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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无音信，
七旬父母盼儿归
老人最大心愿是能再见儿子一面，媒体联动寻人盼知情者提供信息

有钱没钱、能不能吃苦的事了。
“过年过节的人家都回来了，我也
盼着儿子能回来……不管他混成什么
样，家里都有他的一片天。”王玉兰老人
说，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一天不
如一天，她怕自己再也见不到儿子了，
她不想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

几条线索中断，
寻人仍在继续
□半岛记者

徐杰

马上就到猪年春节了，聊城临清年
过七旬的高仕昌、
王玉兰老两口，一直有
块心病：12年前，他们的大儿子高峰外
出打工，却一直杳无音信。如今，王玉兰
老人身体每况愈下，对儿子的思念愈发
强烈，
她想再见儿子一面，不带着遗憾离
开这个世界。接到老人的求助后，本报联
动齐鲁电视台开启寻人之旅，期待有更
多好心人加入，帮两位老人圆梦。

儿子离家12年，
始终没有音信
高仕昌老人家住聊城市临清姚楼
村，今年75岁，老人有两个孩子，要寻找
的是他的大儿子，名叫高峰，今年48岁。
“孩子是属猪的，三月初十的生日，从
2007年出去打工，到现在12年了，一直
没跟家里联系过。
”
据老人介绍，
2007年的
高峰早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可由于
时候，
家里的条件不好，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对
象，
要强的高峰就选择了外出打工。
在高仕昌老人的眼里，自己的这个
儿子从小念书，
人情世故、
同学关系都很
好，
就是有个自负、
自尊的心理。
“当时家
里条件差，
他不想让家里担负担，也不叫
家里管。”高仕昌老人回忆，高峰那时在
工厂里打工一个月才300块钱，连日常

。受
▲两位老人在家里苦盼儿子回家 （
访者供图）
高峰当年外出打工 ，
身份证留在了
。受访者供图）
家里 （

开销都不太够用。
不仅如此，刚外出打工没多久的高
峰还遇到了麻烦：工厂老板跑了，工钱
没挣到不说，连生活都难以维持。无奈
之下，高峰只好向家里求助，可一心想
让儿子回家发展的高仕昌老人，当时并
没有给儿子支持，就因为这事，高峰和
家里有了矛盾，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回
家，
也没有跟家里联系过。

老伴身体不好，
无法出门寻子
“我料想这个孩子没走上歪路，他
只是在奋斗着，想等奋斗好了再回家。”
高仕昌老人说，尽管儿子这么多年没有
回家，也没有跟家里联系，他没有一丝

[ 冬日暖闻 ]
寒风中跪地20分钟，救助受伤大学生
□半岛记者 孙 桂 东 通讯员 辛
慰李润秋 报道
“男儿膝
本报1 月11 日讯 都说：
下有黄金”，但是，青岛铁路公安处特
警支队特警为了保护一名骨折受伤
的学生，寒风中跪地20余分钟。1月
10日清晨，青岛站东进站口附近，大
学生小周在着急赶车时，摔倒导致脚
踝严重骨折，无法行动，青岛铁路特
警支队民警巡逻过程中路过现场，紧
急救助了这名男子。
1月10日7时30分，青岛铁路公
安处特警支队民警在巡逻途中接群
众报警称，一名男子躺在进站口无法
行动。特警队员马上赶往现场，发现

酒后点燃垃圾桶，烧了三辆车
嫌疑人于某被市北警方刑事拘留

一男子痛苦地躺在楼梯旁。仔细询问
才知，受伤的小伙姓周，是外地在青
岛读大学的学生，在青岛站赶车回家
时，
慌乱中从楼梯摔落，
脚踝处已经骨
折，
疼痛难忍。
特警邹志平马上为小周拨
打了120急救电话并从执勤点取回了医
药箱进行简单处理；
特警王鹏飞单膝跪
地抱扶着小周为他挡着寒风，
并不停地
安抚他20多分钟，
直到救护车赶到。
等
待救护车的期间，
邹志平还到售票厅帮
小周办理了退票手续。
帮助医护人员把
小周送上救护车后，
特警们回到广场上，
继续保卫站区工作。
据悉，截至目前，小周已经在医
院等待手术。

七旬老人被撞倒受伤，众人接力照顾
□半岛记者 王 洪 智 通讯员 李
长治 吕海芮 报道
本 报 1 月 11 日 讯 1月8日上午
10时47分，七旬老人孙某芬骑着一辆
电动三轮车在平度市白沙河街道平古
路由东向西正常行驶着，
但刚过旅游路
路口时，
突然从后方冲过来一辆货车，
将
孙某芬撞倒在地。
事发突然，
被撞倒后的
孙某芬顿时疼得无法起身，不停呻吟。

的责怪，相反却是满心的愧疚，
“愧疚当
年没有支持儿子，让他负气离开了家，
我对不起他，也对不起老伴，她病得这
么重，想儿子想得这么厉害，我却一直
没能去找儿子。”老人说着，声音哽咽
了，眼下他和老伴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
儿子，如果儿子有困难，他们一定会尽
一切可能帮助他。
当说起为何这些年没能外出找儿
子时，高仕昌老人说，起初他觉得儿子
是心里赌气不和家里联系，如果一年不
回家他就再盼一年，气总有消的时候，
可一连盼了12年也没能等回儿子。
“后
面这几年我本来打算出去找儿子，但老
伴离了我生活不能自理，她经常半夜犯
心脏病，离开人照顾不行。”老人说，由
于老伴的身体不好，寻子之旅已经不是

事发后，白沙河街道综合行政执
法中队的两名巡管队员恰巧巡查至
此。见老人迟迟不起，双手又满是血
迹，嘴里不停地呻吟着。两队员二话没
说，
便迅速跑到老人身边询问其受伤情
况，
并拨打了急救电话、
通知了老人家
开车路过的李先生见此，
也把车停了
属。
下来，
让老人先上车休息慢慢等救护车
来。
经了解，
老人送医后已无大碍。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高峰虽然离家
多年，但户口一直还在原籍，甚至当年
他离家外出时连身份证都没带走。
为了查询高峰的信息，高仕昌老人
在齐鲁电视台记者的帮助下，一起来
到了临清康庄派出所。该派出所民警
李警官查询后告知老人，根据在公安
网络上的信息显示，高峰登记的信息
是在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昆仑山路的一
家企业。
为了尽快帮高仕昌老人找到儿子，
在掌握这些信息后，记者首先联系到了
位于西海岸新区的一家船用锅炉公司
查询。可记者在该企业问了一圈，都没
人认识高峰，人事部也没有任何关于高
峰的登记信息。该企业工作人员猜测，
高峰当初可能是通过外包队进厂工作
的，所以公司没有进行人事登记。
那么，高峰的租房信息又能否查到
呢？辛安派出所民警在查询之后，也没
有发现任何关于高峰的租房工作信息。
好不容易找到的几条线索至此都断了，
但寻人之旅仍在继续。
如果你认识这位老家聊城临清的
高峰，如果你曾经是高峰的朋友、同事，
假如你和高峰还有联系，请告诉他，他
年迈的父母在家里苦苦等他回家。同
时 ，你 还 可 以 拨 打 本 报 公 益 专 线
80889319提供线索。

因为
火灾 ，
面包
车完全报
废。

□文/图 半岛记者 刘 玉 凡 通讯
员 朱海生 报道
本报1 月11 日讯 1月11日，半岛
记者从市北警方获悉，2018年11月23
日凌晨，市北区居仁路某小区路边突
发火灾，一个垃圾桶起火后，火苗借助
风势将旁边三辆私家车引燃。消防部
门赶到后及时将明火扑灭，没有造成
人员伤亡。经过现场勘查，公安部门认
定是有人将垃圾桶杂物引燃后导致的
火灾，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其中一辆
面包车完全报废，另外两车严重受损。
目前，
火灾嫌疑人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根据现场勘查情况，市北杭州路

派出所民警调取了事发当晚周边监控
一名男子点
录像，发现在凌晨1点左右，
燃宣传册扔进垃圾桶引发火灾。
经过一
个多月不间断努力工作，
终于查明男子
身份，
在城阳将嫌疑人于某抓获。
于某，40岁，河北人，据于某讲，案
发当时他处于醉酒状态，记忆模糊，结
合民警提供的完整视频监控，于某回
忆，当天凌晨他醉酒后步行回家，路过
一个垃圾桶时，出于好玩的心态就将
一张废纸点燃。但是接下来造成的后
果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尽管于某提出
会全力赔偿车主损失，
但是因造成经济
损失巨大，
于某还是被依法刑事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