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仗剑天涯找战友“王仁才”
他自己就是王仁才
昨日在成都与湖北的女儿视频认亲，痛哭称“对不起”

曾因“仗剑背35万元现金找战友”而广受舆论关注的老人黄云彪，终于
确认了身份：他就是湖北仙桃人，他自己口中的战友“王仁才”。

16日中午，成华区八里桥附近，老人的住宅内，在与湖北仙桃女子
王爱萍打开视频聊天后，老人止不住泗涕横流，长约7分钟的通话，王爱
萍足足哭了2分多钟才止住眼泪。黄云彪也流着泪说：“我对不起你们。”

经双方确认，黄云彪即是王爱萍的父亲：1993年从湖北仙桃郭河镇铁
泥村出走的王仁才。

老人仗剑背35万元现金找战友？

谜底
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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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口腔五大医疗
惠民措施解读
看看哪些牙科福利与你有关

为落实便民、惠民措施，改善市民
口腔健康状况，帮助更多缺牙人恢复
牙齿健康，成都口腔五大医疗惠民措
施造福蓉城市民。即日起可拨打口腔
惠民专线028-69982575了解详情，报
名享福利。牙科福利含：

一、市民免费检查牙齿

任何牙齿问题，均可申请全额免
费检查：包含CT（面部颌骨、牙齿情况
等）、拍牙片、全景片、牙齿松动度检
查，华西名医免费看诊。

牙齿是老年人晚年幸福生活的保
障，牙不好嚼不烂，不仅影响肠胃消
化，甚至影响身体健康，因此口腔检
查、牙齿修复很有必要。

二、免费送多颗种植牙

缺牙市民，报名参与25日种植牙
专场援助，送多颗免费种植牙。

三、种植牙包干援助价

包干援助价，含进口种植体、基
台、牙冠在内的整颗牙齿，更省钱省
心，让市民无后顾之忧。

四、假牙抵300元现金

为减轻市民负担，针对有假牙的
市民，做种植牙可直接抵300元钱。

五、种2颗恢复半口缺牙

针对缺牙半口、全口，多颗的缺牙
市民，可采用种植2颗恢复半口缺牙，
种植4颗恢复全口缺牙的覆盖义齿修
复方式，花更少的钱做更多的牙，经济
又实惠。

想参与此次惠民福利、省钱省心
做牙的市民，均可致电口腔惠民专项
028-69982575报名参与。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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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
列5”第17313期排列3

直选中奖号码：306；排列5中奖
号码：30649。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 全 国 联 销“3D”第
2017313期开奖结果：

232。●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双色球”第2017135期开
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7、14、18、
06、01、26，蓝色球号码：16。（以上
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新时代需要
开启网信工作新局面

昨日下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全国网信系统宣讲报告会在成都
举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阮宗泽做了关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开创网信工作新局面的主题
发言。阮宗泽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为主题，从十个方面谈到学习十九大
精神的要点，既要深刻领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丰富内涵和重
大意义，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
化，也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部署，开启
新征程。阮宗泽同时提到新时代需要
开启网信工作新局面，号召在座互联
网企业和网络媒体抓落实、强担当。

成都日报锦观客户端负责人蒲薇
表示，许多媒体工作者在繁忙的工作
中存在“只低头干活、不抬头看路”的
现象，聆听报告会增加了“时空感”，对
于日后的媒体报道会更有使命感和指
向性。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明年2月上旬前
组建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

11月16日，四川省纪委召开全省推
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动员部署电
视电话会，部署全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
试点工作，要求强化责任落实，协同配
合推进，确保在明年2月上旬前，组建省
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建立党统一领导
下的反腐败工作机构，实现对所有行使
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会议指出，这次监察体制改革试
点工作，党委负主责、纪委负专责、成
员单位各司其责。要强化责任落实，党
委要担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当好

“施工队长”，确保领导坚强有力。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出走目的：
想把钱给女儿

与王爱萍视频结束后，黄
云彪擦拭了脸上的泪痕，抹去
上颚的鼻涕，向成都商报记者
讲述起了这次出走湖北的真实
原因。

“我都这个年纪了，还能活
多久？”他告诉记者，自己这次
去湖北仙桃，就是要落叶归根。
他拿出了床底下的两大包叶子
烟——这些都是他此前回湖北
时准备的，“我没其他需求，就
是要抽一口叶子烟。”说完他打
开卷起的叶子烟，撕开又卷好，
接着点燃吸了一口。

“我这次去湖北，没打算回
来。”黄云彪接着说。客厅里面
还摆放了一个塞得鼓鼓囊囊的
蛇皮袋，这也是黄云彪此次来
回四川和湖北的行李，“里面全
部是我穿的衣服。”

“以前老家的生活过得
苦！”黄云彪向记者回忆。他说，
自己幼年丧母，长大后去学徒
做泥工，靠着双手在村里盖了
四间瓦房。“我这些年在四川卖
药攒下了34.7万块钱，想拿回去
给老家的儿女们。”

不过从成都经绵阳去到湖
北仙桃后，黄云彪告诉记者，离
家近30年后再回到仙桃，自己
在街头迷了路，“原来是横的
路，现在成了直的了。”

此前，湖北武汉当地救助
站在救助黄云彪时，老人自称
出生于1924年，已经93岁，其
随身还携带了34万元现金，并
称现金是照顾他多年的战友

“王仁才”因车祸去世获得的
赔偿金，要把这些钱送给住在
仙桃的战友的儿子。其是否当
过兵也曾一度成疑。之后，将
其从户籍地河北石家庄接走
的好友王鸿达介绍，老人曾在
新中国成立前当过兵，不过并
无佐证，但对于其为战友儿子
送钱的说法则表示是老人糊
涂瞎说的。而出走原因则是因
为和家里人闹了别扭。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在
家事之外的交谈中，老人偶尔
表现出言语混乱、前后不清的
状况。

在黄云彪居住的小区，对
于这次他出走湖北，不少居民
称，老人与现在的爱人杨女士

（化名）大半年前就已分开居
住，最近几个月，黄云彪多数时
候都是一个人生活。爱人杨女
士也称，“（家里）房子年代有点
久，又脏又乱，我们无法在屋子
里面生活了。”杨女士解释。之
后，便是黄云彪独自在家生活。

而此次，黄云彪终于说出
了去往湖北的真实目的。对于
老人此次的说法，记者试图联
系黄云彪在成都的爱人杨女
士，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当年离家：
和家人怄气离家出走

黄云彪携35万元“仗剑走
天涯”的新闻被媒体报道后，居
住在湖北仙桃市郭河镇铁泥村
58岁的王文清开始提出认亲，
称老人自己就是其口中的“战
友王仁才”，并给出了他的判断
理由：长相多年未变，太阳穴有
一个小包，右手一个手指断掉，
相关信息均与父亲“王仁才”相
符。而其当年离家出走的原因
则是与母亲刘培英发生了争
执，之后离家，至今已24年。同
时称，老人的真实出生年份为
1938年。

对于当年自己的离家出
走，黄云彪称，当时是因为和
家人怄气，至于具体经过他没
有详说，“人（妻子刘培英）都
不在了，说这些干什么呢？”现
在回想当时离家的决定，是不
是后悔？“没有，不后悔。”黄云
彪说。

11月10日，黄云彪回到成
都，成都商报记者曾向其求证
是否认识“儿子”王文清，当时
其坚称不认识，对于视频连线
也表示出了抗拒，同时表示自
己不是“王仁才”，“王仁才已经
死了”。但对于“刘培英”却能记
起，同时对于自己的几个孩子
仍有记忆。

11月16日，黄云彪再次说
起了家人的情况。“有四个儿
子，老大1960年的，老儿属虎，
老三喝药死了，也不知道老四
成没成家，第五个是姑娘。”成
都商报记者询问其儿女的名字
时，他表示记不清楚了，“年纪
大了，脑筋不好了”。不过他告
诉成都商报记者，自己离家的
时候，“当时老二去当兵了，没
在家里。”这也得到了王家老二
王文金的证实。

按照王文清的说法，老人1993年离家
不归，之后可能改了名字，致使多年来一直
无法找到其人，同时“王仁才”的户籍资料
也已无法查询到。家人曾试图寻找，但一直
没有结果，甚至一度以为他已过世。其二儿
子王文金也向记者表示，家里面过节的时
候也会给父亲烧点纸，直到这次新闻出现。

然而，几百公里以外的成都，黄云彪一直
居住在成都八里桥附近的一个老小区。每天上
午八九点的样子，他会带着自己的茶杯出门，
穿过一条街后到一处茶馆坐下，要一杯2块钱
的茶水坐一上午，中午会在外面吃点便饭。茶
馆的人对黄云彪的印象是：“不多说话，也不打
牌。”黄云彪说不上来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但
他还清楚记得，这些年来这杯茶的价格变化，

“最开始只要5角钱一杯，后来到了1块，最后变
成了2块，不自己带杯子的话要3块。”

“我们都喊他老黄，也不知道他名字叫什
么。”在他居住的小区，居民们都称他为“老黄”，
而他留给居民们最深刻的印象，则是一头白色
的长发以及夏冬两季那两身太极服和军绿色
的大衣，以及他“什么病都能治”的草药方子。

“我在老家是姓‘王’的，到了四川这边
之后，就改成了‘黄’，起了‘黄云彪’的名
字。”黄云彪这样说，不过他并没有透露改
名的原因。离家之后怎么来到了四川？他向
记者表示，其实最开始去的广东，“后来一
个朋友带我来的四川。”

“到了四川就没做泥工了。”黄云彪说，在
四川最开始是给人看手相，之后跟别人学了
做药后才开始卖药，“是跟青城山一位师傅学
的。”在成都，黄云彪有了共同生活的人，并生
下一女，“我和成都的‘老婆’，是经人介绍认
识的。”黄云彪说。这个说法也和此前其在成
都的爱人杨女士（化名）的说法一致。

尽管在成都有了自己的手艺和家庭，但
多年来，黄云彪的生活似乎并不快乐，更多
时候，生活里的他更像一个孤独者。这大半
年来，家庭里的爱人和女儿也搬了出去，出
走之后，甚至连两人居住的房间也单独锁了
起来。小区居民介绍，黄云彪喜欢抽叶子烟，
加上年纪大，生活习惯的差异可能确实对孩
子的成长和家人的生活不利。

“在这边我就像个哑巴。”黄云彪这样
形容自己在成都的生活。“我说话他们又听
不大懂，他们说话我也听不来。”

他的生活向来独来独往。有一段时间，见
着小区里有人放起了风筝，他买了一个，希望
能够融入他们的老年生活，“我看到其他老人
都去放风筝，就买了一个，想跟他们一起去
放。”但似乎也不太顺利，黄云彪并没有坚持下
来。如今，风筝也不知去向，空留着线圈架子。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彭亮 逯望一
摄影报道

孤独
老者

“在这边，
我就像个哑巴”

老人：
“不要哭，
爸爸好得很”

见到王爱萍的那一刻，
黄云彪再也没能忍住眼泪。
这是一场等待多年的“见
面”，尽管只是隔着一块小
小的屏幕。手机那一头，王
爱萍也哭了出来。“不要哭，
我对不起你们，不要哭，还
没死，身体好得很，我想回
来，但走错了（路）。”黄云彪
流着泪，盯着屏幕，安慰着
王爱萍。

11月10日，在老人出走
多日后，顺利回到成都。当
日，在成都商报记者的协助
下就曾先后与其儿子王文
清和孙子王昆明进行了视
频通话，但均表示不认识。
当天晚些时候，王爱萍提出
要与父亲视频通话，她曾表
示，“父亲最喜欢我，如果这
一次他还是说不认识我，我
们也就放弃了，让他自己生
活。”然而，当晚老人并未回
家，一连消失了五天。

11月16日上午，在成都
商报记者的帮助下，王爱萍
终于见到了黄云彪老人。自
从老人的新闻被媒体陆续
曝出，王爱萍就坚信，新闻
中的“黄云彪”就是自己出
走多年的父亲“王仁才”。而
这一通视频电话也证明了
她数日来的坚持是对的。

视频过程中，黄云彪不
断向王爱萍讲述自己的状
况，“我身体好得很，还买了
房子，你不要哭，你看看我
就好了”，而王爱萍则一直
流着泪。足足隔了2分多钟，
王爱萍才止住了眼泪。

“我过来看你吧。”王爱
萍提出了想来看望老人的
想法。但对于这一请求，老
人回绝了，“你不来看我，来
回还要花钱，爸爸好得很。”
然而，王爱萍很坚持，一定
要到成都老人的住地当面
见见，“家里条件好了。”她
也表示：“这么多年你还记
得我们，我还是蛮高兴的。”

在王爱萍的坚持下，黄
云彪同意了王爱萍的请求，
并给女儿留下了他的电话
号码。

女儿：
“只想在以后的时间里
好好孝敬他”

20多年了，这次，王爱
萍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父亲。
结束视频后，王爱萍还几次
给成都商报记者打来电话，
希望记者能够帮忙让自己
见到父亲。

王爱萍说，作为家中最
小的女儿，父亲对她格外疼
爱。“我们几兄妹小的时候，
父亲就常年在外做瓦工，不
过走得不远，就在仙桃。”王
爱萍回忆，她印象中父亲在
1983年三哥（老人的三儿
子）去世时回来过一次，后
又出去了，就连母亲（老人
的妻子）去世他都没有回
来。这个并不完整的家庭，
一直是王爱萍母亲和哥哥
王文清在苦苦支撑。

王爱萍说，有时候哥哥
几个去找父亲要钱，父亲不
给；但她上门要钱时，父亲
每次都会给，她再将钱带回
来给母亲。“一家人都晓得，
他最喜欢的就是我，这次来
仙桃就是想找我。”

1992年，王爱萍结识了
现在的丈夫，这门婚事，父亲
不同意，“他当时觉得我太小
了，而且对方条件不好。”王
爱萍记得，最后一次见父亲
时，自己给他办了一张临时
身份证，但父亲留下了一句
话，“如果你嫁过去了，你以
后就见不到我了。”没想到，
这句话在事后成了现实。

到了1993年，当王爱萍
还是像以前那样去仙桃工地
上找父亲，但再也没有找到。
当年不发达的通讯，让王家
人在一次次寻找失败之后，
慢慢失去了信心。多年之后，
王家人都以为老人去世了。
王爱萍说，“这些年每到过
年，我都给父亲烧纸。”

11月16日和父亲视频
通上话，王爱萍欣喜若狂，
千里之外的父亲与她在视
频中相认。她说，她将在近
日赶往成都。“找父亲不是
冲着他身上的钱，当年父
亲离家有他的苦衷，我们
只想在以后的时间里好好
孝敬他。”

黄云彪与女儿王爱萍认亲成功

视频认亲

想把钱给女儿老家的路却早已大变

出走真相

在视频里见到女儿王爱萍的那一刻，黄云彪再也没能忍住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