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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七旬老人走失，儿子苦寻5年未果

想想找找到到娘娘，，牵牵着着她她的的手手回回家家
文/片 本报记者 邱明

买完两块钱煎饼
娘就没了音讯

2013年9月5日，临近中午
12点，母亲还没回来。纪凡龙有
些不安，开车出去转了一圈却
没找到。

纪凡龙的老家在临沂市莒
南县板泉镇，2007年，早已在临
沂城区安家落户的他，把父母从
老家接到城区生活。“先在老单
位制药厂附近的房子里住了三
四年，又接过来跟我们一块住。”
2011年，纪凡龙的母亲蒋连香思
维开始有些不清晰，需要别人照
顾，他就把父母一起接到了位于
马厂湖附近的厂区生活。那个工
厂是纪凡龙在工业园区租用了
地块，用来办食品加工厂。

“有个门卫看到过，大约11
点的时候，拎着煎饼往回走。”转
了一圈在外面没找到母亲，回到
厂区也没发现，纪凡龙急了，重
新驾车到母亲经常去的地方从
头再找。虽然蒋连香的思维有些
不清晰，容易健忘，比如烧水总
忘了关火、水壶烧坏好几个，炒
菜放完油又忘了还要放啥，但她
还能记路、认人，往常吃完早饭
都要到厂区附近散散步，到集市
或者人多的地方溜达一圈，转悠
到午饭时间再回来。

可是这天，她在一个煎饼
摊买完两块钱的煎饼后，再也
没了音讯。据最后目击蒋连香
的附近一家工厂门卫介绍，看
到蒋连香的时候她正拎着煎饼
往回走，那个地方拐个弯再走
200米就能到纪凡龙的工厂。

下午两点左右，纪凡龙的
两个妹妹也闻讯赶来，再加上
其他力量撒开人马找到天黑也
没结果。即使是报警后查询了
事发地附近的监控录像，临沂
市电视台当晚也播发了寻人启
事，还是没能再见到或是接到
关于蒋连香的任何消息。

找遍全市没有下落
倒帮别家老人回了家

“要是不犹豫，直接买一只
手环就好了……”怕母亲走失，
纪凡龙不愿让母亲一个人出门
溜达，但老人在厂区待不住，别
人也拦不住。纪凡龙曾经给母

亲的口袋里塞过几张他的名
片，想着万一母亲走失别人可以
通过名片联系，可是这些名片都
被母亲扔掉了，她说自己没事用
不着这个。得知有一种定位手
环，可以查找佩戴者的位置，纪
凡龙上网搜索了几款，但看到有
的评论说有些产品定位不准确、
信号不稳定，他怕买到这样的产
品，就让远在上海的女儿帮着挑
选一下。遗憾的是，定位手环还
没买到母亲就丢了，这也是纪凡
龙最懊悔的。

随后的半年内，纪凡龙和
两个妹妹等亲属，几乎放下了

所有的工作及生活琐事，专职
查找蒋连香的下落。“印了两万
多份寻人启事，最多的时候，有
30多台车一人包一块挨着找。”
他们从网上下载临沂各个区县
的地图打印出来，带着寻人启
事挨个村找。想着蒋连香是步
行，应该走不远，可他们找遍了
临沂的各个区县、乡镇，就是一
无所获。

反倒是在寻亲过程中，一
名细心的饭店老板看到一位疑
似走失老人像是蒋连香，挽留
住这位老人后及时通知纪凡
龙。等众人赶到后发现并不是
蒋连香，他们带着这位老人按
照她行走的反方向逐个村查
找，最终把这位同样迷路走失
的老人送回了家。

2019年的元旦近在眼前，
春节的脚步也越来越近，但这
些值得欢庆的日子似乎只能给
纪凡龙和他的家人陡增痛苦。
阖家团聚的日子里，他们倍加
思念不知流落何方的蒋连香。

“不知道有没有热心人给娘一
碗热水、一口热饭，不知道雨雪
天 里 老 娘 有 没 有 温 暖 的 住
处……”娘丢了的日子里，纪凡
龙无数次设想过母亲会遭遇怎
样的窘迫，那些在电视中见到过
的类似镜头，都换成了母亲的身
影。每每想到这些，纪凡龙的心
阵阵发疼。

牢记母亲体貌特征
盼望奇迹能发生

蒋连香今年已经77岁，即
使在家安享晚年也是需要子女
长久陪伴的年纪。可此时的她还
在外漂泊，或许正与日夜思念她
的子女越来越远，或许就在某个
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困顿。曾有人
劝纪凡龙不要找了，在老家给母
亲建个衣冠冢，也算有个精神寄
托。或许这也不失为一种安慰，
但这是纪凡龙最不愿得到的结
果，他盼望奇迹的发生，更害怕
没有奇迹的出现。

“身高1 . 55米左右；上门
牙及周围共4颗牙齿是镶牙；曾
做过甲状腺切除手术，脖子上
有术后疤痕……”失去母亲的
日子里，除了这些熟记于心的
特征，纪凡龙还怀念那碗母亲
留给他的白菜炖肉片。“那年赶
集娘买了一碗菜——— 白菜炖肉
片，我吃完后才知道她一口没
动，全留给了我。”纪凡龙十一
二岁那年，还是一个农家困苦
的年代，母亲带着他赶集卖自
己做的“盖顶”（一种用秸秆缝
制的圆形水缸、锅盖，也可以晾
放水饺、面条等食材）赚零花
钱。在集市上逛了一圈后，中午
时分纪凡龙回到母亲的摊位。
母亲递给他一张煎饼，还端出
来一小碗白菜炖肉片下饭。在
那个只有过年才能见到荤腥的
年代，纪凡龙三两口就把菜吃
光了。“真是疼儿不让儿知道。”
等母亲离开摊位去买别的生活
用品的时候，隔壁摊位的一位
大娘对纪凡龙说，那一小碗菜
他的母亲一口也没吃，自己就
着白开水吃的煎饼，全留给了
纪凡龙。

“现在不缺吃不缺穿，娘却
丢了……”在寻找母亲的日子
里，纪凡龙羡慕那些母亲还在
的家庭，看到与母亲年龄相仿
的老人，他都要多看一会儿，奢
望那就是他的娘，喊一声娘，就
能回过身拉着她手回家。“趁着
娘在，要好好孝敬她们，不要给
自己找托词。”眼前的现实让纪
凡龙越发感觉，能再握住娘的
手的几率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
越小，他盼望奇迹的发生，也希
望那些母亲还在身边的儿女，
能珍惜眼前的娘，不要等失去
时才懂得珍惜。

1111月月份份全全省省空空气气质质量量有有所所反反弹弹
重污染叠加沙尘，今年气象条件更为不利

本报济南12月28日讯（记
者 张玉岩） 28日，山东省
生态环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11月份山东全省大气
环境质量状况及全省水环境
质量状况。根据通报，今年11
月份，全省细颗粒物、可吸入
颗粒物、二氧化氮浓度都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反弹，与去年同
期相比，今年的气象条件更为
不利。

2018年11月，细颗粒物
（PM2 . 5）浓度最好的城市是
威海市，为31μg/m3；最差的城
市是菏泽市，为97μg/m3。17市
均同比上升，上升幅度最大的

城市是泰安市，为50 . 0%。菏泽
的主要原因在于重污染天气阶
段，菏泽正处在高浓度幅合带
区域。

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
最好的城市是威海市，为57μg/
m3；最差的城市是菏泽市，为166
μg/m3。5市同比下降，下降幅度
最大的城市是济宁市，为14.4%；
12市同比上升，上升幅度最大的
城市是滨州市，为34.8%。

优良率最好的城市是烟台
市和威海市，为96 . 4%；最差的
城市是莱芜市，为33 . 3%。6市
同比增加，增加幅度最大的城
市是菏泽市，为 13 . 4个百分

点；11市同比减少，减少幅度
最大的城市是淄博市，为38 . 7
个百分点。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大气污
染防治处处长肖红介绍，由于
莱芜产业结构相对较重，钢铁、
火电产业较多，同时莱芜面积
相对较小，其各项污染物单位
平方公里污染物排放量浓度是
全省平均水平的5倍左右，加上
莱芜的地理条件，不利于污染物
扩散，需要进一步加大控制措施
才能进一步改善。

济南等7市未出现重污染
天气；重污染天数最多的城市
是菏泽市，为6天。9市同比持

平；8市同比增加，增加天数最
多的城市是菏泽市，为6天。

肖红提到，11月份的空气
质量各项指标都出现了反弹，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气象。根据
统计，风速比去年同期小了
36%，平均温度比去年同期上
升 1 0 . 9 % ，湿 度 同 比 增 加
42 . 3%。扩散条件相较于去年
同期来说，要差很多。

此外，11月底经历了一场
重污染天气，受到沙尘叠加影
响，更加重了空气污染程度。而
从本地污染排放总量上来说，
没有大幅度的变化，特别是固
定污染源排放相对稳定。

肖红介绍，今年1-10月，
PM2.5浓度一直持续改善，同比
改善16.7%，由于11月份的重污染
天气，1—11月PM2.5同比改善幅
度下降到了11 .1%，11月的重污
染天气下降了5.6%个百分点。

从 全 省 来 看 ，相 对 于
PM2 . 5，扬尘（PM10）的改善
一直处在相对落后的阶段。“实
际上扬尘是控制成本最低，改
善效果最明显的。”肖红说，“扬
尘治理环节较多，比如工地扬
尘污染治理、运输车辆冲洗、道
路保洁等等，扬尘治理相对落
后主要在于城市的精细化管理
不够，相对比较粗放。”

今年53岁的临沂
人纪凡龙，在2013年不
慎“弄丢”了思维不清
晰的老母亲。5年来，
77岁蒋连香的走失，
总在不经意间让纪凡
龙陷入懊悔。尽管寻
遍临沂各区县、乡镇
后一无所获，但纪凡
龙仍盼望着奇迹发
生。他希望娘就在自
己身边，只要喊一声
娘，娘就能回过身拉
着他的手回家。

▲纪凡龙盼望着能

找到娘，好好向娘尽孝。

本报记者 邱明 摄

图为老人蒋连香，今年77岁，已经

走失5年了。 家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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