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4 月 6 日，铜仁市石阡县一

村民骑摩托车翻下约 3 米高的路坎，头

部受伤昏迷， 派出所民警和当地热心村

民合力将其送入医院。

4 月 6 日 12 时许，石阡县公安局龙

井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后赶到现场，发

现一名男子躺在地上昏迷不醒， 其身旁

有一辆红色两轮摩托车。 随即，民警、辅

警与当地热心村民们一起， 将伤者送至

警车内。随后，民警驾车将该男子送至龙

井卫生院救治，同时联系伤者家属。

经了解，伤者梁某今年 57 岁，石阡

县龙井乡村民。事发当日，梁某骑摩托车

外出办事后赶回家， 在途经龙井乡狗湾

坝地段时， 由于连日雨雾天气， 视野不

佳，加上路面湿滑，梁某连人带车翻下约

3米高的路坎。 幸好路人发现并报警，在

民警、辅警、村民的帮助下，得以及时就

医。

目前，梁某已脱险，正在医院接受进

一步治疗。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成虹飞）

小海并不知道，另一边，他的亲生父

母，也在苦苦寻找失散的儿子。2021年 2

月 26 日，一条“寻找 1982 年出生、1988

年失踪的贵州省遵义市高坪镇枫香塘唐

佳桃”的帖子，出现在宝贝回家网站上。

登记寻找孩子的， 是家住高坪镇的

唐永刚、何永会夫妇。“姓名：唐佳桃；失

踪日期：1988 年 7 月 5 日（农历）；失踪

经过： 幼儿园放学回家途中失踪……家

住的是木板楼瓦房，孩子睡在楼上，上楼

通过木梯子，父母住楼下……”

宝贝回家网站志愿者心头一震：这

些熟悉的细节似曾相识， 唐佳桃与小海

是否为同一人？经过对细节再三核实，唐

佳桃就是小海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最终，

经过 DNA 比对，在福建寻亲的小海，就

是唐氏夫妇丢失的儿子唐佳桃！

4 月 6 日晚，雨中的遵义春寒料峭，

唐永刚家中却热闹异常，闻知失踪 33 年

的孩子即将归来，亲朋好友悉数到场，共

同见证这感人一刻。“爸、妈！” 唐佳桃双

膝跪倒在地，泪水夺眶而出，年过半百的

父母早已哭成泪人。

何永会说，孩子丢失后，他们夫妇俩

发疯似地找了好久，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里，他们都无法走出巨大的悲痛。“为了

寻子， 我们找了很多地方， 还上过央

视。 ” 唐永刚说。

唐佳桃说，他已和养父母沟通过，自

己要回遵义寻找生父母， 养父母并未反

对。 这次回来，他将陪陪父母，然后回到

福建再作打算。“找到自己的父母，如同

卸掉了心上的千斤重石。 ” 他说，未来，

他会好好孝敬父母们。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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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5 日， 一位 66 岁

老人驾车返回重庆途中， 在银百高

速遵义市湄潭县境内发生车祸，车

辆失控撞上护栏。 由于担心发生二

次事故， 他将车移至路边并与车内

乘客撤到护栏外后才报警。 交警赶

到现场后了解了事情经过后， 连连

为老人的处理点赞。

4 月 5 日上午 9 时 30 分许，遵

义高速交警三大队三中队接到报

警： 银百高速公路遵义往重庆方向

湄潭县兴隆镇路段， 一辆小型汽车

失控撞上护栏，现场无人员伤亡。

民警赶到现场时，天正下着雨。

路边， 一辆重庆牌照的小型汽车正

停靠在应急车道内， 该车前保险杠

掉落在距离车辆约 30 米的位置，车

辆前脸几乎全部被撞掉， 受损较为

严重。

该车司机李某，是一名 66 岁的

老人。 李某说，4 月 4 日，他与老伴

从广东出发，准备返回重庆。 4日晚

上，二人在都匀市休息，第二天出发

时，天一直下着小雨。“可能是因为

自己车速较快， 在行至一右转弯道

路时，车辆出现甩尾，随后摆动幅度

越来越大， 车辆在碰撞护栏后旋转

了几圈才停了下来。 ”李某说，他和

老伴都被吓得不轻。

车辆停下后， 李某想到清明假

期路上车多，担心发生二次事故，在

确认后方暂时没有来车后， 他鼓起

勇气将车移至应急车道， 在后方摆

好三脚架， 然后与老伴双双撤至护

栏外，这才拨打报警电话。

民警认定， 驾驶人李某负本次

事故的全部责任。 而对李某事故发

生后的操作， 民警认为既能保证自

身安全， 也可以有效避免二次事故

的发生，值得点赞。 民警同时提醒，

老年人长途驾驶，一定要小心谨慎。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宝华）

老人驾车出车祸 交警却为他点赞

原来出事后老人的“一番操作” ，有效避免了二次事故的发生

共同的记忆，让他们33年后再团聚

“住的是两层瓦房、睡觉要用梯子上楼……”

“当时家里住的是两层高的瓦房，要上楼必须拿个梯子爬上去……” 2012 年 12 月 30 日，一

名被拐卖到福建的男子在宝贝回家网上登记寻亲信息时，如是写道。

2021年 2月 26日，一对家住遵义高坪的父母，在网上发起寻子消息时，也写了跟上面差不多

的内容。

太多相似的细节，他们会是失散的一家人吗？ 近日，DNA检测证实，他们真的是一家人！ 因为

孩子遭拐卖，分离了 33年。 4月 6日晚，被拐 33年的遵义高坪孩子唐佳桃寻亲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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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5岁被拐

隐约记得身世

2012 年 12 月 30 日， 一位小

名叫小海的被拐男子找到宝贝回

家网站志愿者， 要求登记寻亲信

息。 小海现在生活在福建，已经成

家。 他记得自己是 1989 年底被拐

的，那时 5 岁左右。 “当时在上幼

儿园， 放学途中被陌生男人拐

走。 ” 小海说，那位陌生人说是带

自己去买糖吃，他就跟着走了。 这

一走，便是 33年。

小海被拐卖到了福建一户人

家，养父母为他取名陈小阳。 虽然

养父母对他很好，但小海一直知道

自己的身世， 对人贩子的痛恨、对

亲生父母的思念， 一直伴随他成

长。

“记得家里有弟弟妹妹，总共 5

口人，住的是两层高的瓦房，要上

楼必须拿个梯子爬上去，每到晚上

爸妈都会用那梯子送我上去睡

觉。 ” 小海说，他还记得家里有大

伯，还有堂妹、堂弟。

细节吻合

DNA确认

A

数次寻亲未果 越发感到孤独

小海依稀记得福建这边的

姑父曾说过，他来自遵义，但并

无确切的地址。为了确认自己的

身世，2015年 3月， 小海在福建

采血， 当年 12 月又自行采血寄

到四川，但都没有找到亲人。

2018年，宝贝回家网站在兴

义举办认亲大会，满怀希望的小

海也来到现场。 这次认亲大会

上，共计有 6 位宝贝现场认亲成

功，但小海并不在成功之列。

看着那些认亲成功的孩子，

他再次感受到深深的孤独，从那

一天起， 对亲人的思念之情愈

甚。 而一次次的失望，也让他害

怕寻亲：“我究竟是谁？ 我的亲

生父母，你们又在哪里？ ”

在苦苦煎熬中度过 3 年后，

今年 3 月， 小海收到志愿者消

息： 他的亲生父母可能找到了，

但还需做最后的 DNA鉴定。 幸

福来得有点突然，小海有些不敢

相信：这一次，不会又是竹篮打

水一场空吧？ 志愿者说，他的父

母可能是遵义高坪人。

遵义高坪？ 小海查询地图，

再看看自己 2018 年去过的贵州

兴义， 原来两地相距并不远，自

己会不会真的是高坪人呢？他觉

得像做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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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时隔 33年

家人再团圆

本报讯 务遵高速公路上，一

司机想喝水，就将车停在高速公路

停车带上，不曾想后面一辆车撞了

上来。 4 月 7 日，经抽血检验，后车

司机涉嫌醉驾，目前已被刑拘。

据了解，4 月 3 日 17 时 37 分，

务遵高速公路绥阳往遵义方向绥

阳县蒲场镇境内，一辆大众越野车

停在停车带内喝水休息时，被一辆

奥迪轿车追尾，事故造成两车不同

程度受损，所幸无人员伤亡。

民警现场检测发现，大众车驾

驶人郝某无酒驾嫌疑，奥迪车（即

后车）驾驶人陈某血液中的乙醇含

量为 131mg/100ml， 涉嫌醉酒后驾

驶机动车。

面对检测结果，陈某称自己驾

车途中一直在嚼槟榔，可能是槟榔

导致检测结果异常。 民警随后将陈

某带至绥阳县医院抽血检验。 4 月

7 日， 经遵义市公安局检验鉴定中

心检验，奥迪车驾驶人陈某血液中

的乙醇含量为 128mg/100ml， 陈某

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将被追究

刑事责任。

面对抽血化验结果， 陈某承

认，当天中午因为应酬，他喝了两

瓶啤酒，由于要到遵义办事，就抱

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 当行至事发

路段时， 陈某想停车休息一会儿，

也准备驶入该停车带，但因喝酒反

应迟钝导致发生事故。 （黄宝华）

本报讯 一名 5 岁女孩在幼儿园昏

迷抽搐， 奶奶赶到后乘坐出租车送孩子

就医。 出租车司机见情况紧急遂报警求

助。 交警赶来开道， 很快将孩子送到医

院。到了医院，交警抱起孩子就冲进了急

诊室。

据了解，4 月 7 日上午 9 时，南明交

警三中队指导员王颖、民警谭磊、李强正

在花溪大道太慈桥立交疏导交通， 这时

指挥中心通报， 一名出租车司机报警求

助称，车上有位幼女全身抽搐，急需送往

贵州省人民医院进行医治。

接警后，王颖电话联系了求助者，在

得知求助者的具体位置后， 立即将情况

上报指挥中心。 随后， 指挥中心立即协

调，确定救助线路，沿线开启“绿色通

道” ，民警驾驶警车开道，经花溪大道、

都司高架桥路、 蟠桃宫十字左转到达了

贵州省人民医院。

据了解， 当天从太慈桥立交到达省

医用时仅 9分钟。到达省医后，谭磊抱起

女孩就冲进急诊室，把女孩交给医生后，

才放心离开。

据女孩的奶奶刘女士介绍， 女孩姓

蒋，今年 5岁，家住南明区四方河路。 刘

女士当天早上送孙女去幼儿园， 一个小

时后，幼儿园老师打电话来，说起孙女肚

子疼，之后就躺在地上抽搐。刘女士赶到

幼儿园接上孙女后，就打了个出租车，准

备送孙女去省医救治。 当出租车行驶至

太慈桥立交时遇交通缓行， 出租车司机

赶紧报警求助。在民警的帮助下，很快就

将女童送医。 对民警和出租车司机的帮

忙，刘女士及其家属表示衷心感谢。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佳艺）

5岁女童昏迷抽搐， 坐出租车

就医途中遇堵车：

交警先帮忙开道

再抱她冲进急诊室

正常停车喝水遭追尾 原是醉司机“挤了进来”

还想“甩锅” 槟榔，抽血化验“酒精超标”

石阡：

男子骑车坠下高坎

警民合力将其送医

唐佳桃与父母、妹妹在一起

老人和老伴撤出高速路，小图为被撞坏的车辆

交警抱孩子送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