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桐梓警方帮其找到亲人时，

她仍讲不清失踪的原因

■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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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即将来临，北京茅台收藏馆在天怡豪生大酒店

七层黄杨厅举行的老酒鉴定变现活动，推出“浓情夏日·

四重好礼” 活动。 活动期间，凡是拿老酒到现场鉴定的

市民，都可获得一份精美小礼品；凡是现场将老酒变现

金额在 1 万元（包括万元）以上，可获得 500 元现金奖

励； 凡是变现成功的市民将此信息发至微信朋友圈，可

以额外再获得 100 元现金奖励；凡是老客户介绍新客户

成功变现，老客户可以获得 200 元现金奖励。

夏季老酒易挥发 及时“体检” 不可少

夏季由于气温高，湿度大，往往是老酒最容易发生

跑酒的时节，所以这个时节，老酒保存有一些特别注意

事项。 建议市民最好及时对家中的老酒进行一个全面

“体检” ，因为老酒一些细微的破损和跑酒情况，如果不

经过专业鉴定，往往不容易发现，市民一旦发现往往悔

之晚矣，造成很大经济损失。今年夏季，收藏馆总结多年

以来的经验，推出此次特别活动，一方面想借此机会提

醒有老酒的市民注意保存，另一方面想让在此期间变现

的市民得到更多的便利和实惠。

恭候市民前来 惊喜好礼等你领

收藏馆推出的这次活动有四重好礼，每一项都是实

实在在。 特别指出的是，长期以来，收藏馆独有的品牌优

势，比如在价格上全国较高，在收购方式上以多种模式

交易确保市民省心放心，在服务上周到细致等等，将继

续发扬。 力争给予每一位前来的市民充满情感与关爱的

归属感。

炎炎夏日，拿上老酒，到收藏馆请专家看看，坐一

坐，品品茶，和专家聊聊天，这么舒心惬意的事，何乐而

不为？

地址：枣山路 95 号天怡豪生大酒店七层黄杨厅。

乘车路线：1、10、33、41、51、53、71、72、209 路黔灵

山公园站下车就到。

咨询电话：13765833586

北京茅台收藏馆开展“浓情夏日·四重好礼”活动———

进店有礼品 变现价更高 转发朋友圈有奖励

本报讯 近日，遵义市民张继发

在野外钓鱼时，鱼钩意外“挂” 起一

条重达 16.6 斤的娃娃鱼。 昨日，他

向媒体透露该消息， 希望寻找一个

合适的放生地点。

张继发是遵义杨粲墓博物馆的

一名护卫人员。 8 月 2 日上午，他去

杨粲墓附近的湘江中钓鱼， 那天的

运气不错，鱼接二连三地上钩。

期间， 在脱钩了一条红得鲜艳

的鲤鱼后，不久，又出现鱼儿咬钩的

迹象，张继发提起渔竿，感觉到了一

股巨大的力量。

“费了好大的劲，才看到一个黑

乎乎的头在水面上晃了一下。 ” 他

说。

感觉这条“鱼” 特别大，担心自

己的手杆拉不起来， 张继发打电话

给妻子， 让她赶紧送一个舀兜到河

边来。

不过， 他的妻子的舀兜还没送

到，20 分后，这条“鱼” 就被他拉上

了岸———这是一条 “长着四只脚”

的“怪鱼” 。

张继发很快认出，这条“怪鱼”

是娃娃鱼， 是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

动物。

更令他意外的是， 这条娃娃鱼

并非是吃鱼饵上钩的， 而是鱼钩意

外“挂”到了它的后肢被拖上岸的。

张继发将娃娃搬到家中后，经

测量得知， 这条娃娃鱼体长 1.08

米，重达 16.6斤。

据了解， 张继发钓起娃娃鱼的

消息传开后，很快有人找上门来，希

望以每斤 150 元的价格买走， 但被

他拒绝。

“它能长到这么大， 太不容易

了。 我一定要找个合适的地方放

生。 ” 他说。

考虑到钓起娃娃鱼的地方水质

欠佳，而且每天都有人捕鱼，张继

发认为， 把它留在原处并不安全。

权衡再三后，他联系到记者，希望

帮忙找一个合适的放生地。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黔华）

意外！ 鱼钩“挂”起条超大娃娃鱼

长达1.08米，重16.6斤！ 目前，这位遵义钓友正在寻找放生地点

本报讯 8月 2日下午， 龙里县

龙山镇水场社区高沟河，一名 10 岁

小女孩不慎被激流卷走， 后被困在

下游河中央的一块石头上。 当路过

的村民联手将其救上岸时， 孩子已

经晕了过去。

当天下午， 这个小女孩和村里

几个小伙伴一起来到水场高沟河河

坝上玩耍，期间一不小心踩滑，失足

掉入河中。

因河水湍急， 她很快被水卷到

离岸 20米多远的河流中。

“我当时刚好刚卖完粉面回

来，听见有小孩呼救的声音，便赶

紧停下车跑到河边去看。 ” 村民宋

启会说，当时就看见一个小姑娘抱

着一块石头在那里哭喊。

因水流太急， 一起来的几个小

朋友都不敢下去。 宋启会尝试着直

接走进河中，都稳不住自己的身体。

考虑情况紧急，再不施救，担心

女孩会支撑不住再次被激流卷走，

宋启会来不及多想， 立即找来一根

竹竿作为支撑， 慢慢地走到河中将

女孩抱起。 随后和闻讯赶来的村民

一起将其救上岸，此时，小女孩已晕

了过去。

宋启会担心孩子身体还有其他

状况或者后遗症，并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和闻讯赶来的孩子父母一起将

小女孩送到水场卫生院。

医院检查之后， 女孩仍没苏

醒，宋启会便建议孩子的父母送她

去花溪医院检查，因女孩的父母没

带钱，家里也没车，宋启会又开着

车送女孩和她父母前往花溪医院，

并垫付了治疗费。

经检查，孩子并无大碍，且已经

苏醒，宋启会这才放心地离开。

“水急又深，要不是有他在，

再被冲下去，我女儿就危险了。 ”

事后， 小女孩的父母不停地向宋

启会及村民道谢。

（罗显琴 张仁东）

小女孩被激流卷走 困在河中命悬一线

事发龙里县龙山镇高沟河，当地村民接力救人，并将女孩送往医院

本报讯 这两天，派出所民警帮

助失联 18 年的徐再群回家的消息，

传遍了桐梓县马鬃乡。 据称，徐早年

外出务工时， 因一场感冒导致记忆

模糊，与家人失去联系。

今年 5 月 23 日，年过古稀的刘

忠英步履蹒跚地走进桐梓县马鬃乡

派出所， 请求帮助她寻找失踪了 18

年的女儿徐再群。

“那年她 26 岁，她跟着老伴徐

伦富去广东打工，有一天突然失踪，

之后就再也没联系了。”刘忠英抹着

眼泪说。 而“丢了女儿”的徐伦富则

满怀愧疚和自责， 导致身体健康状

况日渐下降，后来还得了重病，现在

只能靠轮椅出行。

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说， 若女

儿还活着，想见上一面，死了，也要

去她的坟头看看。

老人的话，让大家感到心酸。

派出所长李德强和承办民警江

东商量后，开始查找旧档案，同时结

合老人提供的信息， 整理成寻人信

息，发送到公安内部系统中。 两个多

月后，派出所得到信息回馈：已找到

了徐再群，在大方县，且已成了家。

8 月 1 日， 徐再群回到离别 18

年的马鬃乡，与父母等亲人相认。

但随着徐的出现， 一连串疑问也

冒了出来： 明明是 18年前在广东失

联，为何会在大方成家？ 18年间，离家

不过数百公里，她为何不与家人联系？

徐再群也说不清。 派出所民警

根据调查情况， 结合徐再群不完整

的记忆，大致还原了她失踪的情况。

2001年， 徐再群随父到广东打

工时患了重感冒发高烧。 她昏沉沉

地独自出门， 搭乘摩托车去求医

……醒来时， 她发现自己躺在一块

大石头上，旁边围了很多人。 她艰难

起身后，沿路走了很多天，也没能回

到和父亲的住处。 后来，她被一名四

川口音的男子带到砖厂做工。

在砖厂里，她结识了来自大方县

的宋元伦，并与其回乡成婚。 可能是

那次重感冒没得到及时医治，导致她

后来出现了脑神经功能紊乱，记忆错

乱。 而这一后遗症，也让她即使回到

贵州，也没法与父母取得联系。

“不管她变成什么样子，她都是

我的二姑娘！ ”刘忠英紧拥女儿，有

她在，家就完整。 （黄黔华）

失忆后走失

她与家人失联18年

本报讯 7月 29日晚，一

名小女孩坐动车到达凯里南

站后，返回车内拿回背包准备

下车时，列车已经启动，她只

好越站坐车到贵阳北站。

G405 次列车长获悉情况

后， 根据规定编制客运记录。

当晚 20:16分， 列车抵达前方

停车站贵阳北站，列车长把小

女孩交给北站工作人员。

了解到小镕的情况后，叶

车长把她带上 G5396 次列车。

并在沿途悉心照料与呵护小姑

娘，使她的情绪慢慢恢复正常。

当晚， 列车抵达凯里南

站，工作人员将小镕交给早已

等候在站台上气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女孩不慎坐过站 动车免费送回家

张继发在量娃娃鱼 娃娃鱼有1米多长

娃娃鱼的大头

激流中救小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