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辗转洛阳抚州 救助站人员走访四个乡镇十余座村庄

两地接力 流浪十余年男孩返家
□记者 焦勐 通讯员 陶军 文图

【传递】爱心接力，温暖了两座城市

核心提示 | “我家就在河那边，河上有桥”
“看，那是我家邻居哑巴婶婶，
我认识。
”身材瘦弱的 17 岁男孩指着远处说道。
“你确定认识她？
”男孩点了点
头。洛阳市救助管理站儿保科科长粟舜兴得到男孩肯定的答复后，一颗悬着
的心终于踏实了。
连日来，工作人员为了帮男孩寻找家，辗转赶到江西省抚州市，接连走访
了四个乡镇十余座村庄，一路找、一路问，已经筋疲力尽，
“能帮孩子找到家，
让他与亲人团聚，值得！
”粟舜兴说。

3 月 3 日，根据阿星提供的信息，救助
人员将阿星的基本信息及照片发送至寻
亲网站，并推送至抚州地区，10 多天的等
待，
依旧杳无音信。
对此，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没有放弃。
救助人员与江西省抚州市救助管理站取得
了联系，
将阿星平时的一些学习、生活视频
发送给该站工作人员，
经抚州市救助管理站
工作人员仔细辨识后得出阿星有抚州地域
口音，
并建议救助人员带阿星到抚州寻亲。
4 月 17 日，洛阳市救助管理站研究决
定，由儿保科科长粟舜兴带队共四人，带
阿星到抚州寻亲。

或许是知道自己即将踏上返乡的路
途，背井离乡十余年的阿星，脸上有了笑
容。
“ 听说要回家了，阿星第一次露出笑
容。”随行救助人员王晓珂说。出发前的
清晨，
阿星早早地换上了新衣服和鞋子，
“这
个鞋子是他自己选的，
他喜欢这个颜色。
”
在
救助站生活的日子里，
原本瘦弱的阿星，
也
长胖了许多。
18 日中午，寻亲队伍顺利抵达抚州
市，救助人员不顾旅途劳顿，立即与抚州
救助管理站对接协商寻亲方案。
爱心接力，
正温暖着抚州、洛阳两座城
市。

【结果】十年后，男孩找到了回家的路

阿星最终和家人团聚

【起因】悉心照顾，男孩渐渐敞开紧闭的心门
今年 2 月 20 日，一名蓬头垢面、衣
衫褴褛的男孩来到洛阳市救助管理站
求助，
男孩自称
“阿宝（化名）”。
在与阿宝的沟通中，
工作人员发现他
的身上有多处明显伤疤，
双手会不自觉地
抖动，
拿不稳物品，
且说话时吐字不清。经
诊断，
男孩有一定的智力障碍。
为阿宝办理好入站手续，儿保科的
工作人员还帮他洗澡、理发，
做好卫生清
洁，
并给他换上了一身新衣服，
生活辅导
员还给阿宝端来了热腾腾的牛肉面。
救助站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媒
体，
以及全国救助管理信息系统、全国救
助寻亲网站等多种方式帮阿宝发布了寻
亲公告，
却一直未传回任何消息。
阿宝长时间地在外流浪，造成他的

性格孤僻，不愿与人交流，也不配合救
助人员了解更多寻亲信息。
救助人员只能通过悉心照顾和心
理辅导慢慢走进阿宝的心里。
为了让阿宝融入社会，学会沟通，3
月份，救助站组织站内的未成年人到公
园游玩。
“流浪的经历对他们的心理伤害很
大，正因为如此，我们一直在想方设法，
对孩子们进行心理辅导。
”
洛阳市救助管
理站站长王铭安说，到公园玩耍是孩子
们的天性，这可以让他们暂时忘记那些
不美好的事情，对心理康复有很大帮助。
当日下午，
孩子们回到救助站后，
阿
宝向救助人员敞开了紧闭的心门，
“我家
在伊川县，
爸爸叫康建设（音）”

【转折】原来男孩不叫“阿宝”
，叫
“阿星”
从阿宝断断续续的言语中，粟舜兴
收留在自己的身边，由于阿宝的双手抖
得知阿宝的家在洛阳市伊川县鸦岭乡， 动无法写字，语言又很难沟通，无法上
经当地有关部门证实，伊川县鸦岭乡确
学，
康建设安排他干一些简单的工作。
实有位名叫康建设的男子。
“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阿宝自
第二天一大早，粟舜兴和几名救助
己跑了，
我们当时找了好久。”
康建设说。
人员带着阿宝赶往伊川县寻亲。当救助
此刻，
帮助阿宝寻亲的工作陷入了困境。
人员赶到康建设的家中后，却未得到满
回到洛阳市救助管理站，儿保科专
意的结果。
门安排心理咨询师王路阳，一对一帮助
据康建设介绍，阿宝并非其亲生儿
阿宝，
生活上给予阿宝无微不至的关怀。
子，而是他在路边找到的一名流浪乞讨
长时间的相处，阿宝终于向王路阳
的孩子。
说出了自己的真实信息，原来阿宝的真
原来，康建设经营着一家跑马戏班
名叫“阿星（化名）”，家住江西省抚州市
子，在一次演出归来的途中，康建设发现
代马集（音）村，爸爸叫王继祥（音），妈妈
了正在路边流浪乞讨的阿宝。
叫黄春秀（音），家乡附近有座庙，叫金南
“我询问他的名字、家庭住址，他说 （音）寺，由于六七岁就离家流浪，吐字不
不出。”康建设说，看到阿宝可怜，就将他
清的阿星，无法说出具体的地址。

挥洒翰墨香 灵秀学子心
——东方二小举行书法周活动

“教师提笔即示范，
学生提笔即练字”
的目
标，
洛阳市东方二小举行了
“翰墨书香”
书
法周系列活动。
学校利用升旗仪式，向师生介绍了
“书法周”
活动的目的。又先后举办了教
工毛笔临帖大赛、
“翰墨书香”
学生毛笔临
帖大赛、一年级的铅笔字比赛、二年级手
绘经典作品比赛、
三四年级书法作业评比
等一系列活动。
□记者 董楠 通讯员 刘轶薇 文图
本次书法周活动的举行，不仅展示
了该校风格独特、积极向上的师生风
本报讯 日前，
为全面展示师生书法
采，
更推动了校园书法教育的开展。
风采，不断提高师生综合素质,真正达到

抚州市救助管理站安排 4 名专业社会
多方查询，得知在抚州有五六个乡镇有
工作师对接阿星，
通过专业的个案服务，
让 “单方（音）村”，寻亲小组就到相关的连城
阿星尽快熟悉抚州地理环境和人物事件。
乡、桐源乡、展坪乡等几个乡镇进行寻找。
在阿星提供的信息中，有“金南（音）
由于抚州市正在县改区、乡镇改街
寺”
、有 15 路、13 路公交车等信息，但是按
道，很多道路都在新建或已建成，连当地
照这些信息寻找，
依旧未果。
人都不太清楚到村里具体怎么走，寻亲小
阿星说，小时候外出流浪曾被抚州市
组就走一路、问一路。
救助管理站救助过，这一线索如一剂兴奋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救助人员来到了
剂注入寻亲小组。
展坪乡“单方村”进村口时，一条小渠上有
然而到抚州市救助管理站查找救助
座五六米长的小桥，这便出现了报道开头
痕迹很难，
“管理站搬了多次家，有的记录
的一幕。
“这孩子长高了，
长胖了，
都成大人
也不完全了。”救助人员说。
“ 找老站长。” 了。”村民们陆续围了过来。据村民们介
抚州市救助管理站业务科姜科长一拍脑
绍，该村名叫“占坊村”，方言念“单方村”，
门，
想起了老站长。联系到老站长，
姜科长
而“代马集”是当地方言，就是“展坪镇”。
把孩子的情况作了汇报，老站长给出了曾
阿星就是该村唐姓人家的孩子，已经离家
经救助流浪儿童家庭的大致方向。
出走有十余年。阿星的父母一直在外打
“我家在代马集单方（音）村。”阿星自
工，热心的村民还主动带寻亲小组来到村
言自语地说道。
“ 代马集在哪？是不是我
子几里外，找到了阿星的姑姑。阿星的姑
们方向错了？把抚州市地图拿出来查！” 姑说，
到今年 7 月，
阿星就满 18 岁了。

好心夫妇救跳河轻生女
□记者 焦勐 通讯员 王婉
本报讯 4 月 24 日，一名女子和家人
闹矛盾后，选择跳黄河轻生，被洛阳市新
安县的好心夫妇救起，而这段救人的事
迹，
在当地传为佳话。
据救人男子柴建涛介绍，
当日天气晴好，
他带着妻子和孩子到新安县正村镇王庄村提
黄工程附近的黄河边钓鱼，
一家人其乐融融。
下午 2 时 50 分许，正专注钓鱼的柴建
涛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他扭头看了眼，一
名女子正朝河边走来。女子从他旁边经
过后，
径直走到了河边，一头扎进了河里。
“有人跳河了！”眼前的一幕，让柴建
涛一家人惊呆了。当柴建涛的妻子陈小
改还没缓过神时，丈夫已经一个箭步冲进
了河里。轻生女子当时距离岸边有四五
米远，柴建涛迅速游到其身旁，并抓住女
子的手臂，将她从河里一点点拖回岸上。
此时，
轻生女子已浑身无力，
脸色发白，
瘫倒在地，
所幸没有生命危险。意识到自己

被救上来以后，
女子哭喊着还要轻生。
“有我在这儿，
你就别想跳进去！
”
浑身湿
透的柴建涛再次将女子拉了回来，
并从她随
身背的包里取出一个手机，
所幸手机还能用。
很快，柴建涛联系上了女子的丈夫，
对方表示马上赶来。看到女子情绪激动，
陈小改上前对其进行劝说。原来，
女子和
丈夫闹矛盾，
觉得无法生活才选择轻生。
“你
要是不在了，
孩子咋办？父母咋办？
”
陈小改
一番劝说，
让女子的情绪平静下来。未等到
女子的家属，
柴建涛只得拨打了 110 报警，
随后由民警将女子带回了警局。
“当时啥也没想，
也来不及想，
第一反应
就是赶紧救人。
”
提起救人经历，
柴建涛说，
救
人于危难时刻，
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举动。
据了解，今年 38 岁的柴建涛，家住仓
头乡盐仓村，在黄河边长大，熟悉水性，小
浪底库区移民时搬迁至铁门镇盐仓新村居
住，
2005 年 4 月进入万基铝业二分厂，
现为
二铝辅助车间运一班叉车司机。妻子陈小
改和丈夫在同一家工厂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