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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名字和一张合影是仅有的线索

一直以来，内蒙古兴和县小伙哥待
有一个深埋在心里的愿望：找到母亲。

1995年出生的哥待介绍，他的母亲
20多年前被拐骗到内蒙古，之后生下了
他。他出生不满百天，母亲的家人在公
安机关的陪同下寻来，带走了母亲。此
后，母子再也没能见面。

20多年的人生从没有母亲的陪伴，
给哥待留下很多遗憾。母亲的名字和一
张全家合影的照片，就是他对母亲的全
部记忆。

“母亲叫刘冬梅（化名），是中江县
人。”哥待说，听父亲说过，母亲离开后，
还和家里通过一段时间的书信，但父亲
再次组建家庭时，把来信都烧掉了。”12
岁那年，哥待还曾收到母亲从深圳给他
寄来的新衣。

2015年，哥待有了正式工作，也有了
谈婚论嫁的女友，找到母亲的愿望愈发
强烈。他希望能找到母亲，让她参加自己
的婚礼，为自己送上祝福。于是，在这个
夏天，哥待奔赴四川，开启了寻亲之旅。

跨越上千公里 小伙赶赴中江寻母

内蒙古兴和县离中江近1800公里，

为了寻找母亲，在辽宁工作的哥待乘火
车先后取道甘肃、成都，于7月10日上午
到达中江县。

哥待找到了中江县公安局，详细告
知了自己的来意，当地警方在全县人口
户籍数据库里寻找同名的人，并一个个
地开展核实工作。“每联系一个人，我心
里便怀着很大的希望。但是，当对方说
没有这一段经历后，我的失落感油然而
生。”哥待说道。

“我到处打听，听到有和我母亲同
样名字、年龄相近的人，就去实地查
看。”哥待说，“其实，我心里非常矛盾。
如果她已经有了家庭，我的出现会不
会给她带来麻烦？但我还是想试着找
找，因为这是我20多年来最大的一个
心愿。”

AI识别技术 助力母子团聚

“我们根据他所描述情况，在系统
里进行查找，列出了几个乡镇的几名疑
似人员。镇政府、派出所、村委会等多方
开展联动，协同发力，积极帮助寻找哥
待的母亲。”县公安局行政审批服务大
队大队长吴大华介绍说，各方即时展开
信息沟通交流，通过AI识别技术，并实
时根据具体情况，逐步缩小寻找范围，

让哥待的寻母之路逐渐明朗起来。最
终，大家确定了一名高度疑似对象，并
及时进行联系。

“听吴大队长介绍了情况，尤其是
看到了那张合影照片中的自己，我已确
定了哥待就是我的孩子。”刘冬梅说，

“11日下午，都快6点了，我听到了这个
消息，激动得整晚都没睡着……这幸
福，等得太辛苦，来得太突然……感谢
所有好心人！”

据刘冬梅介绍，离开内蒙古之
后，她常常想起孩子。每每看到别人
的孩子都会触景生情，黯然神伤。她
后来也给孩子寄过几次物品，但一直
没有回音。

据了解，目前，刘冬梅、哥待已分别
被抽取血样，以备相关技术部门进行
DNA比对。虽然DNA的鉴定结果还要
几天才能出来，但是从母子二人保存的
照片、体貌特征及相关资料证实，他们
的母子关系高度吻合。

“现在，DNA的鉴定结果对我们来
说，已经只是个单据了，已经不那么重
要了——我得赶紧带儿子回家，听说未
来的儿媳妇马上也要来，得赶紧准备准
备！”刘冬梅说道。

吴家红 张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自贡女孩患上再生障碍性贫血

罗新莲的家在四川省自贡市沿滩
区开元路，90平方米不到的旧宅里住着
爷爷、奶奶、爸爸，还有哥哥、姐姐和她。

小莲的父亲罗南君，现年47岁，从
前在瓷砖厂当搬运工，勤快些，每月能
挣到六七千元，足够养家。2011年3月，
前妻滕慧君（化名）离家出走，罗南君在
父母的帮助下，抚养着3个孩子成长。

2016年春节前夕，小莲因腹部疼
痛到医院检查，经检查确诊，她患上了
再生障碍性贫血病。

小莲患病的噩耗，无疑让这个家庭
雪上加霜。为了救治小女儿，罗南君花
光了所有的积蓄。据估算，自小莲患病
至今，除去报销，仅个人部分医疗费用

就花了20余万元。
“再苦再难，我必须要把儿女们拉

扯大。”作为一名单亲爸爸，罗南君深知
肩膀上的责任有多重。去年10月，瓷砖
厂倒闭，如今罗南君在一家餐饮店工
作，每月可挣三四千元。

妈妈离家后 只见过她3次面

谈及“妈妈”这个词，罗新莲感觉既
陌生又熟悉。2011年初，小莲2岁多的时
候，妈妈便离开了家。

2016年至今，小莲先后住院治疗19
次，都是爷爷奶奶和爸爸轮流照顾。

而自妈妈离家后，小莲只见过妈妈
三次面。第一次，是2016年3月，小莲确
诊病情后；第二次，是去年10月，妈妈到

成都接受骨髓穿刺配型检测；第三次，
是今年春节，妈妈到自贡与爸爸协商处
置房产问题。

小莲喜欢画画，她记得，在上幼儿
园大班的时候，老师让大家画一幅全家
福。在画纸上，小莲凭借印象画上了爸
爸、哥哥、姐姐和她。可是怎么画“妈妈”
呢？她不知道妈妈长什么样，只能凭着
想象画出了她认为的妈妈的模样。

住院频率增多 病情愈加不稳定

罗南君说，滕慧君是内江人，两人
在广东打工时认识并结婚。2011年初，
滕慧君离开了家，2015年两人办理离婚
手续。后来，前妻在贵州重新组织了家
庭。罗南君留有前妻的电话，但从来没
有打通过，即使是找前岳母，也只能留
个话，等待回音。

罗南君告诉记者，今年3月，父女俩
通过骨髓穿刺配型成功，但需要准备至
少30多万元的医疗费用。如今，小莲的病
情越来越不稳定，住院频率也增多。无奈
之中，罗南君只能一边配合医生的治疗
日程安排，一边抓紧时间筹集手术费。

罗南君表示，小莲的病情先后得到
了当地政府、学校、爱心企业的关心，也
得到了政策救助和部分爱心捐款，但资
金缺口仍然很大，“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想办法医治女儿。”

对于小莲来说，在接受手术前，她
最希望的，还是妈妈能再次回来看看
她，陪她渡过即将到来的人生难关。

罗南君则表示，他理解前妻的处
境，因此他没想过要对方承担费用，只
是单纯希望联系上对方，达成女儿的
心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袁伟
摄影报道

13日，四川省科协、省委宣传
部、省科技厅、中科院成都分院、省
国防科工办共同发布了2019年四川

“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10位四川
科研人员获此殊荣。

他们分别是：攀钢集团研究院有
限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钒钛资
源综合利用国家实验室副主任孙朝
晖；阿坝州畜牧科学技术研究所所
长、阿坝州畜牧兽医学会会长、农技
推广研究员何世明；西南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副院长、教授徐勇；东方电

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方宇；四川省
乐山市中医医院主任中医师汤一
新；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
中心研究员潘桂棠；绵阳市农业科
学研究院院长王秀全；自贡市轻工
业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
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符宇航；
西南交通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院长、教授、博导邹喜华；中国科学
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永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2019年 他们是四川“最美科技工作者”

妈妈，终于找到您了……

出生不到百天母子分离出生不到百天母子分离
内蒙古小伙中江寻母内蒙古小伙中江寻母：：

““妈妈妈妈，，我终于我终于
找到您了……找到您了……”“”“我我
的孩子的孩子，，我想死你我想死你
了……了……””1212日上午日上午
1010时时3030分许分许，，在中在中
江县公安局行政审江县公安局行政审
批服务大队会议批服务大队会议
室室，，一名青年男子一名青年男子
与一位中年妇女相与一位中年妇女相
拥而泣拥而泣，，久久不愿久久不愿
分开分开。。在他们身边在他们身边，，
青年男子特意购买青年男子特意购买
的一束红色康乃馨的一束红色康乃馨
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 这 感 人 的 一…… 这 感 人 的 一
幕幕，，让在场的所有让在场的所有
人不禁为之动容人不禁为之动容。。

为 了 这 次 见为 了 这 次 见
面面，，母子俩等了母子俩等了2424
年年，，大婚在即大婚在即，，内内
蒙古小伙哥待蒙古小伙哥待（（化化
名名））中江寻母终如中江寻母终如
愿愿，，他希望在自己他希望在自己
婚礼上婚礼上，，母亲能母亲能够够
亲自为他和妻子送亲自为他和妻子送
上祝福上祝福。。

““我想妈妈回我想妈妈回
来看看我来看看我，，可怎么可怎么
也联系不上也联系不上。”。”77月月
1111日上日上午午，，患再生患再生
障碍性贫血病的障碍性贫血病的
1010岁女孩罗新莲岁女孩罗新莲
正在家里调养身正在家里调养身
体体，，不久后不久后，，她将她将
到成都接受骨髓到成都接受骨髓
移植手术移植手术。。在小莲在小莲
记忆中记忆中，，父母离婚父母离婚
后她一共只见过妈后她一共只见过妈
妈三次面妈三次面，，都是在都是在
自己生病之后自己生病之后。。

在 骨 髓 移 植在 骨 髓 移 植
手 术 前手 术 前 ，，女 孩 希女 孩 希
望望，，妈妈能再次回妈妈能再次回
来看望自己来看望自己，，陪自陪自
己渡过即将面对己渡过即将面对
的 难 关 …… 而 孩的 难 关 …… 而 孩
子父亲表示子父亲表示，，他没他没
有想过要前妻承有想过要前妻承
担费用担费用，，而是单纯而是单纯
希望联系上对方希望联系上对方，，
达成女儿的心愿达成女儿的心愿。。

妈妈，能回来看看我吗？

接受骨髓移植手术前接受骨髓移植手术前
1010岁女孩的最大心愿岁女孩的最大心愿：：

AI识别技术帮助下，小伙与母亲在分别24年后团聚

2岁时妈妈就离开了家，如今女孩希望，妈妈能陪自己渡过难关

哥待与母亲相拥而泣，久久不愿分开 图据中江警方

采访当天，小莲画了一幅画，她说，这是她梦想病好长大以后带着家人去旅游的地方

昨晚，“2019四川花卉（果类）生
态旅游节分会场暨成都有机蓝莓
节”在蒲江县朝阳湖镇开幕。本次蓝
莓节活动丰富、精彩纷呈，游客们可
采摘体验、亲水品酒，享受蓝莓有机
慢生活，更有游客现场抽中了价值2
万元的“蓝莓锦鲤”。

本届蓝莓节旨在宣传蒲江优质
生态资源，推广乡村特色旅游项目，
促进优质农产品销售，搭建农商文
旅体融合发展交流合作平台。活动
期间，主办方将开展“蓝莓宝宝”评
选，举办“2019成都市有机蓝莓推介
会”，以及蓝莓音乐、蓝莓摄影、蓝莓
产品手工制作等，各项活动将持续
至8月底。

昨晚的开幕式会场设在“花涧和
鸣·蓝莓谷”基地内。花涧和鸣·蓝莓
谷是集有机果蔬种植、蓝莓制品加
工、旅游观光、有机健康生活体验、科
普教育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体
项目。开幕式分为三大环节，第一环
节是嘉宾体验采摘蓝莓，第二环节是
举行授牌、签约仪式。有机蓝莓受到
众多高端商超和名优酒店的青睐，开
幕式上，高端商超“盒马鲜生”为蓝莓

谷授牌，蓝莓谷与皇冠假日酒店签
约。更为重磅的是，朝阳湖镇人民政
府与成都刘氏竹编工艺有限公司就

“刘氏竹编文化旅游项目”进行了现
场签约，此项目将推动朝阳湖镇农
商文旅体融合发展上一新台阶。

第三个环节是邀请嘉宾在户外
草坪观看演出，并现场抽取“蓝莓锦
鲤”，赠送价值2万元的全家蓝莓套
餐，包括125g有机蓝莓365盒、60g冻
干蓝莓15袋、750ml蓝莓酒6瓶，以及
和鸣木居一晚住宿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袁勇
图由蒲江县委宣传部提供

日前，成都市政府公布了成都
市第十四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高
新区坛罐乡李家祠堂等 32 处建筑
被认定为成都市历史建筑。截至目
前，成都已认定公布 14 批次共 188
处历史建筑。

据市住建局城市更新处相关负
责人介绍，在历史建筑的挖掘过程
中，保护面不断扩大，不仅将更多代
表着不同历史时代特征、不同类型的
建（构）筑物纳入保护，还拓展了保护
范围，将一些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
镇、名村成片的建筑以及“三线建设”
时期的工业建筑纳入了保护名录。

例如，此次公布的历史建筑中，
包括了平乐镇花楸村李家大宅、李
家院子、徐家大院、杨家大院等位于
传统村落的民居建筑；覆盖了郑小
康公馆、廖玉廷公馆等历史文化名
镇的公馆建筑；涵盖了黄龙溪镇区
域内一系列历史风貌保存完整的历
史建筑。此外，还首次收录了“人民
公社化”时期的原新民公社居住点、

“三线建设”时期的四川锅炉厂旧址
等这类极具时代记忆的建筑。

原新民公社居住点入选
人民公社历史的实物遗存

位于新都区新民镇新民社区7
组，建于1956年、建筑面积731.7平
方米的两层砖木结构，是原新民公
社的集中居住点，本次入选了第十
四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记者了解到，该建筑以方形砖
柱作承重柱，柱上架三角形木梁架
支撑屋顶重量，盖小青瓦，前后檐
设廊，一二层之间以木板相隔，房
间以中柱对称布局，共 56 间。楼道
侧墙留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
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等标语。据
市住建局城市更新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建筑是记录人民公社历史
的重要见证和实物遗存，具有较特
殊的历史意义。

平乐镇4处传统民居
反映清代时期生产生活形态

此次公布的历史建筑名录中，
有 4 处来自平乐镇花楸村，包括李
家大宅、李家院子、徐家大院、杨家
大院。

上述负责人介绍，邛崃平乐镇
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而花楸村
为中国传统村落、省级历史文化名
村，这里历史建筑保存完好，自然生
态环境优美。花楸村的这 4 处历史
建筑都是清代传统民居，这些建筑
大都因地制宜，依托自然环境巧妙
布局，保存完整、规模较大、构件精
美，反映了清代富裕阶层的生产生
活形态。它们的入选，对于了解清代
时期人们的居住生活形式具有重要
的意义。

四川锅炉厂旧址
三线建设时期的重要见证

记者了解到，此次入选的四川
锅炉厂旧址，位于金堂县三星镇，始
建于1968年，占地面积约40公顷。
其初名“东方红机械厂”，为国家在
三线建设时期投资建造的工厂，以
生产“09”“801”等军工产品为主。
1980年后转产工业和电站锅炉，更
名为“四川锅炉厂”。

据介绍，东方红机械厂作为三
线建设时期规模较大的一个军工
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为金堂和成
都地区的工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突
出贡献，是成都三线建设中的代表。

上述负责人表示，该建筑是研
究成都地区工业遗址和三线企业的
重要案例，同时凝聚了特定历史时
期的集体记忆。“‘川锅精神’曾是金
堂工业行业的代表，体现了国有企
业进行自身改革的壮士断腕般的决
心和勇气。”他表示，这也是改革开
放以来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全过程的
重要见证和缩影。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感受蒲江有机慢生活

有机蓝莓节来了！

成都第十四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来啦！

李家祠堂等32处建筑入选

成都有机蓝莓节开幕式现场

蓝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