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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五十多年，
终于把你盼来了”

11日，适逢中国传统佳节
元宵节，在中国驻印度使馆官
员和３名在印家人的陪同下，
王琪老人从印度首都新德里
乘飞机于中午抵达北京，回到
祖国怀抱，中国外交部领事司
负责人、陕西省工作组成员和
王琪的国内亲属在机场迎接。

在首都国际机场，走下飞
机的王琪和前来迎接他的侄
子、侄女紧紧拥抱，双眼泛泪。

“我们先坐了两天汽车到新德
里，然后再坐飞机来中国。”从
故乡到异乡，从青年到白头，
离开祖国５０多年的王琪乡音
已改，汉语表达不甚流利，口
中一声声“感谢”和“高兴”显
得格外清晰。

离开印度前，有人问王琪
是否打算在中国定居。王琪有
些犹豫，在印度亚热带气候下
生活了54年，他不知道还能不
能适应陕西的气候。不过，在
北京转机时，记者询问老人身
体能否适应国内气候，老人则
表示“很好，能适应”。

而此时在他的老家，乡亲
们都为迎接老兵归来做好了
准备。包括老人最爱吃的那口
手擀面。王琪的大哥王致远等
待着弟弟的到来，流着泪说：

“等了五十多年终于把你盼回
来了。”

误入印度领土
被当间谍监禁七年

根据王琪叙述，他当时是
一名驻扎在中印边界附近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管理
机械设备。1963年元旦假期期
间，他请假出营地游玩，却误
入附近森林迷路，找了两天也
没有找到营地。由于附近森林
虎狼出没，王琪非常害怕，于
是向遇到的一辆印度红十字
会的汽车求救。王琪当时认
为，中印战争已经结束，中国
释放了大批印度战俘，印度也
会把他送回中国。没想到，印
度红十字会将其送到了印度
军营，其间王琪在车上路过一
个红十字会营地，看到了中国

红十字会标志，刚想要呼喊，
却被印度人捂住嘴。

据王琪出示的1968年旁遮
普邦内政厅的监押文件，他是
因“非法进入印度领土，威胁印
度国家安全”而被逮捕。印度人
把王琪当作间谍送往首都新德
里监狱进行拷打讯问。因为王
琪是工程兵，没挖出什么信息，
之后印度政府将其送往印度旁
遮普邦监狱关押。

流放荒凉之地后
娶妻生子

1969 年监押结束后，印
度政府问王琪接下来怎么办，
王琪说回国，印度政府告诉他
几天后送其回国。但实际上，
王琪却被送到了中央邦蒂罗
迪村。在当时，蒂罗迪村就是
一个流放各种人的地方，四周
是湖泊和森林，出去的路被封
死，四周一片荒凉。王琪起先
在当地的一家面粉厂工作，并
与当地的一名女子结婚。婚
后，王琪与爱人抚育了4个孩
子，并且学会了印地语。在当
地生活期间，王琪开了一个小
型店铺。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勤
劳，他在当地盖起了自己的房
屋。

王琪讲述，因为想家，有
时候哭一晚上枕头都湿透了。
当地民众很同情王琪，对他也
很好，只是警察经常刁难他，
由于开商店时没有行贿，被警
察打折了一条腿。不过，王琪
与当地一名退休高官关系较
好，在这名官员的干预下，当
地警察局局长被调走，王琪的
境况才有了好转。

正当生活步入正轨之时，
不幸降临到这个家庭中。28岁
的大儿子由于疾病不幸离世，
王琪也因为爱子治病花光了
所有的积蓄。在经历了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痛苦后，他意识
到，一定要保持健康的身体才
能等到回国之日。从此，他每
天早晨5点钟起床开始锻炼身
体，并积极与外界交流沟通，
通过各种方式寻求帮助。

多次提出回国申请
四十年后终圆梦

从1977年开始，王琪就向
印度政府提出回国申请，但是
他投书无数都石沉大海。一直
到了1986年，他才有机会向陕
西老家寄出第一封家书。之
后，他开始向中国驻印度使馆
求援，中国驻印使馆积极努
力，经多方核实，在2013年向
他颁发了为期10年的中国护
照，并自那时起每年向其提供
生活资助。不过，有了护照，还
需要印度政府出具出境许可，
但是印度政府迟迟没有向他
提供这份重要的出境文件，他
回国的事一直悬而未决。

为了帮助老先生回国，中
国驻印度使馆一直保持与印
度政府沟通，为王琪争取出境
许可。中国驻印度大使罗照辉
专门就此事与印度外交部高
级官员联系，要求印方本着人
道主义精神，尽快为王琪颁发
出境许可，满足老人重回故里
的愿望。最终，经过外交部和
中国驻印度使馆不懈努力，在
不同层面多次做印方工作，最
终获印方积极回应。王琪老人
于２月１０日获发印度出境许
可，并可随时返回印度。中国
驻印度使馆则为其印籍家属
免费颁发了中国签证。11日，
王琪在离家半个多世纪后得
以顺利回国。

类似案例可能还有
将与印方保持沟通

王琪的情况可能并非孤
例。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
露,同村还有另一位中国老兵
刘树荣,他来自重庆江津。2月
5日中国大使馆工作组也前往
刘树荣家中慰问。刘树荣有两
子两女,家境看起来不错,但他
表示不回国,愿在印度安度余
生。

据悉，外交部领事司副司
长陆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类似王琪的案例可能还有，中
方现在正和印方密切沟通，争
取先把情况摸清楚。摸清情况
后，中国会采取有针对性的措
施，对那些希望回国“走一走、
看一看”的滞留老人提供协
助。

据新华社、人民网、北京
青年报、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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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乐与共的峥嵘岁月里，
凝结了深厚的战友情。前不
久，齐鲁壹点粉丝丁良国通过
齐鲁壹点的情报站，联系上了
久违的老战友辛学东，圆了自
己聚齐老战友的梦想。此事经
报道后，十余名壹粉陆续发
来寻找老战友的信息，希望
联系上多年不见的老战友。
记者将部分“找到你”的信息
整理如下：

淄博路先生寻找战友潘恒

达。据路先生描述，战友潘恒达
是上海市保山县人，1933年生
人，在朝鲜战场67军603团卫生
队外科护士班，长得不胖不瘦，
1 . 7米左右，长相帅气。潘恒达
1951年春参军，6月赴朝作战，
一直打到停战。回国后，两人从
朝鲜回到了青岛。潘恒达1958
年转业到北大荒，路先生说，
1959年他跟潘恒达通信时潘恒
达在北大荒护林850农场，他现
在还保存着当时的照片来信。
之后去信就没有回音了。路先
生是齐鲁石化的离休老干部，
今年已经是84周岁了，他很想
念这位战友。

济南宋卫华女士寻找战
友徐洁。据宋女士描述，战友
徐洁今年大约63岁，曾用名是

徐庆义，老家是山东栖霞，曾
在栖霞棉纺厂工作。当时两人
共同在潍坊昌乐济字208部队
服役。

泰安张元星寻找战友邱万
胜。据张先生描述，战友邱万胜
老家是莘县的，1966年3月入
伍，1969年10月提干，在一个连
队呆了两个月，1970年2月分开
后就没有见过面。之前张元星
老人和其他战友也找过，一直
没联系上邱万胜。

烟台纪立庆寻找战友牟鲜
成。据纪先生描述，战友牟鲜成
现在70多岁，曾在青岛北海舰
队服役，老家是日照的，如今已
和战友分别五十年了。

滨州张桂山寻找战友张立
恒。据张先生描述，1978年他与

战友张立恒一起退伍，之前共
同在广东东莞太平湖门海军部
队当兵，只知道他在滨州惠民
县。张桂山老人身体不太好，期
待与老战友重逢。

济南张宗仁寻找战友张业
孝。据张先生描述，战友张业孝
今年76岁左右，家是章丘的，当
年和他在603期通讯营当兵。

滨州李昌平寻找战友王正
京和栾涛。据李昌平描述，他
1981年当兵，与战友王正京和
栾涛都是驾驶员，当时在山西
临汾28军当兵。

德州牛莲英女士寻找战友
刘金龙。据牛女士描述，战友刘
金龙比她大四岁，现在应该84
岁了，同时也是她的老师，战友
老家在禹城冯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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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失去联系多年
的亲人、朋友、老师,或者想
对那些曾在特殊时刻给予过
你帮助的人表示感谢，或者
想找到某个对你有着特殊意
义的物品或地方，请通过以
下三种方式之一联系我们:
1 .登录“齐鲁壹点”APP，在
“情报站”栏目提供线索；2 .
发送邮件至信箱:woxinwen
@126 .com，邮件标题格式
为:【找到你】+标题；3 .拨打
齐 鲁 晚 报 报 料 电 话 — ——
(0531)96706。

联联系系我我们们

滞留印度54载，78岁老兵终回国

因因为为想想家家，，他他哭哭湿湿了了枕枕头头
“今天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接过迎候人员特意准备的

热腾腾的汤圆，滞留在印度50多年终回祖国的中国老人王琪难掩
激动。这一天，他等了54年。54年前，中印战争结束，但负责勘测的
士兵王琪迷路于中印边界地带后被印方扣押。出狱后，王琪受到多
方限制，留在印度生活，自此与国内家人失去联系。今天，78岁的老
兵王琪，终于在元宵佳节实现了回国梦。

被困印度50多年的中国老
兵王琪11日回乡，曾经的战友
张城根却发消息称，刘清友、程
仲德等战友意外爆出，王琪当
年是站岗时丢下武器，逃往印
度的，“要还原事实真相，不可
歪曲历史。”

对此，王琪当年所在部队的
排长回应，当时地形很复杂，王
琪是在撤退时走丢，热带原始森

林里很容易走失。王琪是个很开
朗的人，1961年被征召入伍。但
走丢后，再无联系。2012年才知
道王琪健在，“很激动。非常感谢
媒体及政府。感谢国家重视这样
一位走失50多年的老人。”这位
曾经的排长补充说，“王琪走失
前没有带任何东西，而且这种走
失经常出现。所以我想确实如他
所说，是走丢了。” （宗合）

王王琪琪曾曾是是逃逃兵兵？？
老老班班长长：：撤撤退退时时走走丢丢

2月11日，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陆旭（左一）迎接

王琪（左三）老人一家。 新华社发

2月11日，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王琪老人与前来迎接他的亲属相见。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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