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99岁岁女女孩孩去去见见网网友友一一直直没没回回家家
滨州女孩离家来烟十多天，叔叔盼她早回家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张
倩倩 ) “离家十来天了，我们
都是数着日子过来的，但茫茫
人海，她到底在哪？”滨州市滨
城区的李先生想通过本报找找
他的侄女李岩磊。据了解，清明
节之前，李岩磊就离开家了，先
从滨州到济南，又到了烟台福
山区，叔叔通过李岩磊的网友
得知，侄女这次来烟台是为了
见网友，李先生希望好心人看
到李岩磊，劝她赶紧回家。

14日，记者拨通了李先生
的电话，李先生说李岩磊今年
19岁了，从小父母离异，她跟着

父亲生活。上初二那年，父亲突
然去世，李岩磊就跟着奶奶和
40多岁的叔叔一起生活，但父
亲的去世给李岩磊带来了很
大的痛苦，去医院后，医生说
李岩磊有点精神障碍，需要长
期治疗……说着说着，李先生
竟然哭了起来。

为了治好病，李岩磊吃了
一年的药，慢慢地好了很多。
由于对她还是不放心，叔叔和
奶奶不敢让她出去，她平时跟
着叔叔干些活。直到这一两
年，李岩磊学会了上网聊天，
也交了不少的网友。

“去年她有一次离家去见
网友，不过是在滨州市内，很
快就回来了。”李先生说，清
明节前一天，李岩磊突然离
家，从济南呆了两天又到了烟
台福山区。“我好不容易联系
上了她的网友，才知道，这期
间她让网友给她打过 1 0 0块
钱，通过这个信息和QQ登陆
的IP地址，我们当地的派出所
查到她在烟台福山区。”李先
生从网友口中得知，李岩磊此
次离家来烟台很可能是为了
见网友。

知道李岩磊在福山区后，

李先生7号来到烟台，找了好
几天也没有找到她，特别着
急。“她奶奶更是急得天天落
泪，天天说这个孩子命苦。”
李先生说，李岩磊很内向，不
爱说话，经常在网吧呆着，由
于出门时也没带钱，再加上她
精神有问题，家人特别担心她
会遇到坏人。

在此，希望福山区的市民
若看到这个19岁的小姑娘，赶
紧联系她的家人，也希望李岩
磊的网友看到报道后劝她早
日回家，她叔叔李先生的电话
是15553355376。

本报4月14日讯 (记者 张姗
姗) “刘崇海，你现在还好吗？我
很想念你。”近日，一位名叫张玉光
的辽宁退伍军人联系本报记者，想
要寻找分别20年的栖霞战友刘崇
海。张玉光说，虽然他和刘崇海在
一起的时间只有4个多月，但是两
人的感情犹如亲兄弟一般。

1991年底和1993年底，来自辽
宁葫芦岛的张玉光和来自山东栖
霞市的刘崇海先后在内蒙古锡盟
东乌旗入伍。刘崇海入伍后，张玉
光就成了他所在的新兵班的班长。
1994年4月，由于部队编制调整，张
玉光所带的班要调到别的驻地。

“分开后，我们俩经常写信联
系，但是至今没有再见过面。”张玉
光说，以前他和刘崇海是通过部队
的地址联系，但是1996年底刘崇海
复员回了老家，两人就失去了联
系。2005年，张玉光转业后也离开
了部队。

“刘崇海是个很讲义气的人，
很为班集体着想。一起经历了那么
艰苦的环境，战友之间都会产生非
常深厚的感情。”张玉光说，随着年
龄越来越大，自己越发怀念在部队
的那些时光。

记者了解到，刘崇海是栖霞市
占疃乡人，今年 3 9岁左右，身高
1 . 72米左右，1993年底至1996年底
在内蒙古锡盟东乌旗某部队服役。
如果您能联系到刘崇海，请尽快告
知张玉光：13948261206。也可拨打
本报热线：6610123。

本报4月14日讯 (记者 于明
红) 14日中午12点左右，在烟台市
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的护送下，52

岁的查道银踏上了返回安徽老家
的列车。在外流浪了十多年，查道
银终于能回家了。

在烟台市救助管理站，记者见
到了查道银。换了新衣服的查道银
坐在床上，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正在
帮他擦头发。妇女儿童救助科的于
波告诉记者，查道银刚到救助站的
时候，头发全都是打结的，皮肤黝
黑，身上穿的衣服又脏又破。救助
站的工作人员先帮他洗了澡换了
身干净的衣服。

为了尽快了解查道银的情况，
于波拿出纸笔，想让他在纸上写出
自己的家庭情况，“他虽然话不多，
但还是写出了自己的名字，家庭住
址也写到了乡镇。”根据查道银自
己写出的信息，于波马上联系市公
安局查询了查道银的户籍信息，查
道银是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石镜
乡马山村人。有了户籍信息，救助
站紧接着联系到了查道银家乡的
政府。”

查道银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
他在老家还有一个亲姐姐。救助站
的工作人员联系到查道银的外甥
时，他根本就不相信这是真的。查
道银的外甥介绍，查道银离家已经
十多年了，时间久了，希望越来越
小，家里人都以为他已经去世了。
得知自己的舅舅还活着，查道银的
外甥十分欣喜，在电话里多次感谢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

流浪汉漂泊十载

终回家

阔别20年

老班长寻栖霞战友

莱莱州州马马格格庄庄王王氏氏家家族族后后人人回回烟烟寻寻根根
三百多年前渡海去了大连，之后便与宗亲失去了联系

本报4月14日讯 (记者
王敏 ) 日前，本报接到一个
遥远的寻亲电话。说遥远，不
光是因为电话来自辽宁，而且
他的家族自1647年便与在莱
州的亲人失去了联系，尽管一
直在寻找，却至今没有消息。

打来电话的人叫王钰杰，
尽管语音听起来很焦急，但不
时传出的叹息声透出一丝绝望
的信息。王钰杰说：“时间太长
了，要是有家谱，还能照着找，

找了多少年，我都不抱希望
了。”

“我先祖王师省和兄弟在
顺治四年 (1647年 )，从莱州马
格庄坐船到了大连。兄弟二人
下船走散，因为家谱和谱书在
先祖的兄弟手里，我们这支就
没有家谱。我先祖凭记忆记得
家 谱 顺 序 为 ：师 、( 空 ) 、成 、
(空)、有、政、秉、章。渴望找到
同宗亲人。”这是王钰杰发来
的信息，他的先祖在大连落稳

脚后，就开始找其他亲人，但
至今无果。

“后来我根据家里一代
代传下来的信息，确定我们
家 是 从 莱 州 市 马 格 庄 村 走
的，但是我给马格庄村打过
电话，没找到任何亲人和其
他线索。”王钰杰说，他家几
代 人 一 直 想 找 到 自 己 的 宗
亲，他的爷爷临终前还念叨
着，想回家看看亲人，但未能
如愿。

如今，王钰杰的父亲已年
过七旬，寻祖归宗的事就落在
了他的身上。随着查找联系的
次数增多，他得到的只有更多
的失望。

在与马格庄的老住户联
系过后，记者也没能得到任何
线索。如今，这份家谱似乎成
了唯一能让王钰杰找到宗亲
的线索，如果您知道关于马格
庄 王 姓 家 族 的 信 息 ，请 与
15864710988联系。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张姗姗 ) “走失半年了，她
丈夫还是一直在找她。”近
日，莱阳市吕格庄镇牛百口
村妇女主任张女士向本报反
映，该村村民高桂兰于去年
1 0月1 6日傍晚外出寻找丈
夫，却至今没有回家。

张女士告诉记者，高桂
兰今年58岁，有点智力障碍，
家住莱阳市吕格庄镇牛百口
村。2013年10月16日下午5点
半左右，高桂兰出了家门，却
一直没有回来。“当时有村民
在路上遇见过她，她说去找
她丈夫。”张女士说，可能是
她看到天快黑了丈夫还没回

来，就出去找他。“以前她很
少晚上出去，这次出去得时
间比较晚，估计是天黑了迷
了路。”

张女士说，高桂兰走失
后，她的丈夫天天出去寻找，
莱阳的很多村子都找过了，
依然没有高桂兰的下落。

据了解，高桂兰今年58

岁，莱阳市吕格庄镇牛百口
村人，有智力障碍。身高156

厘米左右，圆脸，短发，有点
驼背。走失时身穿红色上衣，
黑色裤子。如果您见到高桂
兰，请及时拨打13793502565

联系张女士，也可拨打本报
热线661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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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在找老婆◎

张玉光与战友的合影，前排左
一为刘崇海，中间为张玉光。 受
访者供图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于飞) 4月7日，孙先生的妻
子韩艳红带着18个月大的孩
子离家出走，从沈阳来到烟
台的亲戚家。孙先生得知后
立即从沈阳来到烟台寻找妻
子，这几天他一直住在火车
站大厅内，孙先生说他把孩
子换洗的衣服也带来了，希
望能快点找到妻子。

据孙先生介绍，他与妻
子是2011年结婚的，两人一
直都在沈阳生活，他们的女
儿现在已经18个月大了，两
人的感情一直都不错，可是4

月7日那天，他下班回家后，
发现妻子韩艳红不在家，他
给妻子打电话，妻子告诉他，
自己带着孩子要去投奔烟台
的亲戚，说再也不回沈阳了。
妻子突然离家出走让孙先生
慌了神，可是妻子匆匆挂了

电话后，就再也不肯接孙先
生的电话了。

孙先生说，他一个人在
家越想越不对劲，便决定到
烟台找妻子。可是妻子离开
的时候，把家里为数不多的
现金都带走了，他只好跟朋
友借了300元钱，然后坐车来
到烟台。他是第一次来烟台，
之前从来没跟妻子的亲戚联
系过，人生地不熟的也不知
道去哪里找妻子。

4月10日，孙先生就来到
了烟台，可是一直没有找到
妻子的踪影，“我把孩子换洗
的衣服都带来了，还有好多
东西，希望能快点找到他
们。”孙先生说，妻子生孩子
的时候没有养好，身体一直
比较虚弱，他很担心妻子，希
望妻子知道他来到烟台找她
了，能跟他一起回家。

妻妻子子携携女女儿儿突突然然离离家家
男男子子赶赶赴赴烟烟台台寻寻妻妻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于飞) “我不该动手打她，
我很后悔，家里还有孩子，
希望媳妇能快点回家。”来
自甘肃的郭先生，拨打本报
寻亲热线希望通过本报找
到他的妻子金小丽。

郭先生告诉记者，他是
2007年从老家甘肃来到烟
台打工的，2009年年底他的
妻子金小丽也来到了烟台，
在毓璜顶医院附近的一家
快餐店上班，两人有一个女
儿，今年4岁了，一直在老家
由家里的老人抚养。

2013年9月份，郭先生因为
家庭矛盾，与妻子发生争吵，
随后两人的关系就开始恶化。
两人回老家过年时，妻子提出
了要离婚，可是郭先生不同
意。经过家人的劝说，两人暂
时没有办离婚手续，过完年

后，两人一起回到烟台。
4月7日晚上，郭先生在

外面喝了点酒才回家，回到
家后，两人又发生了争吵，郭
先生便动了手。“我喝了点
酒，劲就使大了，我掐了她的
脖子，把她弄疼了。”郭先生
说，第二天早上醒来后，他很
后悔自己前一天的行为，可
是妻子没有给他改过自新的
机会，他一醒来就发现妻子
不见了，他给妻子打电话，电
话一直关机。郭先生赶紧到
妻子工作的地方去找，可是
妻子的同事都不知道他妻子
的下落。

“孩子还小，我不想跟
她离婚，希望她能回来，我
以后一定好好对她。”郭先
生说，他希望妻子能看在孩
子的面子上，快点回家，以
后绝不再对妻子动粗。

酒酒醉醉动动手手打打跑跑妻妻子子
丈丈夫夫后后悔悔全全城城寻寻妻妻

高桂兰10年前的照片，她十年前的身材样貌，跟现在比起来
几乎没有大改变。 张女士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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