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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传消息称，人贩子“梅
姨”近日在郴州北湖区发糖果骗小
孩时落网。对此，湖南郴州北湖区官
方人士表示，北湖区公安巡警发现
一名长相疑似“梅姨”的女子，经盘
问，该女子来自安徽，自称家里媳妇
生了双胞胎，为了让小孩顺利成长，
需要吃“百家饭”，所以她买了糖果
来到北湖区发放。

上述官方人士介绍，北湖警方
拍摄疑似女子照片，并发给广州市
公安局辨认，最终确认被北湖区盘

问的女子不是“梅姨”。
据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此前报

道，2018年12月，因犯拐卖儿童罪，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张维平、
周容平2人死刑，杨某平和刘某洪2人
无期徒刑，陈某碧有期徒刑10年。

张维平曾交代，9起拐卖儿童案，
均通过一名被称为“梅姨”的中间人
完成交易。2017年6月，广州市公安局
增城区分局公开了“梅姨”的模拟画
像，向社会征集相关线索。2019年10
月，增城分局公开了“梅姨”的新模

拟画像。
11月13日，增城警方相关办案民

警表示，目前“梅姨”仍未归案，警方仍
在继续征集线索，查找其余被拐儿童。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全国多地
出现“梅姨”踪迹的消息，最终，各地
警方均核查排除嫌疑。11月13日，广
东增城警方通报，“广东9名儿童被拐
案”有了新进展，两名被拐儿童被找
回，并组织了家属认亲，与母亲相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剑

强 李文滔

我国计划2022年前后
建成可载3人的空间站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
程院院士周建平在第四届（2019）中国人
因工程高峰论坛上说，我国将在2022年前
后完成空间站建造并开始运营，空间站的
近期规模为100吨，可载3人。

“空间站建设的主要目标，是使我国
成为独立掌握近地空间长期载人飞行技
术，具备长期开展近地空间有人参与科学
实验和综合开发利用太空资源能力的国
家。”周建平说。

周建平说，我国空间站建造将遵循符
合国情和体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等原则，
利用当代先进技术，重视应用效益、追求
运营经济性、规模适度，目前初定的空间
站设计规模为100吨，可载3人，并预留拓
展空间。

据介绍，空间站未来将成为我国开展
空间科学研究的主要平台，其在科学技术
方面有三个目标：一是掌握大型空间设施
的建造和运营技术，达到或接近国际空间
站水平，并能利用当代的技术成果，发挥
后发优势实现超越。

二是掌握航天员经常在轨飞行的生
活和健康保障技术。在空间站建设和应用
中，人是核心因素。只有使航天员能健康
地生活，才能保障其高效地工作。

三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为科学家
提供高水平科学研究平台，以期能达到在
科学方面若干领域实现重大突破的目标。

中国人因工程高峰论坛由中国航天
员科研训练中心人因工程国家级重点实
验室倡议发起，本届论坛由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办公室和中山大学共同主办，于16日
至17日在广州举行。 据新华社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党的
政治建设的意见》

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
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
走向严紧硬

经习近平主席批准，中央军委日前印
发《关于加强军队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

《意见》指出，要贯彻思想建党、理论强
党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
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加强政治
能力训练，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提高党员
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把握方向、把握大势、
把握全局的能力和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
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
力。着力提高党委领导备战打仗能力，坚决
铲除和平积弊，全面提升打仗本领。

《意见》强调，要纯正政治生态，深化
政治整训，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
房峰辉、张阳流毒影响。从严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军委十项规定及其实施细
则，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一体
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牵住责任制
这个“牛鼻子”，全面落实党委主体责任、
纪委监督责任，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
向严紧硬。

《意见》要求，要担负起加强党的政治
建设的重大政治责任，坚强组织领导，常
态监督检查，推动军队党的政治建设取得
扎实成效，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
提高我军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
质量。 据新华社

孩子丢了。父亲杨江辞掉
了工作，踏上了寻子之路。他
找遍了周围的县城、村庄，一
无所获。2008年上半年开始，
杨江的精神已经出现了很大
问题。王某记得，他开始自言
自语，看谁都像人贩子，有时
候还觉得有人要杀他，经常随
身带着水果刀。他不愿意看医
生，情况越来越严重。

那年年中，王某决定带他
回老家休养。6月16日，他们踏
上了返乡的列车，火车开到广
东清远时，杨江站起来去厕所。
王某看到，他的身影快速从坐
椅之间狭窄的过道钻过去，消
失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

他最终没能回到家乡。当
天13：40，广州工务段英德线路
车间工队队长在连江口1号隧
道巡逻时发现了一具男性尸
体，经民警现场勘查分析，死者
为坠车自杀死亡。次日，经家属
辨认，证实死者是杨江。

几年之后，王某也再婚了。
她和现在的老公在重庆组建了
新的家庭，生育了两个女儿。佳
鑫的爷爷也回到四川老家，他
开始害怕看到孩子。佳鑫大伯
家的几个孩子让他帮忙照顾，
他看几天就要把孩子送回去。

“只有把佳鑫找回来，我们才
能安心生活。”佳鑫的大伯说。

现在，孩子找到了。对于
寻子多年不得的家长们而言，
王某是幸运的。“她总算熬到
头了。”一个家长说，他们羡慕
她。但对于王某而言，找回孩
子不过是另一场战役的开始。

“你愿不愿意和我回四
川？”那次见面的最后，王某问
佳鑫。一旁的养母也马上附
和，你愿意回去就回去，我们
不拦着。王某看着养母，心里
想：他们有备而来，怎么可能
让我把孩子带走。

佳鑫果断拒绝了：“不回
去，现在的生活很好。”

“那你有空去给你老爸上
炷香。”

男孩嗯了一声，“等我有
时间会去的。”

王某没有强求。他们原来
的家已经散了。

“我会尽量弥补他，但我也
有困难。”王某现在的家庭并不
富裕，这些年，她在工厂打工，
还要养育两个年幼的孩子。虽
然现任丈夫不排斥佳鑫，但仍
要面对很多现实问题。

“就算现在他要回来，我
们家住不下，他爷爷那边也不
方便，只能先去他大伯家……
其实他大伯家也有几个孩子
呢，估计也住不下。”王某顿了
一下，“所以说他回来也是
……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要
给他重新租房子或买房子，也
不能在他身边照顾他。”

她最担心的还是感情问
题。14年的缝隙，对于母子双
方而言，弥补都需要大量时
间。11月2日分别之后，王某给
佳鑫连发了几条微信，男孩没
回复，她甚至怀疑：“他是不是
给了我假号码？”

前进也选择回到养母家。
孩子找到了，赵某欣喜若

狂。积累了16年的感情在见面
那天迸发。她抱着前进痛哭，
追问，“你在哪里读书？住在哪
里？电话多少？”但前进甚至不
愿意多说一句话。

2003年10月，不满两岁的
前进被张维平拐走。起初，赵某
辞掉工作，疯了似的寻找，但两
三个月后，大海捞针似的搜寻
让她绝望，生活还要继续，她也
有了新的孩子，只得放弃。

时间久了，前进的形象也
变得支离破碎，她只记得他的
耳朵后面有两个小孔，脑门上
有颗黑痣，爱喝酸奶。

认亲之后，赵某从寻亲家
长的队伍中彻底消失了。她没
和别人分享这份喜悦，也拒绝
一切问询。一直帮助她寻找孩
子的志愿者找到她，她敷衍几
句就不愿再接电话了，“前进
的态度可能对她打击很大。”
志愿者猜测。

“和孩子见过之后，我甚至
觉得相见不如不见。”王某说。

据新京报

27人非法穿越可可西里
被处罚金13.5万元

记者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
源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获悉，日前，当地
森林公安破获一起非法穿越可可西里案
件，27人被处罚金13.5万元。

据了解，11月1日，可可西里管理处森
林公安局接到线报，由10辆越野车、27人
组成的非法穿越团伙从青海省海西蒙古
族藏族自治州茫崖市花土沟镇进入可可
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1月4日晚，经过几日排查、追踪，当
地森林公安于可可西里太阳湖附近将该
非法穿越团伙抓获，并于11月8日安全押
解至海西州格尔木市。

可可西里管理处党委委员、专职纪检
副书记嘎玛才旦说，经审查，该非法穿越
团伙是一队越野爱好者，出于旅游、探险
目的进入可可西里。按照保护区相关管理
条例，对非法穿越团伙每人处以5000元罚
款，并对他们进行了相关警示、批评教育，
目前该案件已审理完毕。

世界自然遗产地可可西里位于青藏
高原腹地，平均海拔4600米以上，是目前
我国面积最大、海拔最高、野生动物资源
最为丰富的自然保护区之一。

2017年，青海可可西里、新疆阿尔金
山和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发
布公告，禁止一切单位或个人随意进入保
护区开展非法穿越活动。 据新华社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双方牵头人通话

11月16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
头人刘鹤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双方围绕第一阶段
协议的各自核心关切进行了建设性的讨
论，并将继续保持密切交流。 据新华社

人贩子“梅姨”在湖南郴州落网？官方：谣言
两名被“梅姨”拐卖的孩子，已经被警方寻回，并与母亲相见

重逢之后
或是另一场更大的“离别”

孩子找到了！

孩子找到了孩子找到了，，赵某欣喜赵某欣喜
若狂若狂。。积累了积累了1616年的感情在年的感情在
见面那天迸发见面那天迸发。。她抱着儿子她抱着儿子
前进痛哭前进痛哭，，追问追问，“，“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读书读书？？住在哪里住在哪里？？电话多电话多
少少？”？”但前进甚至不愿意多但前进甚至不愿意多
说一句话说一句话。。

认亲之后认亲之后，，赵某从寻亲赵某从寻亲
家长的队伍中彻底消失了家长的队伍中彻底消失了，，
也拒绝一切问询也拒绝一切问询。。一直帮助一直帮助
她寻找孩子的志愿者找到她寻找孩子的志愿者找到
她她，，她敷衍几句就不愿再接她敷衍几句就不愿再接
电话了电话了，“，“前进的态度可能对前进的态度可能对
她打击很大她打击很大。”。”志愿者猜测志愿者猜测。。

两个母亲的
幸福与无奈

““你愿不愿意和我回四你愿不愿意和我回四
川川？”？”王某问分离王某问分离1414年的儿年的儿
子子。。但儿子果断拒绝了但儿子果断拒绝了：“：“不不
回去回去，，现在的生活很好现在的生活很好。”。”

王某没有强求王某没有强求，，他们原他们原
来的家已经散了来的家已经散了。“。“我会尽量我会尽量
弥补他弥补他，，但我也有困难但我也有困难。”。”她她
最担心的还是感情问题最担心的还是感情问题。。1414
年的缝隙年的缝隙，，对于母子双方而对于母子双方而
言言，，弥补都需要大量时间弥补都需要大量时间。。

““和孩子见过之后和孩子见过之后，，我甚至觉我甚至觉
得相见不如不见得相见不如不见。”。”

王
某

赵
某

2018年12月，法院
对张维平、周容平等人涉
嫌拐卖儿童案一审公开
宣判，张维平、周容平被
判死刑。但中间人“梅姨”
和孩子们的下落仍是个
未知数。

今年以来，公安部、广
东省公安厅刑侦部门组织
广州、增城两级公安机关，
应用智慧新警务技术，不
断缩小被拐儿童的查找范
围。11月13日，广州增城
区分局通报了人贩子“梅
姨”案的新进展。通报称，
近期找回了其中两名被拐
儿童，并组织家属认亲。

然而对于找到孩子
的家庭而言，这是另一场
战役的开始。

11月的第一天，王某坐上了开往广州的
火车。她从重庆出发，去认亲。

要见面的是她的亲生儿子佳鑫，也是
她的第一个孩子，14年前，他被邻居张维平
拐走了。多年之后，王某才知道，这个住在
隔壁的憨厚男人竟是个人贩子，涉嫌拐卖9
名儿童。

和佳鑫见面的前一天，王某彻夜未眠。
她在想，孩子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是高还是
矮、是胖还是瘦？但想来想去，脑子里都是那
个白白胖胖的婴儿。

原定于早上九点的见面，王某提前一个
小时就到了，她在增城区公安局的办公室里
走来走去，坐立难安。十一点半，一个女人带
着一个男孩走进来。

王某一眼就认出了佳鑫。王某想哭，
她攥着拳头，最后还是忍住了，张着嘴半
天没说出一个字。她看着男孩，男孩也看
着她。

见面的半小时中，佳鑫没怎么说话，王
某和养母之间的谈话更像一场拉锯战。

王某了解到，养母家的条件一般，他们
有个女儿，比佳鑫年纪大很多，早去了其他
城市结婚生子。现在他们身边只有佳鑫一个
孩子。也知道佳鑫今年上初二了，他的学习
不好，即使一直在补课，成绩还是上不去。

“你还年轻，以后还可以生个儿子。”养
母说。王某回答，不生了。

直到办案民警问佳鑫，你不是这家的孩
子，你知道吗？男孩才抬起头。他并不惊讶，
说：“奶奶以前就说我是捡来的。”这个回答
勾起了王某对养家的怨气：“他们买孩子，都
不敢告诉他，给他洗脑！”

警方不让他们拍照声张，王某还是偷偷
和佳鑫合了一张影。照片中，她穿着印有字
母的白色T恤，黑裤子，体型微胖；身边的佳
鑫比她高出半头，一身休闲打扮。王某的右
手藏在佳鑫背后，佳鑫的左手躲在王某的腰
后。从正面看，像是互相搂着对方，很亲密的
姿势，但双方脸上都没有笑容。

简单吃了顿饭，下午一点多，佳鑫就要
离开了。王某还想聊一会儿，孩子和养母推
说还有功课，回家还有几个小时路程。王某
留了孩子养母的手机号码，也想留佳鑫的，
但孩子只同意加了个微信。除此之外，她依
然对现在的佳鑫和他的生活一无所知，甚至
没问到他的住址和学校。

佳鑫走后，王某也赶在当天下午回到了
重庆。在机场，她发了一条朋友圈：“一段旅
程一个不解的疑惑要亲自去解答，好好的，
我们都要好好的加油。”她说，这既是说给佳
鑫，也是说给自己的。

“你说，他好好生活着，忽
然冒出个亲妈，我都感觉不真
实。”王某说。十一月的广州还
在夏天和秋天交接之间徘徊，
王某到的那天，最高温度逼近
30℃。这座城市对她而言并不
陌生，十几年前，她曾随杨江一
起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好几年。
但儿子佳鑫丢了之后，她回了
四川，之后又嫁到重庆，很少再
来了。

佳鑫被拐走那年刚满两
岁。他刚刚学会了走路，能说一
点简单的话。他生于2003年9
月，继承了王某的丹凤眼，脸型
和嘴巴更像父亲杨江。

那年，杨江在广州市镇龙
镇一家毛织厂找了工作，杨江
外出工作，王某留在家里照顾
孩子。一年后，他们把老人接过
来帮忙带孩子，夫妻俩都出去
上班了。

他们在毛织厂附近租了一
栋出租屋，那里楼挨着楼，住了
很多人。因为租金便宜，是外来
务工人员的好选择。2005年年
底，人贩子张维平成了他们的
邻居。

张维平以每个月90元的价
格租下了一个房间，因为没有
身份证，房东没办手续就让他
住下了。在院子里，大家都叫他

“老乡”，没人知道他的真名，更
不知道，这个34岁、长相憨厚的
贵州男人，此前因拐卖儿童罪
被东莞市人民法院判处了有期
徒刑六年，出狱之后的两年，他
又拐卖了七名男婴。

落网后，张维平交代，刚搬
过去时，他本来计划在毛织厂
找工作，但后来看到了佳鑫，就
改变主意，想把他拐卖掉。

他了解到，佳鑫的父母白
天外出工作，只有孩子和爷
爷在家。他就经常过去找老
人聊天，陪孩子玩，给他买吃
的。他告诉佳鑫爷爷，自己也
是四川人，以此和这家人拉
近 距 离 。后 来 ，他 向 警 方 供
述，这是他惯用的手法，为的
是获取大人和孩子的信任，
方便下手。

张维平告诉警方，锁定佳
鑫之后，他联系了中间人“梅
姨”。此前，张维平拐卖的七个
孩子，都是“梅姨”帮忙处理的。
每次卖掉孩子，张维平会给“梅
姨”抽成一两千块钱作为介绍
费。不到一个月，“梅姨”就帮他
找好了买家。2005年12月31日，
张维平出手了。

王某记得，那天早上出门
时，佳鑫还躺在小床上安静地
睡着。九点多，孩子的爷爷把他
抱到出租屋门口玩，自己到隔
壁公共厕所打水洗鞋子。张维
平来了，他把自己的钥匙交给
了孩子爷爷，说他出去玩一会
儿。等老人做完家务出来，孩子
已经不见了。

周围的邻居最后一次见到
他们时，张维平穿着一件黑色
皮衣，一手拉着孩子，一手提着
一个白色的小塑料袋。孩子没
有哭闹，看起来挺高兴。

最先得到消息的是孩子大
伯，他马上联系了孩子父母，从
工厂赶回家，召集所有老乡帮
忙追孩子。但一直到天黑，也没
能找到张维平和孩子。王某跑
到张维平的房间，门没锁，房间
里空空荡荡，“连过冬的棉被都
没有。”

这和张维平拐走前进的方
法如出一辙。

小前进失踪后，赵某跟着
警察闯进张维平的出租屋。“他
的屋子里连牙膏牙刷都没有，
床板就用报纸包着人睡在上
面，根本不像有人住过。”

2016年，张维平在贵州落
网后向警方交代，当时，他带着
佳鑫直接上了开往河源市的客
车，由“梅姨”带着见到了买家。

“他们问我孩子的来历，我说是
和女朋友生的，想送人收养。”
买家给了他12000元钱，他给了

“梅姨”1000元。
警方曾问他，是什么心态

让他多次拐卖儿童？张维平称，
究竟是什么心态，他自己也说
不清。他能说清的一点是，卖孩
子得来的收入，都在赌博时输
光了。

印象中的婴儿已成了少年
14年的感情缝隙冲淡血缘

母子相见
住在隔壁的人贩子

一转眼的时间就把家庭拆散

当初分别
原来的家已经散了

寻回的孩子选择回到“养母家”

再次分别
佳鑫过去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