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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失踪5年无消息，桐梓籍扫雷战士张中君强忍忧伤出任务

上雷场 他带着姐姐的身份证
●阅读提示
“
等我扫雷完毕，脱了军装，就
是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姐姐。 ”
25 岁的张中君说。
出生于贵州省桐梓县的张中
君，是一名扫雷战士。 5 年前，姐姐
失踪。为了不影响扫雷作战，他强忍
亲人失联的忧伤， 带着姐姐的身份
证，转战中越边境 10 多个雷场。
12 月 5 日，张中君带着姐姐身
份证上雷场的消息，受到社会关注。

■新闻速递
货车撞翻摩托车
致一死一伤
或是刹车失灵引起

回乡探亲不见姐姐
今年 25 岁的张中君，正在南部
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服役， 和扫
雷英雄杜富国是战友， 也是贵州遵
杜富国家在湄潭县，我老
义老乡。“
家在桐梓县小水乡。 ” 他说。
张中君幼年丧父， 母亲带着几
个孩子去了重庆谋生。 2006 年，母亲
在重庆重组家庭，张中君姐弟四人，
落户重庆市綦江县（今綦江区）。
不过，还在家时，张中君和姐姐
张中霞，逢年过节都要回桐梓看望亲
姐姐一直护着我。” 他说，姐姐大
人。“
他 4 岁，从小就每天带他上学、放学。
2010 年， 已结婚的张中霞，带
着孩子送张中君入伍。 “姐姐跟我
说，‘
你参军，全家人都光荣。 你去
了部队要安心，家里有我照顾，等你
探亲回来，我去车站接你’ 。 ” 张中
君回忆说。
2014 年，张中君第一次回家探
亲时，却没能再见到姐姐——
—此时，
张中霞失踪已近一年。“
怕我担心，
妈妈没有告诉我。 “
张中君说。
张中君向亲人， 还有姐姐的闺
蜜，仔细问了姐姐失踪前后的情况。
据称，2013 年 7 月 19 日，张中

张中君（左一）和战友们行进在雷场
霞离开上班的公司时， 说是去楼下
买东西，然后一去不返。 她的手机、
钱、身份证、首饰，都留在办公室，仅
少了一张手机卡。
“姐姐小时叛逆，结婚后夫妻
关系紧张， 但她很爱家人， 不可能
‘
玩失踪’ ，何况她还有个可爱的儿
子。 ” 张中君说，姐姐和姐夫曾离
婚，后来为了孩子复婚。
这个假期， 张中君还去了重庆
市公安局童家桥派出所询问姐姐失
踪案进展。“
遗憾的是，当初接待姐
夫报案的民警调走了， 其他人不清
楚情况。 ” 他说。

带着“
姐姐”上雷场
假期结束， 带着姐姐失踪的忧
伤，张中君返回部队。
2015 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决定在中越边境开展第三次大
规模人工扫雷。 张中君报名成为南
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扫雷四队
的一员，与扫雷英雄杜富国是战友。
扫雷， 被称为 “在刀尖上跳

黄巧 摄

张中君失踪的姐姐张中霞

舞” ，在雷场上的一丝杂念，都会影
响到手中操作， 可能给自己和战友
带来巨大伤害。
张中君为了上雷场， 向战友们
隐瞒了姐姐失踪的事。 “扫雷大队
有个规矩，不让官兵带着杂念、情绪
上雷场。 ” 他说，担心领导和战友们
知道后，不让他上雷场。
张中君把姐姐的身份证装在扫
雷工具包里，雷场上休息时，常独自
坐到一边， 悄悄拿出来看姐姐的模
样，然后再继续扫雷。
张中君在文章 《寻亲梦 我的
梦》里写道：每次作业，都感觉是姐
姐在和我并肩战斗一样。
2016 年至今，张中君和战友们
转战中越边境云南境内的 10 多个
雷场，共扫除各类地雷、炮弹等危爆
物 19 万多枚（发）。其中，经张中君
亲手扫除的有 1000 多枚（发）。

出我有心事，找我谈心。 ” 他说，彼
时， 压抑已久的泪水奔涌而出。 后
来， 扫雷大队统计官兵的家庭情况
时，把张中霞失踪一事统计上报。
一个月前，记者在雷场上遇到张
中君时，他的小包里仍装着姐姐的身
份证。“
等扫雷完毕，就去找姐姐。 哪
怕是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她。 ”
半个多月前， 位于云南省麻栗
坡县的坝子雷场，彻底扫雷完毕。至
此， 中越边境云南段扫雷作战任务
结束。 但新的作战任务再次下
达——
—部队将遴选一批官兵， 前往
另一个地方执行重要任务。
12 月 5 日， 张中君告诉记者，
他报名参加这项任务。 “部队有需
要， 我必须全力以赴。 等我脱下军
装，会用余生去寻找姐姐。 ” 他说，
自己能找到埋在地下的地雷， 也一
定能找到姐姐。 本报记者 黄黔华

会用余生去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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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君姐姐失踪的事， 去年才
被战友知道。“
大队领导来营区，看

扶梯“
张嘴” 咬住2岁女童的脚
事发贵阳一家皮革城内，女童左脚皮肤撕裂，受伤严重
本报讯 11 月 25 日 14 时许，
一名 2 岁女童在贵阳一家皮革城内
乘坐扶梯，在扶梯运行到尽头时，女
童的脚部被扶梯卡住， 前脚掌陷入
扶梯踏板与梳齿板之间， 导致其左
脚皮肤撕裂，受伤严重。
受伤女童的父亲岳先生介绍，事
发当天， 他们一家在贵阳市浙江海宁
皮革城内闲逛， 从负一楼乘坐扶梯上

一楼。 当扶梯到达终点时，他的妻子去
抱女儿下扶梯， 却发现孩子的脚被扶
梯梳齿卡住，孩子摔在了扶梯上。 商场
监控显示，当时扶梯仍在运行。
“当时救女心切，我就一直试图
徒手掰开铁板，但没有成功。 ” 岳先
生说， 后来还好商场里的顾客找来
一根铁棍， 花了 3 分钟左右才把铁
板撬开，随即将女童送往医院治疗。

经诊断， 医院方还未确定女童
左足中间楔骨是否有骨折情况，但
其左足皮肤撕脱严重， 后期估计会
涉及到植皮。孩子的母亲说，由于事
发时电梯没有被及时关掉， 有很多
机油和脏东西接触了孩子伤口，伤
势情况现在还不能预料。
事后记者来到海宁皮革城，看
到那部扶梯处于关停状态。 商场负

责人罗先生介绍， 他们的设备没有
故障，每一年都经过检修，女童脚部
之所以被卡住是因为其鞋底太薄，
在到达终点时没有及时抬脚， 导致
梳齿板卡住脚部。
据悉，岳先生一家来自河南，目
前在贵阳务工， 他表示正和商场协
商具体事宜， 如有必要他将会考虑
走法律程序。 （邓丽娜 雷琴）

本报讯 昨日上午 11 时许，贵阳
市二桥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
小货车撞上前方行驶的一辆摩托车，
致两名摩托车上的乘客一死一伤。
目击者戴先生介绍， 白色小货
车在半山小镇转向二桥匝道桥处的
位置， 与前方行驶的摩托车发生碰
撞。 当摩托车被撞倒在小货车的保
险杠下后， 车上的一男一女被拖行
约 50 米后才彻底着地。
随后， 戴先生上前查看两位伤
者，并让围观者报警。 “
女性伤者满
脸是血， 救援人员赶到后发现她已
经不幸身亡。 ” 戴先生说。
涉事的货车司机称“转弯时我
已经踩了几脚刹车， 但刹车疑似失
灵，我尽量靠桥边行驶，试图让车停
下来” 。 据悉，事发地段弯道较急、
坡度也比较陡， 桥面一旁的建筑物
上的确被刮擦了一大条痕迹， 但很
可惜货车还是没能停下来。
随后， 救援人员和交警赶到现
场。 目前，受伤男性已被送往省肿瘤
医院治疗。
（周欢）

疯狗咬伤小孩
民警及时捕杀
事发镇远县城
本报讯 12 月 1 日， 一条疯狗
在镇远县城咬伤一名小女孩， 警方
紧急出动，将咬人的疯狗捕杀。
当日上午 10 时 38 分，一名女士
报警称，镇江阁附近有一名小女孩被
狗咬伤。 接警后，镇远县公安局特巡
警大队赶赴现场处置。当民警和队员
们到达现场时，一只长约 1 米多的土
狗正往河边逃窜，民警即刻安排受伤
女孩前往医院注射狂犬疫苗。
为了避免伤人事件继续发生，
民警立即疏散周边群众， 并携带警
械将疯狗围堵到氵舞阳河河堤上将
其捕杀。 为杜绝狂犬病毒传播，疯狗
已做深埋处理。 目前，受伤小女孩经
及时注射狂犬疫苗，已无大碍。
（黄浩 向文军 吴如雄）

旅游年票又有新景区了——
—

贵阳天河潭景区免门票
“一张门票的价格，就可以游一千多家
景区，这样的福利，以前想都不敢想。 ” 拿到
旅游年票，游了几个景点后，张阿姨说。 据了
解，2019 锦绣江山全国旅游年票西南版自发
行以来，受到广大市民热捧。 此外，部分景区
也加入到了免票的队伍当中。

清水秀，气候宜人，曾经是明末清初吴中蕃隐
居之地，并留下了许多赞美的诗篇。 这一带河
谷拐曲，沟壑纵横，整个景区分为钙化滩的瀑
布观赏、香粑沟水文化、水洞游船和旱洞游览
四大游览系统，是贵州旅游“
精华” 集中之地。

免票 又增加新景区

办张卡去健身房健身， 已成为一种流行。
去健身房逼迫自己锻炼， 这个想法乍一听来，
有点让人却步。 事实上，这种自我激励和自我
约束式的做法，是有理论依据的。 行为经济学
家认为，当个人一旦拥有某项物品，那么他对
该物品价值的评价， 要比未拥有之前大大增
加，这就是所谓的禀赋效应。
旅游年票发行后，已经买到年票的胡大爷
说：“退休后，我喜欢到处走走，现在有了这张
旅游年票，我给自己定个小目标——
—把想去的

年票 激励自己出游
有外地游客总结说，来贵州旅游至少要做
三件事：一是领略神奇的喀斯特山水，二是体
验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风情，三是尽享冬暖夏
凉的美妙气候。 在天河潭，这三件旅游大事，都
可以一网打尽。 现在，天河潭又有好消息了，景
区宣布加入到旅游年票的免票行列——
—游客
可凭旅游年票， 不限次数免费进入天河潭景
区。
据天河潭景区负责人介绍，天河潭自古山

景区都逛完。 ” 据介绍，锦绣江山旅游年票自
1998 年发行至今，历经二十年不断完善，每年
拉动数亿人次走出家门，享受绿水青山。
“这旅游年票，感觉和健身卡很像，不去运
动意味着办卡的钱打水漂，对私教课程和运动
装备都是浪费。 办了这张旅游年卡，我想用它
来激励自己去旅游。 ” 有过办健身卡经历的李
女士说。

攻略 体验江南水乡
想去出门旅游，又嫌门票太贵，现在只要
128 元，买张全国通用的旅游年票，就可以去各
地体验风土人情，逛古镇，看竹海，游江南水乡
……
在全国旅游年票的免票名单中，最具亮点
的莫过于各大古镇。 安徽南部 5A 级景区西递
古村落，距黄山风景区 40 公里，有“桃花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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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 美誉。 凭年票在明年 1 月和 3 月享受免
票不限次，其余时间 8 折优惠。
苏派的水乡古镇数量更多，位列江南六大
古镇的江苏苏州 直和浙江湖州南浔都在免
票名单当中。 其中， 直古镇在 6 月份享受免
票不限次，南浔文园则全年免票不限次。 江苏
徐州的窑湾古镇和苏州的锦溪古镇，享受免票
不限次，苏州木渎古镇享受免票一次。
此外，旅游年票当中，还有温泉、海洋馆、
博物馆、滑雪场、游乐场等，囊括全国 28 个省
200 个城市 1285 家景区，其中 965 家免票不限
次，288 家免票一次，32 家折扣优惠，全国旅游
年票西南版优惠力度大，为市民提供前所未有
的实惠和便利。
咨询电话：15180811258
销售地址：小十字报业大厦 2 楼
大堂黔生钱俱乐部
（广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