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8日下
午，郑桂元母子
二人在长沙相
见抱头痛哭。

记者 张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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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岁在火车站走失,一度被养父遗弃，遭拐卖后他又逃离

母子相见抱头痛哭，这一天等了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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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8日讯 “谢
谢大家， 以后起夜不用摸
黑开灯哩！” 夜色降临，新
安装的小夜灯悄然亮起，
7月17日，家住长沙县开慧
镇的常顺珍心满意足地
说。 暖黄的灯光照亮了漆
黑的夜色， 也点亮了老人
的心房。

七月中旬后， 开慧镇
社工站联合国网长沙县供
电公司开慧供电所东方红
（电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
开展“双工行动 点亮耄耋
之家”志愿活动，为辖区内
100户老人进行室内电路
检修、安装夜灯服务。

该镇社工在前期入户
走访和调查中得知， 葛家
山村80岁以上老人有168
位。老人们年事渐高，多有
腿脚不便、 视力模糊的毛
病，每当晚上起夜时，因为
照明不佳，偶尔发生磕碰、
摔倒等意外情况。 该村独
居老人汤爹爹说， 担心起
夜不便， 自己宁可夜间不
喝水，也不想摸黑起夜。

得知这一情况，开慧供
电所的共产党员服务队自
发为有需要的高龄老人家
庭购买安装小夜灯，保障老
人夜间行走安全。 同时，他
们还入户宣传安全用电常
识、 排查用电安全隐患。开
慧供电所副所长林壮表示，
今后还将继续为有需要的
老人提供服务。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李柳英

本报7月18日讯 高速公路
快车道上，小车突然减速停下，还
试图实线变道驶入匝道， 后方两
车避让不及，接连撞上。同时，还
跟相邻车道的大货车刮擦。 记者
今天从省交警总队获悉， 这起发
生在京港澳高速的事故中， 第一
台车负主要责任， 驾驶员被处罚
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

7月15日下午2点半，京港澳
高速岳阳南往北1427公里处，一
台白色小车在快车道行驶。 当临
近匝道出口时， 该车突然减速停
车，还试图越实线往右边变道。

而紧跟着这台小车的两台
车，因避让不及撞了上去。其中，
第二台车被撞得车身打横， 还刮
擦了相邻车道的大货车。

巡逻民警接警赶到现场后立
即在现场做好安全警示。 事故造
成四车不同程度受损，其中3辆小
车受损均十分严重。 所幸，4辆车
上的8名司乘人员都系了安全带，
无人员受伤。

“我要到这里下，就把速度减
下来，然后突然就‘砰’一声！”第
一辆小车驾驶员傅某说。

当民警问她为什么不提前
变道时，傅某说：“我没有听到导
航声音，导航没有提示我，也没

有声音。”
紧跟其后的第二台车是一台

商务车，驾驶员邓某说，他和前车
都走在快车道上， 突然打右转向
灯，还停了下来，他赶紧按喇叭、
踩刹车，但是他此时右边有货车，
无法避让， 车辆来不及停下就撞
了上去。

民警了解到，当天下午，第一
辆白色车驾驶员傅某驾车从长沙
返回岳阳汨罗。 行驶至事发路段
时，傅某因没听到导航提示，眼看
就要错过下高速匝道， 于是赶紧
在快车道停车准备变道。 结果导
致紧随其后的两辆小车避让不
及，接连与傅某的车辆发生碰撞。
而第二辆车驾驶员邓某在向右避
让过程中又与行车道上的大货车
发生刮擦。

最终，民警认定，傅某因在高
速公路行车道上停车的违法行
为， 负事故主要责任， 并处罚款
20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第二
辆商务车驾驶员邓某以及第三辆
小轿车驾驶员彭某因在同车道行
驶中不按规定与前车保持必要的
安全距离，负事故次要责任，并分
别处罚款100元的处罚。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綦雨娇
通讯员 封跃林 李杜

接到志愿者求助后， 湖南省
公安厅刑侦总队和长沙市公安局
刑侦支队展开侦查、技术、视频侦
查、情报研判“四同步”工作。

经采集颜小龙的血样进行
检验，并入库比对。长沙警方也
对历年来的失踪被拐儿童的案
（事）件进行梳理，也未发现符合
条件的失踪被拐人员。

寻亲工作一度陷入停滞。
长沙警方随即拓宽思路， 通过
DNA检验新技术在长沙市本地
比对， 未果后将比对范围扩展
至全国。

直到今年7月份， 好消息传

来：颜小龙与江西省上饶市一家
系存在亲缘关系。长沙警方立即
前往江西上饶， 在当地警方和
“宝贝回家” 志愿者的共同努力
下，确认了双方为亲属关系。

7月18日下午，母子二人在
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会面。
阔别30年， 一切都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 当年父子二人在广州
失联后， 父亲颜家文一直在广
州试图寻找儿子。由于愧疚，颜
家文至今30年再未回过老家江
西。母亲也因儿子走失，信念全
无，从此远嫁浙江嘉兴。

■记者 张浩 杨洁规

“导航没声音”？快车道急停致3车相撞
3位驾驶员均受处罚；第一台车负主责，罚200元扣6分

小夜灯“亮了”
长沙县这100户
80岁以上老人“暖了”

看母子相见视频

扫码看高速上
三车相撞

五岁走丢，一次被收养后又遗弃，一次被拐卖后又逃
离。儿时逃跑遭遇毒打，年少工地上摔断腿，颜小龙（化名）
一脚一个阶梯，半途又停下来扶了扶护栏。

7月18日下午，颜小龙与妈妈郑桂元（化名）在长沙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会面，30年后母子终于
相见。那一刻，两人抱头痛哭。

15岁时，颜小龙长得不高，
但体态壮实。“可以出去打工养
活自己， 搬砖挑水泥都可以。”
那一年， 颜小龙没和养母打招
呼， 独自坐大巴车从广东普宁
来到了广州。

5岁那年， 他正是在广州火
车站与家人走失，遇到了第一任
养父。 第一任养父是四川人。在
火车站捡到颜小龙之后，养父把
他带回了四川老家，一年后又将
其遗弃在广州火车站。

再次来到广州， 颜小龙思
绪万千。 一来想寻找到第一任
养父， 也试图从他那里寻找出
自己的身世。

听人说工地干活管吃住，颜
小龙就跟着其他工人来到建筑
工地。每天没有工资，只管吃饱

饭， 只能干那些又脏又苦的活
儿，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3年。

颜小龙再也没离开广州，
在这座城市娶妻生子。 工地的
日子时刻伴随着危险， 一次扎
钢筋时，颜小龙摔断了腿，至今
走路一瘸一拐。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 颜小
龙的生活也渐渐走入正轨。但
孩子没有爷爷奶奶， 自己没有
爸爸妈妈。

一个没有隔代爱的家，一
声许久未喊的妈妈， 颜小龙的
心中始终扎着一根刺。 可是自
己的家在哪里？脑海里，父母的
样子也早已模糊不清。

2010年10月， 颜小龙抱着
试试看的心态，找到“宝贝回家”
寻子网登记了寻亲信息。

1991年的一个晚上，5岁的
颜小龙随父亲前往广州。 在火
车站广场上， 父亲去商店买东
西，回头颜小龙就不见了。

当晚，颜小龙遇到了他的第
一任养父。 颜小龙模糊记得，养
父面容慈祥，性格挺温和。做了
错事，养父会慢慢给他讲道理。

养父去上班， 会特意买一
些书让他看。下了班，就带他去
工地大门的小卖部看电视。可
到了上学的年龄， 养母逼着养
父把他带回到广州火车站，从
此再不见踪影。

这一次，颜小龙就没有那么
好运。他被人贩子抱走，以两万
元的价格卖到了广东普宁乡下。

揪耳朵、扯头发、扇耳光……
每次颜小龙想逃走， 都会少不
了一顿“教育”。被卖到普宁的

第一年， 颜小龙出走了3次，都
被抓了回去。直到15岁那年，颜
小龙逃离养父母家， 来到了广
州打工。

颜小龙模糊记得， 小时候
的家， 房子是瓦房。 冬天会下
雪，屋顶结冰棱了会掰下来吃。
下雪天， 姐弟俩会用簸箕抓麻
雀。家附近有个铁厂，夏天他和
姐姐会去捡铁渣子， 卖了钱买
冰棍吃。

“宝贝回家”志愿者们接手
这个案例后， 开始发动网友们
帮助寻找或提供线索。目前，该
寻人帖子共有165个跟帖，4万
多次的点击。根据“宝贝回家”
志愿者的猜测， 颜小龙的家应
该在湖南、 江西或者安徽这些
中南省份， 志愿者们先把目标
放在了湖南长沙。

【寻亲】 30年前，五岁的他在火车站走失

【回忆】 一度被遗弃，遭拐卖后又逃离

【惊喜】 失联30年，母子二人在长沙相聚

7月 15日下
午，京港澳高速岳
阳南往北1427公
里处，发生3车相
撞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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