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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入伍的战友，徐维鹏很想你们》追踪———

见见报报次次日日，，寻寻找找多多年年的的战战友友找找到到了了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王

永军) 7日，本报以《一起入伍
的战友,徐维鹏很想你们》为题
报道了市民徐维鹏寻找莱阳籍
战友一事。见报次日，被寻找的
莱阳战友乔水清就联系到本
报，目前徐维鹏已经和4位战友
取得了联系。

“想找到当年的老战友，好
好聊聊天。”市民徐维鹏是一名
退伍军人 ,在部队时结识了一
群莱阳籍的战友，退伍后彼此

失去了联系，找到曾经的战友
成了他的心头事，于是他拨打
了本报的寻亲热线。

见报次日，莱阳市民乔水
清联系到本报，称他就是徐维
鹏寻找的战友。乔水清说，他退
伍后就回到了莱阳老家，目前
是褚家疃村的村支书。

“没想到当年的老战友还记
挂着这帮兄弟。”乔水清说，他看
到报道后，得知徐维鹏在寻找当
年的老战友，觉得心里特别热

乎，当年在部队结下的深厚友谊
也一直埋在大家心底。

乔水清说，他和被寻找的
战友陶永军、孙志国、符云龙都
有联系，除此之外，战友鲁言中
也联系上了，就此，徐维鹏找到
了分离多年的4位战友。

当天，徐维鹏就和乔水清
通了电话，两个人在电话里聊
了很长时间。刚打完电话，徐维
鹏又急切地通过电话联系上了
陶永军和孙志国。

“真是特别感谢齐鲁晚报
帮我们团聚。”莱阳的孙志国
说，当接到徐维鹏的电话，听到
老战友熟悉的声音时，他特别
惊讶，惊讶的同时，更多的是高
兴。孙志国说，这些年过去了，
唯一没变的就是当年的情谊。

徐维鹏说，没想到这么快
就找到了战友，完成了心愿。眼
下大家工作都很忙，等有空了，
大家一起坐下来聊聊天，好好
说说这些年的变化。

海阳的周小玲

好姐妹在找你

本报1月13日讯 (记者 张倩
倩) “周小玲，这么多年没见，很
想你。”近日，滨州的步小梅打来寻
亲热线，想寻找海阳发城镇大山东
夼村的周小玲。两人20多年前曾在
济南一起打工，各自回家乡后失去
了联系。

20多年前，滨州的步小梅和海
阳的周小玲在济南相识，两人同在
一家商场卖服装。“刚认识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有缘，都是来济南打
工，没亲戚朋友，我们慢慢成了好
姐妹。”说起20多年前的那段友谊，
步小梅感慨尤深。

时间飞逝，两三年过去了，步
小梅和周小玲都长成了出挑的姑
娘，也都到了结婚的年龄。很快，她
们就离开了济南，各自回到家乡结
婚成家，从此20多年再也没有见过
面。

“起初我们还通过一段时间的
信件，寄照片什么的，但后来各忙
各的家事，慢慢失去了联系。”周小
玲说，当初的信件都找不到了，只
记得周小玲的家是海阳市发城镇
大山东夼村，但嫁到哪里就不知道
了。

如年龄大了，越发怀念年轻时
的朋友，特别想念曾在济南打工时
同吃同住、相互关心的好姐妹周小
玲。

亲爱的读者朋友，如果您身边
有一位老家是海阳发城镇大山东
夼村、20多年前曾在济南打工、大
约43岁左右，名字叫周小玲的朋
友，请让她马上与步小梅联系，电
话：13210407567，或拨打本报热线：
6610123。

黄务的丁玲玲

你表弟在找你

本报1月13日讯 (记者 张倩
倩 ) “很多年没见了，想联系联
系、见见面。”德州的张金勇致电本
报寻亲热线，想寻找之前在烟台黄
务的表姐丁玲玲。

几十年前，张金勇的姨妈嫁到
海阳，由于两家相隔千里路，所以
联系非常少。随着母亲和姨妈的年
纪越来越大，双方就更少走动了。
不过，张金勇和表姐丁玲玲取得了
联系，但由于各忙事业，又逐渐失
去了联系。

“十几年前我也去过烟台，当
时还能联系上，当时我们聊天、叙
旧，说说家里的事，感觉特别亲。可
不知道咋回事，联系方式换了，就
联系不上了。”张金勇说，现在特别
希望跟表姐联系上，多年不见还挺
挂念她的。

据介绍，丁玲玲今年40岁，老
公是做投资的，儿子大概十几岁，
之前家住黄务。亲爱的读者朋友，
如果您身边有认识丁玲玲的，请您
转告她表弟在找她，让她赶紧拨打
18677757671联系张金勇。

““爸爸爸爸怎怎么么还还不不回回来来？？””
潍坊的王建国说来烟台做买卖却再没回家，妻儿非常挂念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张
倩倩 ) 2012年1月，潍坊高密
市柴沟镇王家庄人的王建国
说来烟台干买卖，结果从此再
没回家，家人想尽办法寻找
他，却了无音信。

2012年刚过完春节，王建
国带着家里所有的钱来烟台
干水果生意。回想当时离家的
情景，妻子王爱霞想不出有什
么不对劲。当年秋天，王建国
联系到王爱霞的姐姐，说他在
外面被骗了，钱都没了，回不
了家。于是王爱霞的姐姐给他

打了800元钱，本以为王建国很
快就能回家，可之后便再也联
系不上了。

“一个女人带着俩孩子太
难了。”王爱霞说，她和王建国
有两个孩子，每当孩子问“爸
爸怎么还不回来”的时候，王
爱霞都不知道如何回答，“想
哭又不敢守着孩子哭，只能往
心里流。”

“我真的累了，身心疲惫，我
都感觉快承受不住了。”王爱霞
说，周围的人对王建国的离开
有很多流言蜚语，有人说他可

能被传销骗去了，有人说他外
面有女人了，还有人劝王爱霞
去相关部门给王建国申请“宣
告死亡”，但王爱霞却坚持要等
丈夫回来。“无论他在外面发生
什么事，受了什么委屈，或者做
了什么对不起家里的事，我都
希望他能回来。”王爱霞说。

王建国，看到我们的报道
后就赶紧回家吧！您的妻子每
天起早贪黑忙活挣钱、养活儿
女，您的儿女总是问“爸爸在
哪里”，您的父母每天在村口
期盼儿子归来。

儿儿子子失失踪踪半半年年，，整整个个家家都都垮垮了了
22岁的王永杰是家中独子，毕业后失踪，家人急寻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张
倩倩 张姗姗) “这日子真的
没法过了！”潍坊诸城的王先
生难过地告诉寻亲记者，他唯
一的孩子王永杰于2013年7月
突然失踪，老婆每天以泪洗
面，“生活真的没有希望了”！

22岁的王永杰去年7月毕
业于潍坊一所职业学院，王永
杰的父亲王先生说，最后一次
和儿子通电话是在2013年6月
底，7月16日就联系不上了。王
先生在移动公司查的通话记
录显示，王永杰最后一次拨打
电话是在烟台拨打的10086。

采访中，王先生说话声音
低沉，总有种想哭的感觉。自从
儿子失踪后，王先生把儿子的
同学问了个遍，但都说联系不
上儿子。王先生也来了烟台好
几趟，就为寻找儿子。“人生地不
熟，茫茫人海，我找得好疲惫。”

据介绍，王永杰从小就是
个听话、乖巧的孩子，性格内
向、胆小，容易被人控制。王先
生推测，儿子可能被胶东地区
的黑工厂拐走了。

得知儿子失踪后，夫妻俩
都蒙了，王先生的妻子更是接
受不了，整天以泪洗面，家里

的老人也病倒了，整个家都跨
了。“永杰是我们唯一的孩子，
是家里唯一的希望，他不见
了，我们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了。”王先生说，只要能把儿子
找回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
都愿意。

亲爱的读者朋友，如果您
见过一个22岁、性格内向、名
字叫王永杰、老家是诸城相州
镇中城阳村的小伙子，请您联
系他的父亲13626463148，或者
直 接 拨 打 我 们 本 报 热 线
6610123，让他赶紧回家跟父母
相聚。

儿儿子子烟烟台台上上学学工工作作，，33年年前前失失去去联联系系
父亲从甘肃到烟台苦苦寻找未果，望好心人提供线索

贺顺祖今年27岁，2008年，
他离开家乡甘肃来到烟台求
学。“顺祖是家中的老大，因为
学习成绩不太好，就让他外出
学习门手艺，起码将来有碗饭
吃。于是在2008年，他来到烟台
商贸高级技工学校学习。”贺
顺祖的父亲贺正兴说，贺顺祖
很懂事，想好好学习门技术担

起这个家的责任。
2009年，贺顺祖毕业就留

在烟台找了一份工作。“当时
他告诉我们在烟台的华龙机
械厂工作，也一直和家里保持
着联系，时不时还打电话聊聊
近况。”贺正兴说，“2010年12

月，我打电话问他回不回家过
年，当时他答应我回家，可过

年时却没能回来，说是公司安
排他去广州出差。”

2011年2月，家里就和贺顺
祖失去了联系。“家里也没什
么事情影响他，不知什么原因
就突然消失了，不再和我们联
系。开始以为他工作忙，可能
又出差了，但后来还是没有他
的消息。”贺正兴说。

3年前，在烟台工作的儿子失去联系

贺正兴委托儿子的同学
在烟台帮忙寻找和联系，但是
一直没有结果。2013年12月，贺
正兴从甘肃来到烟台，几乎跑
遍整个烟台的工业园区寻找
儿子。

寻找时，贺顺祖和家人经
常提起的华龙机械厂成了贺
正兴的第一希望，“去了福山
工业园区，没找到，后来我又
去莱山区和开发区的几个工

业园，最后也没有结果。”贺正
兴说，“我到烟台商贸高级技
工学校找到了儿子当时的班
主任韩老师，韩老师也积极帮
忙寻找，还在他们的同学群里
发布了寻人的消息。”

随后，贺正兴在莱山区瀛
洲大街派出所报了案，“通过
民警网上查询，显示贺顺祖在
2012年4月在莱山区一网吧上
过网，我去寻找该网吧，却发

现网吧已经不存在了。”贺正
兴说。另外，网上查询还显示
贺顺祖与一家公司签过劳动
合同，但是去该公司寻找却被
告知，贺顺祖2010年5月到公司
工作，干了两个月就辞职了。

无奈之下，贺正兴只能在
市区主要地段张贴寻人启事
寻找儿子，“我们都非常想念
他，希望他赶快回家。”贺正兴
说。

3年后，父亲千里寻子走遍港城未果
本报记者 蒋大伟

6年前，儿子还是青涩少
年，千里求学来到烟台；6年
后，爸爸已是知命之年，千里
寻子走遍港城。贺顺祖，那年
你带着憧憬外出求学承担起
这个家，之后了无音讯，如今
你的父亲在异乡苦苦寻找着
你。亲爱的读者，如果您知道
贺顺祖在哪里，请拨打本报热
线6610123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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