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失12年，我们都以为死
了。”母某琼的堂嫂王女士说。

母某琼老家“长生沟”位于凤
凰山下，与贵州白沙乡平滩村以山
沟为界，一座小桥相连川黔两省。
母某琼出生于1970年，姐弟四人，母
某琼排行老大，初中毕业。母某琼
母亲早逝，妹妹已逝，两个亲弟弟，
一个在合江，一个在广东阳江打
工，78岁老父亲母启江独居在家。

据称，母某琼年轻时高大漂
亮，为人勤快，经人介绍与凤鸣村
民冯某结婚。生了女儿后，母某琼
与丈夫一起到外省打工。但女儿三

岁左右时，母某琼突然精神失常，
被送回凤鸣村治疗。在此期间，母女
又突然同时失踪，后母某琼被从合
江县城找到，女儿则至今下落不明。

此后，母某琼和冯某离婚，改
嫁给了贵州赤水市白云乡平滩村
村民李元奎，户口也迁到了贵州，
至今仍处于结婚状态。

贵州赤水凤凰山半山叫“大梗
上”的小山脊，就是母某琼和丈夫
李元奎的家。李家兄弟二人，各有
三间瓦房，母某琼失踪12年来，房
子没有多大改变。

李元奎嫂嫂陈女士看了“无名
女”的照片和视频后，确认是弟媳
妇母某琼。据陈女士回忆，母某琼
刚嫁给李元奎时疯疯癫癫，大约治
疗两年多后好转，并怀上了孩子。
生孩子前，母某琼病情突然恶化，
后来几年时好时坏。母某琼失踪
前，在李家所生的女儿五六岁。

几位亲人都证实，母某琼失踪
前生活能自理，还自己卖东西挣
钱。只要不赶场，她就在山上干农
活，烧火做饭、洗衣喂猪。“早上天
不亮她就上山，天黑别人都回家
了，她还在地里干活。”陈女士说。

嫁到贵州后，母某琼仍经常到
凤鸣赶场。她一般不会空手来回，
总要带点鸡蛋、瓜果去卖，即使无
货可卖，也要捎几把楠竹枝条（可
以做扫帚）卖。换来的钱，母某琼装
在身上，不会交给别人，也不放在
家里。所以她刚失踪那阵，堂嫂等
亲人都判断“短时间饿不着她”。

王女士不记得母某琼失踪的具
体时间，但她非常确信母某琼失踪的
前一次赶场，母某琼在凤鸣场上卖了
一背篓竹枝，并且在凤鸣场口王女士

家里吃了中午饭后才回的家。
“时间应该是农历的七八月

间，农村刚收完水稻不久。”陈女士
说，因为母某琼勤快、力气大，当年
她家承包的稻谷，好多都是母某琼
帮她从山上背回家的。最后一口袋
谷子，母某琼还跟嫂嫂抢着背。

最后一次赶场，陈女士先出
发，母某琼追上来。“我跟她开玩
笑，喊你在家看房子，你跟来干啥
子？”陈女士回忆，母某琼笑嘻嘻地
说：“房子没人背得去，我也要去赶
场耍。”到了凤鸣场，各自走散，当
天母某琼没有回家，就此失踪了。

母某琼失踪后，李元奎及母家
的亲友们以凤鸣为圆心，沿四川、
贵州周边乡镇寻找，甚至找过合江
县城等地，但是数年寻访均无所
获。以至于后来，连父亲母启江都
以为女儿已经死了。

从丰福来提供的情况看，他收留
无名女已经整整12年，而母某琼娘家
人提供的失踪时间也恰好12年左右。
由此分析，母某琼在赶场途中于合江
县凤鸣一带失踪后，到达了150公里
外的宜宾市喜捷镇新江村一带。

“精神虽不正常，但是陌生人
带不走她。”几位亲人都这样认为，
当年母某琼失踪，应是他人所为。

“带走母某琼的人要么是她的熟
人，要么她是强行被带走的。”

有宜宾新江村熟悉情况的当地
村民称，“无名女”是一个姓罗的男
子带过来的，“罗姓男子说该女子是
他的妹妹。但口音不同，肯定不是。”

王女士则回忆：“在宜宾，丰福
来说是花3000元买的。”

由于母某琼无法正常表达，她
“失踪”的真实原因目前仍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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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传统种植牙之所以存在
高失败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无法
做到精准种植，医生缺乏医疗设备
的精准辅助，没法全面了解患者的
口腔情况，不能确定种植体精准的
种植位点，只能靠目测，凭经验和感
觉去种植。

而智能牙科与传统种植牙的本
质区别是，智能辅助决策，5G技术的
应用更是加快智能牙科在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的创新突破和集成应用，实现高
智能、高精准、高效率种植。5G技术
具有超高速率、超低时延、超大链轨
的显著特性，在它的支持下，CBCT、

口内扫描仪、德国麦哲伦数字化中
心、3D打印种植导板、CAD/CAM等
软、硬件智能设备功能形成整套系
统，每个终端拥有深度挖掘和输出
数据的能力，更是提升大数据中心
的超级运算能力，根据每个人的不
同年龄、不同体质条件进行分析，计
算出需要多少颗种植才足以支撑起
牙冠，什么样的种植深度和角度才
能在“贫瘠”的牙槽骨上实现牢靠的
骨结合效果，拥有可靠的咬合力。而
AI智能设计的口腔生物力学方案，
形成牙齿支撑力与咀嚼承受力的完
美平衡，突破“骨结合”的概念限制，
让“当天种牙，当天用”成为可能。

关注智能牙科“5G应用智能种植牙体系”

智能牙科正式发布升级“AI+2代即刻用”种植牙，
更稳固，更有劲，更长久，适应性更强！

中德（数字化）种植牙月300颗大会指定植体2019元申领开启，通过四川名医热线028-60160000预约，检查费、德国种植牙医师会诊费全免

从2017年底至今，随着智能
牙科在成都的广泛亮相以及新型
种植牙技术“AI+即刻用”的推广，
成都也正式进入智能种牙新时
代。“当天种牙当天用、安全无痛
种植”的口碑也在中老年缺牙群
体中迅速传播，仅2018年，就有
数千缺牙市民通过“e+即刻用”种
植牙解决吃饭难题，智能牙科的
朋友圈也经常晒出“任性吃喝”的
美食大餐。近日，一位六旬的“美
食达人”来种牙时说，以前只能将
食材煮得稀烂，囫囵吞下，选做智
能牙科的“即刻用”种植牙，就是
因为当天就能恢复饮食，早一天
种，早一天用。

5G时代刚开始，未来，智能牙
科在5G口腔应用上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但庆幸的是各种技术难题正在
不断地被攻克，智能牙科坚定“AI+
口腔”发展方向，不断升级种植牙技
术，让5G高智能种植牙惠及缺牙
者。随着第二届德国数字化种植牙节
的开展，5G高智能种植牙体系不仅
得到中外口腔专家的赞赏，更收获缺
牙市民的肯定，很多缺牙老人更是慕
名从各区赶来，我们也在此提醒老年
朋友，出行应注意安全，最好是出发
前和我们联系确认乘车路线，下车后
如 对 方 向 不 清 楚 ，也 可 拨 打
028-60160000联系我们，以免多
走冤枉路。目前，第二届德国数字化
节的300份年度大礼“进口种植体
2019元”正火热领取中，因数量仅有
300份，有种牙需求的市民要尽快申
领（每人限1份）。

我们注意到，拨打我们名医
热线的缺牙者中，有不少患者是
和李老一样的情况，年龄大、牙
槽骨薄、牙周炎、半/全口牙缺失
以及身体条件不佳等，他们的共
同点就是，对种植牙已然了解，
迫切要种牙，但又担心手术风
险，害怕手术创伤，身体承受不
了，还有部分患者是因自身条件
太差，四处求医无门。

而“即刻用”种植牙正是中
老年多颗缺牙修复的标志性技
术，其核心优势就是突破了传统
种植牙需要二次手术以及3-6
月的等待时间，拔牙、种牙、戴
牙，都在一天内完成。它在2012

年引进中国内地后，无论是在北
上广深一线城市，还是在武汉、
成都等，都成为半/全口缺牙中
老年的优选，完成七年百万案例
的积累。2017年，智能牙科将“即
刻用”种植牙落户后，并不止步
以此，特别邀请“即刻用”种植牙
研发团队到蓉城，集合北京、成
都、杭州等多地的种植牙学科带
头人组成研发小组，在“即拔即
种即用”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技
术升级，实践互联网思维、5g万
物互联的理念，数字化技术与

“即刻用”的结合应用，完成技术
和标准的全面升级——“AI+2
代即刻用”种植牙。

“AI+即刻用”种植牙风靡蓉城 它与其他种植牙有什么不同？ 5G种牙新技术：
加速种植牙的智能化、精准化 让成都缺牙者种牙更快，咬合更有力

“毛阿敏、外婆的妹瓦厂坡
王国清、半边田王泽英……”四
川省宜宾市叙州区喜捷镇新江
村，64岁村民丰福来家的外墙
上写满了碳字，落笔留锋有板
有眼，不像孩子涂鸦。

这些碳字出自一名“脑筋
失灵”的中年女子之手。该女子
流落当地12年，一直跟随丰福
来生活。“从女子写得一手好字
来看，她不像天生失智。但是其
智力失常导致无法沟通交流，
我也弄不清她的具体来历。”今
年4月，丰福来曾向媒体求助寻
找“无名女”的家。

丰福来是新江村土生土长
的农民，今年64岁，十三四年前
妻子因病去世。他的三个子女，
目前都在外地打工，或结婚在
外地。丰福来平时除了务农，还
在当地场镇治疗跌打损伤。

对于“无名女”的来历，丰
福来不愿多谈，声称是有人介
绍认识的。也有村民反映无名
女是丰福来花5000元钱买来
的，但这种说法未得到丰福来
承认。

记者早前对“无名女”的报
道，迅速引起宜宾市叙州警方
的重视，喜捷派出所民警庚即
赶到丰福来所在村了解情况。
并把“无名女”送往宜宾普安境
内的叙州区精神病医院治疗。

6月中旬，一群来自四川泸
州合江县的人，辗转赶到丰福
来和“无名女”经常赶场的喜捷
镇五桂场，找到正在打牌的丰
福来。

记者从叙州区警方得到确
认，当日来人中的78岁合江县
凤鸣镇瓦窑村村民母启江，和
无名女一起抽取血样检测，
DNA比对结果显示：母启江系
无名女的生物学父亲。由此证
实“无名女”实为原籍四川合江
凤鸣镇村民母某琼。

但此后，亲人们并未将她
接回家，甚至也没有再来看她。
负责具体承办此事的叙州区公
安分局刑侦大队民警联系过母
某琼亲人，得到的答复是会尽
快再来宜宾将母某琼从医院接
出来。

母某琼堂侄女母女士告诉
记者，母某琼的父亲母启江打
算把女儿从精神病医院接出
来，交给丰福来临时照顾看管。
但由于母启江患病等原因，一
直没有成行。

记者得知，母某琼有个女
儿已经长大成人，两个亲弟弟
也分别在合江和广东打工。

叙州区精神病医院相关人员告诉记
者，自从6月份有人到医院看过“无名女”
后，至今没有再来确认身份，医院方面也
没有得到无名女任何真实的身份信息。
在医院，母某琼被登记的病人姓名仍然
是“无名女58号”。期间，丰福来每隔十天
左右就去看她一次。9月26日，刚刚探视
了母某琼的丰福来告诉记者，他愿意跟
母某琼生活在一起，照顾她一辈子。

但因为丰福来与母某琼之间没有任
何血缘和法定的婚姻关系，丰福来无法
从精神病院带走母某琼。

而78岁的父亲母启江认为自己年岁
太大，无力承担监护母某琼的责任，他也

不会把母某琼接回合江凤鸣生活。
母某琼女儿小李目前在外地打工，

她向记者表示，在她印象中，妈妈的精神
疾病已经被治好了，精神是正常的。如果
妈妈是在精神正常的情况下抛弃她的，
她不会管妈妈；如果妈妈是精神不正常
被拐卖，则希望抓到嫌疑人，搞清楚情况
再说将来承担责任问题。

记者了解到，李元奎已于几年前跟
另一女子生活在一起，虽然没有和母某
琼办理离婚手续，但事实上已经另组家
庭，目前两人都在外地打工。嫂嫂陈女士
说，李元奎已经知道了找回母某琼的消
息，但他明确表示不会接收母某琼回家。

全国律协婚姻家庭法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会员张承凤
律师认为，原则上，法律要求男女双方都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符合国家规定的条
件，方能登记离婚。如果婚后一方丧失民事
行为能力，配偶就成为其法定第一监护人。

本案中，母某琼在首段婚姻存续期
间精神失常，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其所谓
的“离婚”可能存在程序瑕疵，合法性待
定。但是其第二次婚姻，国家婚姻登记机
关又向男女双方颁发了结婚证，这又意
味着国家承认母某琼第二段婚姻的合法
性（当然，基于第一段婚姻离婚存在问
题，第二段婚姻是否合法也是有疑问的，
况且在办理第二段婚姻登记时，其行为
能力是否正常，也是需要考虑的）。

由此，母某琼的现任丈夫李元奎就成了
她的法定第一监护人。李元奎不仅不能抛弃、
虐待她，还要为她的民事行为承担责任，其父
母启江、其女小李、其弟母某伟等是后阶顺位

监护人。在没有得到李元奎首肯之前，母启江
其实没有权利把母某琼的监护权擅自转让给
丰福来。即使母某琼和李元奎解除婚姻关系
再与丰福来结婚，也存在操作上的困难。原因
是法律本着保护弱者的原则，作为母某琼第
一监护人的李元奎，不能自己主张作出解除
本人和被本人监护的母某琼的婚姻关系。除
非，其他监护人比如母启江和小李等直系亲
属，愿意承接母某琼的监护权，并同意被监
护人母某琼与配偶李元奎解除婚姻关系。

四川方策律师事务所郭刚律师认为，
母某琼应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总则》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李元奎为其
第一顺位监护人，现李元奎拒绝接收患有
精神疾病的母某琼，已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婚姻法》规定的夫妻之间相互扶养义
务，若情节严重，则涉嫌遗弃罪。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首席记者
罗敏 摄影报道

失踪12年后找到家人
却遭遇难回家的尴尬无名女58号

她身材高大魁梧，干活
勤快有力气；她精神失常，
却写得一手“好字”……一
女子生活在深山12年，却始
终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大
家叫她“无名女”。

今年4月14日，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报道了四川宜宾市叙
州区喜捷镇新江村，村民丰福来
收留智障女子12年，希望为她找
到家人的消息后，全国各地数十
条寻人线索指向无名女。

近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从宜宾市叙州区警方获悉：经过采集
血样比对，确认“无名女”是12年前贵
州省赤水市失踪的精神疾病患者母某
琼。今年6月中旬，母某琼的父亲等亲
人赶到宜宾，在精神病医院看望她。

在这场风波背
后，母某琼对自己
的 命 运 却 一 无 所
知。在医院，她被登
记的姓名仍然是“无
名女58号”。

找到亲人
警方介入调查
找到她的父亲

失踪
之谜

先在老家成婚
后改嫁贵州，赶场途中消失

现实困境
目前仍未有亲属接其回家

专家说法
丈夫应为她的民事行为承担责任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267期开奖结果：035，直选：2865注，每注奖金
1040元；组选6：9700注，每注奖金173元。（19311636.0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267期开奖结果：03544，一等奖21注，每注奖
金10万元。（347426437.7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9115期开奖结果：4683586，一等奖1注，每注
奖金500万元；二等奖19注，每注奖金15801元；三等奖229注，每注奖金1800
元。（38806781.5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体
彩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19115期开奖结果：04 10 11 14
15 29+05。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2019267期开奖结果：898。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9150期：23302112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9151期：111100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145期：00133333031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146期：110111001333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19133期：10030310333000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19134期：301110103103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9133期：1003031033300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9134期：30111010310333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2月9日)

足
彩

母启江确认，手机照片上的人就是女儿母某琼

母某琼身后是丰福来的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