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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重点·寻找好心人A06

长沙树木岭一名61岁老人出门散步后迷路，3天露宿街头，仅靠喝水充
饥，3月31日，一名好心男士发现后叫来的士，付钱让的士司机将这名老人
送回家。4月1日， 老人的姐姐余娭毑向本报求助， 希望能找到那名好心男
士，好当面谢谢他。

核心提示

因刘念华伪造 “邵阳市宝庆公
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G207东安至
江华公路IVA4标项目部” 印章，本
公司特声明如下： 凡刘念华使用伪
造的印章所发生的一切借款和其它
业务均与本公司无关， 我公司不承

担任何法律责任。 有关受害人可向
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追究刘念华的
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邵阳市宝庆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三月三十日

公 告

“要不是有好心人叫的士送我妹妹
回家，她可能还会露宿街头，你们能帮
我找到这位好心人吗？”4月1日，家住长
沙树木岭龙吉湾小区的余娭毑说，她61
岁的妹妹因患精神病，神智时好时坏，3
天前出门后一直未归， 每天除了喝水，
粒米未进，多亏有好心人帮忙，她才能
平安回家。

3天露宿街头，靠喝水充饥

“我妹妹61岁了，神智时好时坏，可每
次出门一到饭点就会回来。” 余娭毑说，3
月28日上午9点多，妹妹便出了门，中饭后
还不见人回来， 这才意识到一定是走丢
了，于是发动全家人四处寻找，却未见踪
影，只得报警求助。

余娭毑说，民警通过路面监控，发现
她妹妹当天离开小区后，便往公交站方向
走去，之后便不见了踪影。“我们沿她走的
路线到处张贴寻人启事， 可还是一无所
获，上周末下起大雨，我们又不好外出找，
就怕她会在外面挨冻受凉。”

就在大伙到处寻人时，3月31日凌晨3
点半， 余娭毑的妹妹敲开了家里的门，在
洗完澡，吃过热饭后，她便回房去休息了。
后来，余娭毑从妹妹口中得知，她原本打
算去看中山亭的老房子，可一出小区便迷
了路。因为不愿向人咨询，便一路漫无目
的地暴走， 累了会坐在麻石地上歇会，饿
了就去蹭药店的免费凉茶，甚至喝路边的
自来水，“她说曾在地上捡到了1块钱，还
买了瓶矿泉水，但3天来粒米未进。直到3
月31日凌晨，有个好心人叫的士把她送回
了家。”

这是第4次被好心人送回

1日，记者来到余娭毑家，在客厅还能
看到当时的寻人启事。 几天的风餐露宿，
余娭毑妹妹看起来略显疲惫，她倚靠在床
前，不愿多提这3天流浪的事。

“这是她第4次出走了，每次都能遇上
好心人，才能够逢凶化吉。”余娭毑说，她
妹妹曾3次走失，一次走到了宁乡煤炭坝，
一次走到了长沙东屯渡的综合农场，还有
一次走到了黄花机场附近，“这次应该是
在雨花区内转悠，她说那个好心人给了的
士师傅30块钱。”

余娭毑说，她妹妹曾透露，花钱送她
上出租车的是名男士， 当时他还背着包，
因为是凌晨， 那名男士很可能是个年轻
人。当时，这名男士问她家住哪里，她只记
得龙吉湾和长沙正圆动力配件厂两个地
名，于是才叫来出租车把她送回来。遗憾
的是，出租车进小区很麻烦，她妹妹在“正
圆”下的车，因没有拿车票，她们也无法找
到当时那名的哥。

（王先生提供线索，奖励30元）
■记者 杨昱

3月30日， 恒大地产集
团2014年全年业绩发布会
在香港举行，恒大凭借定位
刚需、高性价及随行就市的
营销策略， 业绩逆市飘红，
位列香港内房企第一。恒大
地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
印在会上表示，恒大地产每
年的计划都如期实现，集团
对2015年非常有信心。

年度净利润创新高

截至 2014年 12月 31
日， 恒大地产总资产达到
4745亿元(人民币)，位列香
港内房企第一； 集团布局
全国147个城市，大型项目
305个， 布局规模全国第
一；现金余额同比升至595
亿，可动用资金1105亿，位
列行业第一； 全年净利润
180亿元，再次刷新集团历

史纪录。
据介绍，从2009年上市

到2014年， 合约销售额从
303亿增至1315亿， 净利润
从11.2亿增至180亿， 核心
净利润从2.9亿增至120亿。

沪港通开通4月有余，
沪港通标的股恒大地产（港
股代码03333)股价累计已涨
升近3成，但市盈率不到4倍。

2015年目标1500亿元

在业绩发布会上，恒大
地产2014年实现合约销售
1315亿， 是原定年度目标
的1.2倍。基于去年的表现，
“2015年集团销售目标预
计是1500亿元”，恒大集团
董事局副主席夏海钧在会
上透露。 2015年一季度，
恒大集团与中国银行、中国
农业银行、 中国邮储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中信银行等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健康产业再展宏图

除了在地产板块持续
发力， 恒大加速布局健康产
业，4月1日，新传媒(港股代码
00708)发公告，与恒大健康
产业有限公司订立股权收购
协议， 同意向其收购天津恒
大原辰医学美容医院有限公
司（恒大原辰）96.25%股权。

就在3月28日，新传媒
（拟更名为恒大健康） 与海
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管理委员会、韩国原
辰医疗美容集团签署战略
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在中国
首个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投资建设集医学整形、美容
美体和抗衰老保健为一体
的医院。 ■记者 刘婞

本报4月1日讯 “乖，
快去上课，奶奶放学时候再
来接你。” 虽然孙女小琪已
经上初一了，王晴秀娭毑还
是得接送，每天往返学校四
趟， 因为这孩子很特殊，她
是个自闭症患者。

4月2日是第八届“世界
自闭症日”。今天，省残疾人
康复研究中心举行“自闭
症关爱日”活动，该中心自
闭症部负责人戴峥嵘表
示，如同王娭毑陪伴小琪，
家人的陪伴教育， 对自闭
症孩子是非常重要的康复
干预方法。

从什么时候起发现小

琪的特殊？王娭毑已经记不
太清。她只知道，从那个时
候起，她开始成为一个“学
生”， 熟悉自闭症孩子的教
育方法，然后陪她进行各种
康复干预。

自闭症的孩子智力多
半没有影响， 只是与人沟
通交流的能力欠缺。 孩子
的父母工作忙，15年来，
王娭毑为了保护她， 几乎
一天都没有离开过小琪。
刚发现病情时， 送她去康
复训练；四岁时，送她去学
电子琴；六岁多，进入子弟
小学……为了让小琪的学
习不落后于别的同学，王

娭毑自己也跟着学， 好为
孙女“开小班”。

在她悉心照料下，小琪
小学毕业了，王娭毑又四处
奔波，让孩子成为了一名初
中生。“希望她成为一个最
普通的孩子， 这是我15年
来陪伴她的理由。” 让王娭
毑庆幸的是，在自己的坚持
下， 小琪已经上学到了初
中，再努力一把，或许就能
成为一个自力更生的普通
孩子。

（市民王先生提供线
索，奖励30元）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邹莹

迷路3天，好心人打的送老人回家
家人：要当面感谢，希望能找到他 如果您知情，请拨打96258

本报4月1日讯 昨天，谭
先生带3岁儿子俊俊去赶火车，
一到安检口却发现儿子不见
了， 最终在长沙铁路公安民警
的帮助下才找到孩子。 原来俊
俊溜进了玩具店， 玩得正嗨的
他早把老爸给“忘”了。

“我崽长这么高，不小心走
丢了，你们有没有看到？”3月31
日上午9点多，在涟源火车站进
站口，谭先生冒着大汗，喘着粗
气向民警比划着3岁儿子俊俊
的身高和外貌。

谭先生说， 他准备带儿子
去怀化走亲戚， 一大早睡过了
头，所乘的K807次火车再过10
分钟就开了。 他急得牵上儿子
的手， 大包拎小包地往火车站
奔，谁知就在安检机前，他刚把
行李放上安检机， 转头就发现
儿子不见了，急得他四处寻找。
谭先生从行李中取出手机，将
儿子的近照发到了民警和保安
队员的手机上。随后，民警通过
涟源市公安局调取了火车站广
场附近的监控视频， 发现31日
上午9点，几个小孩正在一家商
店旁玩玩具，经照片比对，其中
一名小男孩正是谭先生走失的
儿子俊俊。

由于谭先生乘坐的列车已
经开车， 民警随后替他改签了
车票， 父子俩终于高高兴兴地
踏上了访亲的旅程。
（朱女士提供线索，奖励30元）

■记者 杨昱

余娭毑希望能找到这位
做好事不留名的男士， 好当
面感谢他，如果您是知情人，
请拨打本报热线96258与我
们联系。

寻人连线

互动

急忙赶火车
到安检口孩子丢了
热心铁警相助，
玩具店找到3岁小顽童

孙女患自闭症，奶奶陪读15年
“只希望她成为一个最普通的孩子”

恒大地产集团2014年全年业绩发布会在港举行
180亿元，恒大地产年度净利润再创新高

———发现寻找正能量，有奖热线96258

4月1日，湖南省图书馆，学生在参观自闭症儿童艺术作品展。当日，长沙市残联、天心区残
联等单位联合举办“星星的光辉”自闭症儿童艺术作品展。现场展出了两年来全省各地100多名
自闭症儿童创作的300多幅作品。 这些作品将选出100幅进行义卖， 所得款60%回馈给作者，
40%用于救助贫困家庭。 记者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