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拐25年 哑女写“天书”寻亲
目前奇怪文字没人读懂，其DNA已存入失踪人口数据库
文/片 本报记者 袁鹏

1988年秋天，两千元被卖到枣庄给人当媳妇

田鲜花1 9 8 8年的时候被
人贩子拐卖，并以两千元的
价格卖给了枣庄市薛城区东
托 一 村 的 农 民 刘 道 彬 当 媳
妇。据刘道彬的哥哥回忆称，
八十年代的时候家里有七口
人，穷得叮当响。刘道彬眼看
着快四十岁的人了，还没有姑
娘愿意跟他成家。后来老父亲
就开始着手为儿子张罗这个
事，打听看能不能给刘道彬买
一个媳妇。大概是1988年八九
月份的时候，当时正在收公
粮，天也有些冷了，两个外地
人就带来了田鲜花。刘道彬的
哥哥为了防止人贩子事后回

来找，特意将他们安排到镇上
住下。

“两个人贩子当时要价两
千，那时候我一共就有七十四
块钱。”刘道彬的哥哥说，当时
一大家子人，把能借的钱都借
来了，然后又卖了一头牛，终
于凑够了两千块钱。两个人贩
子拿了钱后，弄了辆客货车送
来了田鲜花。田鲜花刚来的时
候也就是十七八岁的样子，最
多有七十斤，还没完全发育。
脑袋后边扎着两个四五公分
的小辫子，怯怯懦懦的。“田鲜
花”并不是她的本名，她来的
时候没有名字，后来国家搞人

口普查的时候，家人给她编了
这个名字，上的户口。

于是刘道彬就算是有了
媳妇，两个人就过起了日子。
第二年，田鲜花为刘道彬生下
来一个儿子，家里人都很高
兴。因为田鲜花不能说话，所
以家人一度都很担心生下来
的会是一个哑孩子。结果生下
来 的 是 一 个 正 常 的 大 胖 小
子，浓眉大眼，很讨人喜欢。
后来，田鲜花又生下了三个
孩子，两女一男。现在最大的
孩子已经二十四岁，最小的孩
子也有十四岁。兄妹四个没有
人有语言障碍，都很健康。

田鲜花约出于70年代，1988年，她被拐卖到山东枣庄，1999

年丈夫去世。她会写一种奇怪的文字，但没人能懂，所以没人知

道她的来历。带着四个孩子一起生活的她，现在非常希望找到

自己的老家和亲人。

七条过境河水质达标
第三季度调水计划即将启动

本报枣庄 6 月 1 9

日 讯 ( 见 习 记 者 徐
艳) 南水北调工程是
可以有效缓解我国北
方地区水资源短缺，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的一项惠民工程，目
前，山东段试通水已
全面完成，第三季度
调水计划即将启动，
据记者向相关部门了
解，现在枣庄段水质

总体达到调水水质要
求。

记者到台儿庄运
河、韩庄运河河段了
解情况，发现这两段
运河水质较以前有很
大的改善，水流清澈，
没有垃圾等漂浮物。

“以前河流沿岸有很
多企业，河水污染严
重，里面根本就没有
鱼，夏天更是恶臭扑

鼻，现在整治得真的
很好，没事儿可以到
这里乘乘凉，钓钓鱼，
这才是真正的江北水
城嘛！”在附近钓鱼的
杨大爷说道。另外，流
经台儿庄城区的环城
河水质以及周围环境
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据相关负责人介
绍，自南水北调工程
以来，枣庄市对全市

所 有 河 流 实 施 全 方
位、全流域、全过程的
治理，全市7条过境河
流均由原来的五类水
质达到了三类水质，
尽管有些段面有些波
动，但总体符合南水
北调工程对水质的要
求。现在相关部门已
加强监测，确保第三
季 度 调 水 的 水 质 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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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世界年中最大的酒
店用品展——— 第十一届广州国际
酒店设备用品展览会，将于2013年6

月27-29日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
品交易会展馆隆重举办。本届展会
由亚太酒店用品协会、粤港澳酒店
总经理联谊会、中国特种咖啡协
会、广东烹饪协会、广东厨委会、广
州华展展览公司等权威机构强强
联手举办。

本届展会面积达6万平方米。
展会聚集了美神床垫、宏生餐桌、
美宝、必盛美家具、上海创绿、广州
唐泰、南海有田、特博威尔、宝锋食
品机械、重庆迅能、海马家具、万振
家具、精诚集雅家具、理念家具、盛
豪美家具、百佳洋服饰等来自世界
各地的1000家知名酒店用品企业。
展会上集中展示20万多种酒店用
品，包含了当今酒店、酒楼所需要
的最新设备和用品。

此外，在展会现场将举办多场
高质量现场活动。其中包括首届酒
店成本控制与收益管理论坛暨酒
店采购订货会、中国酒店用品采购
与供应洽谈会暨江西酒店用品采
购团牵手广州展、第八届广州国际
百瑞斯塔 (咖啡师 )咖啡拉花锦标
赛、广东烹饪名师厨艺演示暨广东
烹饪名牌作品展示、第四届中国
(广州)石材养护高峰论坛暨2013石
材养护大赛颁奖典礼。

目前，华展每年在西安、广州、
深圳举办国际酒店设备及用品展，
为酒店用品行业搭建优质高效商
贸平台。其中、华展每年5月西安酒
店用品展已发展成为中西部最大
的酒店用品展；每年6月广州国际
酒店用品展已发展成为世界年中
最大的酒店用品展；10月深圳酒店
用品展是华展创办的又一大品牌
展会。

会写一种奇怪的文字，期盼找到老家、亲人

田鲜花的大儿子告诉记
者，他母亲一直很想找到自己
的老家。他们这个地方有嫁出
门的女性正月十六回娘家的
习俗，每年那个时候，他母亲
看到村里的妇女都回娘家，就
非常着急，也想回娘家。他七
岁那年，母亲正月十六就带着
他出去找过一次娘家。母亲也
不知道自己的娘家在哪里，只
是带着他往西边走，走了一
天，没了力气。最后在一座桥
下凑合着睡了一觉，第二天被
家里人给寻了回去。

后来自己上了学，他就发
现母亲经常拿着他的本子和
笔写写画画。他拿过来看，发
现母亲写的并不是汉字。后来
他逐渐长大，这之间拿着母亲

写的东西给别人看，都没人能
看得懂。母亲会画娘家那边住
的房子，还有大致的山河地
形，但是画得很粗糙，很难辨
识。他觉得，母亲写的文字里
应该有更多的信息，破解了母
亲写的文字，很可能就可以找
到母亲的娘家。记者了解到，
目前仍没有人能识别这种文
字。

枣庄特殊教育学校的语
言专家冯杰指导田鲜花进行
了一系列测试。从测试情况
上看，田鲜花不懂手语，也不
认识汉字，但是能较为流利
的书写一种以左右结构为主
文字。由于田鲜花的面孔有
一些南方人的特征，志愿者
就拿出一些图片，让田鲜花

指认。田鲜花在看到大米的
照片后，立刻做出了插秧和
割稻子的动作，而当地并不
种稻子。另外，田鲜花在看到
西南山区的竹木材料搭建的
民居以及背竹篓的妇女时，
都表现得十分兴奋，不停地
用手指点照片。

冯杰说，由于她被拐卖
出来的时候年纪还很小，过
去了那么多年，田鲜花现在
写出的这种文字未必是一种
准确的文字，也有可能是某
种文字的错别体。

“宝贝回家”的工作人员
随后抽取了田鲜花的血液样
品，以便测定田鲜花的DNA，
好将田鲜花的DNA数据输入
失踪人口DNA数据库。

本报枣庄6月19日讯(见习记者
于鹏) 19日上午，以“巅峰阵容，问鼎
财富”为主题的2013枣庄银行高端客户
答谢会——— 暨千里走单骑·古城汇盛
大认筹在薛城开元凤鸣山庄隆重召
开。

台儿庄古城作为千年古运河上保
留最完整的运河文化遗产体系，申遗
势在必得，每年吸引着数百万游客慕
名前来。千里走单骑·古城汇作为千里
走单骑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台儿庄古
城的合作项目，项目的整体建筑风格
以鲁南民居与徽派建筑风格为主，将

鲁南建筑的简约、厚重与徽派建筑的
灵动、韵律完美结合，充分体现出整个
台儿庄古城集“运河文化”和“大战文
化”为一城，融“齐鲁豪情”和“江南韵
致”为一域的特点，很好的体现出台儿
庄古城的“商贾迤逦，一河渔火，歌声
十里，夜不罢市”的繁荣景象，是历史
上台儿庄南北交运、商贾云集的再现
与完美演绎。牌坊，祠堂，庭院，街道，马
头墙，黛瓦，门神，每一处建筑每一个
符号都是静心打造，可以说咱们项目
做到了文化、建筑、商业三者的完美融
合，是极具人文魅力的旅游商业地产。

千里走单骑·古城汇
盛大认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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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田鲜花和她的四个子女。
2 .语言专家在对田鲜花进行测试。
3 .田鲜花书写的“寻家书”。

第十一届广州国际酒店设备用品展6月27日盛装开展

6月17日下午，市
中消防大队对辖区的
学校开展了专项排查
整治行动，发现枣庄十
六中北校学生宿舍楼
安全出口存在长期锁
闭情况。根据检查出的
问题监督人员当场下
发了《责令改正通知
书》，责令进行限期整
改。

本报通讯员 杨
艺 本报记者 袁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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