚飞在收到短信时，“手都
是抖的，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了。”

赵亚飞说，从2009年开始，他几乎全
职为烈士寻亲，“都和周极明有关。得查资
料，知道他们在哪儿战死，然后再挖出来，
再找他的亲人，再确认。工作量很大。”

老屋扩建挖出烈士尸骨
他决心为“朱建民”寻亲

坟旁
立誓

“
”

朱建民
是谁？

你在
胡闹

“
”

“他是掩护群众被杀的英雄”
问村里老人，到网络上寻亲

几乎全职寻亲不被人理解
向媒体求助找到烈士女儿

赵亚飞挖掘出的烈士的遗骨

赵亚飞将证书和奖杯都保管在床头柜中

赵亚飞在整理烈士遗骨 受访者供图

真正成功寻亲的只有2个

被家人抱怨
“不务正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