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两个儿子失踪18年后，杨天健和妻子冯光碧终于见到了两个儿子18年后的“模样”。
两个孩子的“模样”，是被誉为“神探画家”的林宇辉为失子家庭绘就的第15幅画。此前，

他曾通过模拟画像帮助四川滴滴司机王明清找到了女儿。
2000年2月26日，杨天健的两个儿子在湖北武昌火车站疑似被两个妇女拐走。寻找18

年，没有两个儿子的任何消息。前几天，夫妻俩前往山东济南，找到退休警官林宇辉，画出两
个儿子18年后的模拟画像，继续寻找儿子。

据悉，目前还有近200个失子家庭在排队，等待林宇辉为他们失踪多年的孩子画模拟画
像。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两个家庭通过画像找到了亲人。

此前他曾助四川滴滴司
机王明清找到女儿

目前还有近200个失子
家庭在排队等他画像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拨

通“神探画家”林宇辉的电
话，接电话是林宇辉的妻子
侯女士。她解释说：“他（丈夫
林宇辉）现在很忙，很多事情
都是我在帮着他处理。”

“现在很多人找他（丈
夫）画，根本画不过来。”侯女
士说，为杨天健夫妇绘出两
个孩子的模拟画像后，丈夫
已总共为失子家庭绘就了15
幅画，接下来，还有近200个
失子家庭在排队等待，“（杨
天健）他们应该是排在100多
号的，但他们的家庭情况比
较特殊，一下丢了两个孩子，
爷爷为这事一直很愧疚，所
以就提前给他们画了。”

“画得很快，但前期研究
过程很慢，需要根据孩子小
时候的骨骼推断多年后的模
拟画像，这个很麻烦，他画的
时候也需要和孩子父母进行
交流沟通。”侯女士说，在接
到失子家庭的求助之后，他
们会通知对方到济南，并安
排在工作室住下。

“让他们出去住酒店需要

花钱，而且他（林宇辉）在画的
时候也需要跟孩子父母交流，
（工作室）地方大，平时他们来
了就和他们一起住工作室，一
起煮饭，这样挺好的，没人来
的时候我们就回家住。”侯女
士说：“（工作室）这里也是一
个家，不让他们（失子家庭）
觉得是在求着你干嘛，他们
找孩子多辛苦呀，我们希望能
给他们一点点关爱。也有人要
给钱，但我们坚决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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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首次对183个县市区
空气质量进行排名

昨日，记者从省环保厅获悉，《四川
省县（市、区）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方
案（试行）》（以下简称方案）已经正式印
发，首次对全省183个县（市、区）城市环
境空气质量及其变化程度进行排名，并
按月公布全省空气质量排名前10位和
后10位县（市、区）名单。

方案明确，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对辖区大气环境质量负责，对本行政
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履行组织、协
调、管理、监督职责，应当加强领导，制
定规划，采取措施，控制或者逐步削减
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使大气环境质
量达到规定标准并逐步改善。

183个县（市、区）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排名将考量哪些因素？据介绍，排名
将以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作为指标，空
气质量综合指数越大，表明综合污染
程度越高，排名内容包括SO2、NO2、
PM10、PM2.5、CO、O3六项监测指标。
排名方式将按照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由小到大确定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
名，按照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变化
率从小到大确定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变
化程度排名。省环保厅将负责公布、通
报全省183个县（市、区）城市环境空气
质量及其变化程度排名结果。公布内
容包括月度全省空气质量排名的前10
位和后10位县（市、区）名单、各区域内
空气质量排名的前5位和后5位县（市、
区）名单；季度累计的全省空气质量排
名和空气质量变化程度排名的前10位
和后10位县（市、区）名单、各区域内空
气质量排名和空气质量变化程度排名
的前5位和后5位县（市、区）名单。以上
名单将直接通报至各县（市、区）人民
政府。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今年7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医药法》颁布实施一周年。成都商报
记者从市卫计委了解到，为进一步推
动中医药健康文化传播和普及，提升
民众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四川省中
医药管理局、成都市卫计委、成都市中
医管理局将于7月1日在锦江区红星路
广场组织开展“四川省暨成都市中医
药健康文化推进行动——中医药健康
你我他”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

活动现场，省市中医医疗机构将
会开展体质辨识、艾灸、拔罐、推拿、按
摩、特色耳穴等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展
示中医药健康文化产品，如药枕、药
茶、香囊、中药精油等，还有中医药文
艺节目展演、中医药健康旅游线路推
介、中医药健康养生书籍赠送等。主办
方还邀请了21名省市知名中医专家开
展现场义诊，这些名中医在儿科、妇
科、脾胃科、内分泌科、呼吸科及治未
病等方向都颇有建树。市民可以关注

“健康成都官微”“四川中医药”“成都
商报四川名医”等微信公众号，了解专
家的详细情况、获取义诊名额。

成都商报记者 王拓

本周日来红星路广场
感受川派中医的魅力

今年1月17日，龙泉驿区环境监察
执法大队接到辖区街道环保办工作人
员的一条反馈：在龙泉驿区大面街办
青台山村12组发现一家违法电镀加工
作坊，其生产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造成环境污染。真实情况到底如何？

接到线索后，龙泉驿区环境保护
局迅速组织执法人员进行现场勘查。
执法人员到达现场时，该加工坊负责
人龙某江已不知去向。据环保执法人
员介绍，经询问该加工坊员工黄志时
得知，加工坊在电镀过程中产生的生
产废水被收集到厂房内的地下收集池
内，收集池内的废水未经处理，通过地
下预埋的管道直接排入厂房外的雨水
沟内，再经厂房外的雨水沟汇入居民
区的生活废水沟渠。执法人员立即委
托成都市龙泉驿区环境监测站依法对
该电镀加工坊的生产废水进行现场采
样监测。同时，对其电镀生产线进行了
现场查封，并将案情及时通报公安机
关。在公安机关传唤后，当事人龙某江
于1月22日主动到案接受调查。

1月23日，龙泉驿区环保局依法取
得该电镀加工坊生产废水的监测报告，
报告显示该加工坊违法排放的废水中
污染因子锌超过国家排放限值的
185.67倍。执法人员介绍，根据最高法、
最高检《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
29号）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实施刑法
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排放、倾
倒、处置含镍、铜、锌、银、钒、锰、钴的污
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
准十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
环境’”的规定，该电镀加工坊涉嫌严重
污染环境罪。龙泉驿区环保局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将该案移送成都市公安局龙
泉驿区分局立案侦查。

1月29日，公安机关依法对龙某江
实施刑事拘留，并于当日对龙某江电
镀加工坊污染环境案立案侦查。目前，
该案已由公安机关完成侦办，依法移
送龙泉驿区人民检察院，案件正在进
一步审理之中。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河边拍照
为捡掉落的手机 两女孩落水

6月24日，星期天，下午4时许，
10岁的玲玲在家做完作业洗完衣服
后，好朋友西西来到她家，邀她出去
玩耍，同行的还有一个四五岁的女
孩。随后，3名小女孩来到镇上的河

边，11岁的西西拿出了手机，三人在
一起拍照，玩耍，一不小心，西西的
手机掉进了河里。因担心手机丢失
回家挨骂，西西决定下河捡手机。

据当地群众介绍，事发地是一
个斜坡。西西捡手机时踩滑了，掉进
了水里，一旁的玲玲见状，想去拉住
西西，结果也落水了。

西西在河中越漂越远，玲玲双
手抓住了河中水草大哭，另一名在
岸边的小女孩也在哭泣。这时，附近
两名大妈见状，急忙大喊“救人”。

“开始西西说有人找她，喊玲玲
陪她一起去，我没让她出去，结果她
还是一起跑去玩了，差不多十分钟
后，我家对面的人就在说，西西被淹
了，我高血压都急出来了。”玲玲的
奶奶徐大妈回忆说。

英勇救人
14岁路过少年 跳河救起一人

14岁射洪少年陈杰林，当天正
在大英县金元镇外婆家玩耍，事发
时刚好经过此处，听到呼救声后，他
急忙向河边跑去。“当时，我看到一
名女孩在河中快要沉下去了，另一

名距岸边较近的女孩，在河中不停
地哭，我就急忙跑了过去，直接跳进
了河里。”陈杰林说。

昨日，陈杰林在射洪家中，想起
另一名溺亡的女孩，心中仍有遗憾。
他说，因为自己会游泳，所以当时直
接跳进了河里，使劲将玲玲往岸上
推。这时，又有群众赶到，就在岸上使
劲拉，最终成功将玲玲救上岸。“玲玲
被救上岸后，另一名女孩已经沉下水
了。”陈杰林说，在他救人过程中，应
该有人报警了，后来医护人员对玲玲
检查后，确认其身体并无大碍。

大英县公安局金元派出所所长
何红生介绍，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
赶到事发现场。经了解，西西落水处
的水深1.7米~2米，因水流速度不
快，便用竹竿在水中试探，但几番尝
试均未找到西西。随后，民警和消防
救援人员调用冲锋舟和气垫船，并
利用专业救援工具在河底寻找，最
终将西西的遗体捞了出来。

据了解，西西今年上小学五年
级，父母都在外打工，平时由奶奶照
顾。意外发生后，西西的家人已赶回
遂宁，处理后续事宜。

感谢恩人
获救女孩父母坚持拿钱给少年

带着玲玲回到家后，徐大妈听
说救人少年陈杰林左脚大脚趾被水
中暗礁划伤，立即购买了牛奶、水果
等准备去看望，但其他人劝她先把
玲玲照顾好，当时玲玲情绪很不稳
定，让她稍后再去感谢恩人。徐大妈
说，她随即给远在巴中上班的儿子
打了电话，儿子连夜赶回了老家，次
日，儿媳也回到金元镇陪伴玲玲。

6月25日晚，玲玲的父母辗转找
到了陈杰林，为感谢陈杰林的救命
之恩，他们拿出1200元钱，让陈杰林
赶紧去医院检查并治疗。

“我受的伤不严重，但叔叔阿姨
非要将钱强行塞给我。”昨日，陈杰
林说，目前他受伤的脚趾已被包扎
处理好，并无大碍。

徐大妈表示，真心感谢救人的
小伙，“要是出了意外，我怎么跟儿
子儿媳交代？”

金元派出所所长何红生介绍，
当地乡政府综治部门准备为陈杰林
申请“见义勇为”称号。

林宇辉为杨天健失踪的两个儿子所作的模拟画像
（上为大儿子，下为小儿子）

18年前两儿失踪 夫妇寻找无果求助

“神探画家”再助四川夫妇寻子

环境违法 曝光台

两个孙子的失踪，一直
是杨大爷（杨天健之父）心里
过不去的坎。

时间回到2000年2月26
日。当时，杨大爷带着两个孙
子，从湖北武昌火车站准备
买票乘坐火车回广安岳池县
老家。在火车站，两名操着四
川口音的妇女通过攀老乡成
功取得他的信任，杨大爷随
后将两个孙子托付给两个妇
女照看，自己忙着去买票，但
他第一次买票回来，两个妇
女说他票买错了，他随后又
去换票，但当他换票回来，已
经找不到两个孙子，同时消
失的还有那两个妇女。

和其他众多失子家庭一
样，孩子失踪后，家人除了报
警，还有去各地疯狂地寻找。

冯光碧说，失踪的大儿子杨
红春生于1994年3月，小儿子
杨彪生于1995年9月，在两个
儿子失踪后，她和丈夫又养
育了一儿一女，但新生命的
降临并不能替代失子之痛，

“这些年我们去过成都、重
庆、贵州、云南等很多地方，
希望打听到两个儿子的消
息，但一直没有音讯”。5年
前，杨天健还打印了3万多张
印着两个儿子照片的寻人卡
片，在寻子的城市里发，就连
在回老家的火车上，他也会
将卡片塞给车厢里的旅客，
希望有人知道儿子的下落。

10多年来，杨天健一直
没有更换手机号码，他担心有
一天，如果有人知道了两个儿
子的消息，无法联系上他。

直到6月21日，在山东
济南“神探画家”林宇辉的
工作室，杨天健和妻子终
于见到了两个儿子18年后
的“模样”。

杨天健说，今年4月，他
通过寻子网站和四川老乡王
明清介绍，得知山东退休警
官林宇辉通过模拟画像帮助
王明清夫妇找回24年前被拐
女儿的消息，随后他们也联
系了林宇辉，恳求他为两个
儿子画像，林宇辉很快答应
了他们的请求。

6月19日，夫妻俩从广安
乘火车前往山东济南，第二
天到济南下车时，林宇辉已
安排人到火车站接应，并安
排他们到工作室住下。杨天
健两个儿子18年后的模拟画
像，就是林宇辉从当天下午
开始，加班到次日凌晨3点完
成的。

拿到画像，冯光碧注意
到，在她印象中，小儿子比
大儿子要瘦一些，为何林警
官笔下呈现出来的模拟画
像，小儿子反倒变胖了呢？

林宇辉跟她解释，根据两个
孩子小时候的照片以及他
们夫妻俩的面向比对，大儿
子的脸部轮廓像父亲多一
些，脸庞清瘦，小儿子则更
像母亲一些，稍微显胖，所
以18年后的模拟画像，小儿
子的脸庞就要比大儿子的
脸庞显胖一些。

“看到画像的那一刻，
就觉得两个儿子真的就在
自己面前，画得太像了。”冯
光碧和丈夫紧紧盯着画像，
眼泪忍不住流下来。夫妻俩
随后手机拍下两个儿子18
年后的模拟画像，冯光碧将
大儿子的模拟画像设置成
自己的微信头像，丈夫杨天
健的微信头像也换成了小
儿子的模拟画像。

“现在有了模拟画像，
找到儿子的希望就更大一
些了。”昨日，冯光碧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如果直到自己
和丈夫去世也没有成功找
回儿子，他们也会叮嘱两个
孩子继续寻找两个失踪多
年的哥哥。

在林宇辉的个人微信
公众号——“林宇辉的画
笔”里，有一篇“寻亲画像”
声明：林警官为丢失孩子
的父母进行跨年龄画像，
不收取任何费用。任何声
称林警官收费画像的，都
是骗子，我们会通过法律
途径维护林警官的名誉。

侯女士说，丈夫在为
每一个失子家庭画出失踪
孩子模拟画像后，都会将
画像发到自己的微信公众
号，希望能帮助这些失子
家庭，早一天找到孩子。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摄影报道

河边拍照手机落水 两女孩捡手机坠河

路过少年英勇跳河救人
一女孩获救，另一女孩不幸溺亡 当地政府准备为救人少年申请“见义勇为”称号 旅游玩耍拍照时

应远离危险地带

事发后，玲玲情绪一直不稳
定，晚上时常被噩梦吓醒，感到
害怕恐惧。星期一至星期三，玲
玲都在母亲陪同下在家休息。这
几天，母亲、老师纷纷劝说玲玲，
让她勇敢面对生活，这样才能对
得起救她的哥哥。昨日上午，经
过三天的休息和大人的开导，玲
玲情绪稳定了很多，上学去了。

对于这起悲剧，金元派出所
所长何红生也感到痛心。他介绍，
网上已报道了很多在悬崖边自
拍坠崖、走路看手机遭车祸等意
外事故，这次意外也是因为手机
而起，而且还是读小学的孩子。

“这些悲剧其实可以避免
的。”何红生提醒，人们在旅游玩
耍拍照时，应远离危险地带，走路
时放下手机。而且，现在已经进入
汛期，河水上涨，在河边玩耍时一
定要谨慎小心，特别是孩子，家长
一定要让其注意安全，最好不要
脱离视线，而且要远离河边。

（文中孩子均为化名）
何红生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警方
提醒

“看到画像，觉得两个儿子就在面前”
模拟画像模拟画像

爷爷火车站托“老乡”照看 两孙儿失踪
1818年前年前

画完这幅，还有近200个失子家庭在排队
““神探画家神探画家””

昨日，遂宁大英县10岁的
玲玲在家休息三天后，经过老
师们的开导，重新上学了。

从6月24日晚上开始，玲
玲一直感到害怕——当天下
午，她在好朋友西西的邀请下，
和另一名四五岁的小女孩到河
边玩耍，在拍照过程中，西西的
手机不慎掉落河中，西西和玲
玲随即下河去捡，结果双双落
水。路过此处的14岁少年陈杰
林听到呼救后，跳河救起了玲
玲，西西却不幸溺亡。目前，当
地政府准备为英勇救人的少年
申请“见义勇为”称号。

神探画家有仁心
林警官为丢失孩子的父母进行跨年龄画像林警官为丢失孩子的父母进行跨年龄画像

不收费不收费。。任何声称林警官收费画像的任何声称林警官收费画像的，，都是骗子都是骗子。。

冯光碧至今保存着两个
儿子失踪前的全家福

林宇辉

电镀加工坊违法偷排废水
被立案侦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