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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昨日报道刘广银走失后，家人又来电“老人找到了”

两两天天走走出出5500公公里里 多多亏亏村村民民照照顾顾

东阳鲁创红木家具全国
巡展盛大开幕，作为中国红
木家具十大品牌的东阳鲁创
红木家具，不仅种类齐全，其

“抄底”的出厂价更是让泰安
市民“买到就是赚到”！

“没想到这么低的价格也
能买到这么好的红木家具！”，
9日上午，在东阳鲁创红木家
具全国巡展泰安站巡展现场，
市民张先生边挑选边说。

张先生介绍，他家刚换
了新房，正需要置办家具，因
为红木家具既美观耐用，又
具有保值升值的好处，因此
张先生一家打算在新家置办

一批红木家具。“前几天从报
纸上看到这边有东阳鲁创红
木家具的巡展，就过来看
看。”张先生说，他自己比较
偏爱红木家具，东阳鲁创红
木家具举办的这次巡展上展
出的红木家具让他打开眼
界，不仅品种多，而且价格也
很实惠，让他很是心动，由于
展出的红木家具款式比较
多，张先生打算好好选购。

同样也来选购红木家具
的王先生夫妇俩则对一套老
挝红酸枝的沙发很感兴趣，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家刚
刚购置了一套别墅，想将家

具全部换成红木家具，在详
细询问了导购员几款沙发、
圆桌套件的材质、尺寸、价格
之后，王先生夫妇当即决定

“家具就在这儿买了”。
东阳鲁创红木家具的厂

家负责人吴经理介绍，东阳市
鲁创红木家具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业生产古典红木家具的
企业，公司传承东阳木雕之精
髓，凭借精益求精的制作精
神，让每一件家具都成为一件
艺术品，承载明清家具的形神
意蕴，让中华传统文化流芳百
世，融入现代生活。

吴经理介绍，鲁创红木

家具均采用进口酸枝木、花
梨木等优质红木原材料，经
低温烘干处理，精雕细作而
成，在全国已拥有近百家专
卖店，鲁创红木家具也荣获
中国红木家具十大品牌、中
国著名品牌、中国绿色环保
产品等荣誉称号。此次鲁创
红木家具全国巡展来到泰
安，不仅带来了上千件红木

家具，更是以出厂价的超低
价格回馈泰安市民，让泰安
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高品
质、低价格的品牌红木家
具。

7月9日-13日，来泰安市
金山路泰山影剧院红木家具
展活动现场，只要您扫一扫
二维码便赠送红酸枝手串一
串，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红红木木家家具具展展空空降降泰泰安安，，来来就就送送好好礼礼
抄底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

本报泰安7月9日
讯 (记者 赵兴超 )
本报昨日报道的邱家
店居民刘广银，6日从
村里走失一直没有消
息后。8日下午，老人
在徂徕山南麓被村民
发现，目前已安全到
家。除了胳膊轻微擦
伤外，精神也还不错。

“太谢谢这么多
的热心人，帮忙一起
寻找老人，转发的消
息已经几百条了，扩
散范围很大。现在老
人找回来了，我们全
家都感激不尽。”9日，
走失老人的儿子刘先
生通过本报，向所有
帮忙寻找老人的好心
人，说一声谢谢。刘先
生说，老人9日凌晨已
经接到家里，只有胳
膊轻微擦伤，精神也
还不错。

刘先生说，自己
是接到派出所通知

后，才知道老人所在
地点的。8日下午，有
村民在徂徕山南麓新
泰天宝镇范围内，发
现了刘广银老人。老
人被发现时，正迷路
在山上，坐立不安不
知进退。

老人所在位置，
距离邱家店镇有50多
公里，76岁的老人两
天两夜步行这么远，
是家里人没有想到
的。“他应该走的旧县
大桥一路往南，真没
想到会走这么远。”刘
先生说。

村民发现老人
后，先是接回了村里，
热心的村民给老人专
门做了饭，老人吃得
很香。村里一边照顾
老人吃饭，一边拨打
110联系到天宝镇派
出所。

民警把老人接回
派出所后，询问已经
缓过神来的老人。老

人准确说出家住邱家
店、名叫刘广银等关
键信息，民警联系到
邱家店镇派出所，又
由邱家店镇派出所联
系到刘先生。

“我父亲得病以
后，从来记不清家庭
住址，甚至自己名字
也说不上来。可能是
民警、村民和村委的
人照顾得好，才一下
子全都说了上来。”刘
先生说，家人在9日凌
晨把老人接回了家，
上午准备了礼品，去
天宝镇感谢发现父亲
的村民，但因堵路不
得不返回，准备10日
再去。

“父亲这几天经
历了什么，自己说不
清楚，如果没有被村
民发现，荒郊野岭的
想想就一身冷汗。”刘
先生说。

小伙60小时联系不上急坏妻子
警方电子眼：他在泰山火车站

本报泰安7月9日
讯 (记者 邢志彬
通讯员 聂华君 张
路) 一位在东平打工
的河北小伙，在火车站
附近走失，60多个小时
没消息。民警帮查天网
工程的10多个监控，确
定小伙的位置在火车
站广场北，帮他与家人
团聚。

8日下午5点多，河
北唐山的张女士来到
站前派出所报案，说丈
夫在泰山火车站走失，
已经60多个小时没有
音信了。民警先安慰她
的情绪，让她慢慢说清
楚。

张女士说，她丈夫
在东平打工一年多了，

前几天丈夫回了一趟
老家，在家中没有发现
什么异常。

7月4日，丈夫从唐
山回到泰安，在泰山火
车站下的车，下车后还
和自己通了电话。当日
他乘车去了东平打工
工地，不知为什么，第
二天又回到了泰山火
车站，给家里通了电话
后，就再也联系不上
了。她从老家赶来寻找
也没有找到，已经失联
超过60小时了，家人很
着急。

值班民警当即用
“天网工程”的探头，查
看走失人员可能出现
的公共场所。两名辅警
也一起帮忙，研究失联

者可能的行走路线，分
头查询监控录像查找。

一个多小时后，终
于在泰山火车站广场
北面一个监控摄像头
找到失联者王某的画
面。从画面上看，万某
精神状态不好，神色有
些恍惚。

民警刘功喜根据
这一情况，马上和附近
的几个派出所和巡逻
组联系，告知他们走失
人的穿着特点，多个巡
逻组开始帮助查找。

很快有人反馈，救
助站的一个男子和失
联者相似，家人赶过去
一看，果然是要找的
人，家人终于团聚。

可
算
回
家
了

本报泰安7月9日讯(实习记者
明敬丽) 6月27日早上8点，肥城

市王瓜店镇60岁的贾培勤，在外出
买药时不慎走失，老人患有严重抑
郁症，截至记者发稿时，老人仍下
落不明。

贾培勤的儿子告诉记者，父亲
今年60岁，患有抑郁症，在济南医
院住院治疗过一段时间，但是治疗
效果并不理想，6月24日回家。6月27
日早上8点，贾培勤出门买药，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家。

发现老人走失后，贾先生一家
非常着急，赶紧在王瓜店镇附近一
带寻找，并报了警。家人找遍了附
近七八个村子都没有找到，还在朋
友圈发了寻人启事，目前警方没有
确切消息。很多网友提供了线索，
但都找寻无果。

据家人介绍，贾培勤身高1米
70左右，短发，外出时上身穿灰白
色T恤，下身穿蓝色裤子，体型微
胖。面部虚肿，目光呆滞申请恍惚，
眉头处有一黄色印记，走路时稍有
驼背侧身。

直到现在，老人还是没有消
息。如果有见过老人的市民，可以
拨打家属电话：1 3 9 5 3 8 7 7 1 6 5、
13953877995。

6600岁岁老老人人出出门门买买药药

十十多多天天还还没没回回家家

我我已已结结婚婚生生子子，，爷爷爷爷刚刚““走走了了””

离离家家七七年年多多，，爸爸爸爸回回来来吧吧

本报泰安7月9日讯(记者 路伟)
今年47岁的杨传利是东平县人，7

年前离开家后，就再也没跟家里联系
过。8日，杨传利的父亲不幸去世，而
老人临终前仍放不下儿子。杨传利女
儿希望通过本报寻人。

9日，东平的杨女士告诉记者，他

父亲杨传利今年47岁，七年前因为做
生意不太顺利，选择离家出走。

杨女士说，父亲离开前曾到她爷
爷奶奶跟前磕了个头，什么话也没
说，而之前他所使用的手机号一直打
不通，过了一段时间再打，直接成了
空号。

“我们也四处去找过，得知到一
点信息说，可能在威海出现过，但后
来又找不到了。”杨女士说，她今年27
岁，在父亲失去联系的这几年，她结
婚了，也有了孩子，但总是因为父亲
缺席感到些许遗憾。

“我爷爷8日去世了，生前他一直
放心不下我爸，常常会提起他的名
字。”杨女士说，10日，爷爷就要入土
为安了，希望父亲看到后能赶紧回
家，见老人一面。

杨传利的家人介绍，他身份证上
的名字是杨传月。如果您曾见过杨传
利，或知道更多关于他的信息，请拨
打6982110告诉我们。

他
们
在
哪

贾培勤近照。(家人提供) 杨传利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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