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灿灿的油菜花，是张保荣记忆中关于故乡遂宁的最后一点念
想。

被拐 36 年后，5 月 19 日，在 CCTV-1《等着我》栏目中，张保荣终于
在舞台上见到了分别 36 年的家人。离家太久，以致乡音已改。然而不
变的，是她对家乡亲人苦苦的想念。

日前，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联合省委宣传部在全省启动“四川
省优秀退役军人”学习宣传活动。
经过遴选，我市退役军人吴立保入
围“四川省优秀退役军人”。

1983 年，吴立保在部队执行任
务时受伤失明。在疗养期间，他接
触到按摩，并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
按摩手法。回到家乡后，他便开起
了按摩店。今年 2 月，吴立保开设
了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为更多的伤
残人士提供免费技能培训，帮助他
们自力更生。

被拐被拐3636年后年后，，遂宁女子回家了遂宁女子回家了
◎全媒体记者 胡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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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立宝：伤残退役军人这样助残脱贫
◎全媒体记者 王锡刚

2015 年 6 月，为积极响应组织关于选派机

关干部到村任 "第一书记 "的号召，李琳选择

走出熟悉的机关单位、离开刚牙牙学语的儿

子，到距离蓬溪县城近 50 公里的三凤镇兰草

村担任“第一书记”。

看到兰草村破旧的房屋、荒芜的田地，巨

大的落差，李琳暗下决心，"我必须扎根这片

土地，努力去改变这里。"从此，在兰草村，无

论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常常看到李琳忙碌的

身影。白天处理村上大大小小的事务，空闲

时，就到村里行动不便的五保户家中打扫卫

生。夜深了，李琳还常常一个人坐在办公室，

思考着村里发展的路子、村民致富的法子。

日复一日，李琳把自己当作兰草村的"女儿"，
而村民也开始将眼前这位城里来的姑娘当作

自家的“闺女”。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兰草村到处都是

撂荒地，只有几户人家零散种植着不到 50 亩

中药材。2016 年，通过反复查阅资料，多次与

市、县农技专家实地调研、分析，最后李琳发

现，兰草村贫瘠的红土恰好适宜大规模种植

瓜蒌、黄精等中药材，加之村上有一定的中药

材种植基础，很适合推广。

为打消村民的顾虑，李琳决定做给村民

看，带着村民干。家庭经济并不宽裕的她瞒

着丈夫，偷偷贷款 16 万承包了村里近 30 亩荒

地，开垦、栽种，搭板房，发展中药材产业的重

担压在了李琳一个人身上。为此，她还接来

了远在重庆的公公婆婆和她一道培育土地。

村民听说李书记在种地，走亲串友时，常常捎

着全家老小来看热闹。

经过一年的时间，兰草村中药材产业在

李琳身体力行下迸发出勃勃生机。随着中药

材市场行情看涨，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进

来。现在，兰草村摇身一变产业大村，中药材

种植几乎涵盖全村每家每户。2017 年，通过

中药材种植，7 户种植大户收入均超过 20 万

元，300 余户村民收入户均超过 2000 元，全村

总收益超过百万元。

2017 年底，兰草村顺利脱贫，68 户贫困 61
户摘帽，李琳也顺利完成了她 "第一书记 "的
2 年任期。但是，她谢绝了回城的机会，选择

继续留在这里……春风拂过的种苗在茁壮生

长，前来参观考察的学员川流不息，过去贫穷

落后的兰草村如今远近闻名，对于未来，兰草

村人充满了信心。 （全媒体记者 胡蓉）

因公失明，退伍军人苦学按摩技术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高中毕业的吴立保

怀着保家卫国的雄心壮志，入伍成为了一名

军人。正当他风华正茂、前途一片光明之

时，意外却发生了。

1983 年 3 月 18 日，对吴立保来说，是个永

生难忘的日子。这天，一场意外的爆炸事故

将他的双眼炸伤，眼球被摘除。

“从多彩世界跌入无底黑洞，当时真的很

绝望。”起初吴立保很难接受失明的事实，一

度失去了控制，拒绝治病，拒绝吃饭，甚至用

头去撞墙壁寻死……在家人和战友的关心疏

导下，吴立保逐渐接受了这一残酷事实。

伤情好转后，吴立保从部队转业，回到四

川省革命伤残军人大邑休养院休养。

“我不能让自己就这样废了。”在疗养期

间，吴立保苦学盲文。学习之初，盲文点位

只能靠死记硬背，然后再一点一点摸。吴立

保的手指也在事故中受过伤，很不灵敏，再

加在寒冷的冬天，双手冻得麻木，摸点位的

效率大大降低。但在艰苦的环境下，吴立保

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背完了两本将近五

厘米厚的盲文书。

不被命运折服的吴立保在休养院接触到

了盲人按摩。“眼睛看不见了，总得学一门技

术才能养活一家人。我觉得这门技艺还不

错，就下决心一定要学好。”

1985 年，吴立保赴中医盲人按摩院学习，

已经熟悉盲文的吴立保就对照着按摩书，结

合培训老师讲的手法，自己慢慢钻研。两年

后，他练就了一套自己的按摩手法。

放弃留校，回乡创业开盲人按摩店

1988 年，学成的吴立保放弃了高薪留校

的机会，回到家乡遂宁，在顺南街办起了“遂

宁市荣军盲人按摩”店，从事中医理疗推拿

按摩和浴足等经营活动。

按摩店刚开业时，由于没有知名度，生意

并不好，并且收费很低，一天只有 10 多元的

营业额。但有事情做，不至于闲下来，吴立

保就已经感到满足，因此对待每位客户他都

十分用心，一边为客人热情服务一边介绍推

广自己的按摩手艺和功效。

“刚开始创业那段时间，店里生意不好，

家里负担又重。最惨的一次是 1991 年的冬

天，因为安装的假眼球感染引发病症，我在

上班的过程中突然晕倒在地，之后在医院昏

迷了三天三夜。为了赚钱养家，我只休养了

两个月就又到店里上班了……”创业早期的

艰辛经历，吴立保至今记忆犹新。

即便如此，遇到身体不好、经济确实困难

的客人，吴立保还实行优惠或者不收费。

一个冬天，一位腰肌劳损的乡下男人来

到按摩店。在同对方聊天的过程中，吴立保

得知对方经济十分困难，唯一的一双鞋也在

进城的前一晚被烧坏了，是赤脚走到按摩店

来的。吴立保赶紧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送

给了对方，并将他留在店里，免费吃住，免费

为其按摩了近一个星期，直到对方病情好转

之后才让其离开。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虽然，我们当时

的条件并不好，但遇到更苦的人，就想做点

好事。”就这样，凭着专业的技艺，热情的服

务，以及一颗充满爱的心，慢慢地，荣军盲人

按摩店有了知名度，生意也渐渐好了起来。

免费培训，帮助困难群众再就业

经过三十多年的岁月洗礼，吴立保的按

摩技术已是炉火纯青，他的按摩手艺和按摩

店在遂宁也成了一个品牌，先后荣获“九五”

残疾人自强模范、遂宁市十佳残疾人企业家

等荣誉。

“我能走到今天，主要是心态好。眼睛受

伤后，我虽然过着‘走路要人牵，吃饭要人

拈’的日子，但我更明白只有经营好店面，才

能让家人生活得更好。”吴立保的话语间透

露着乐观与自信。

创业成功后，吴立保不仅自己致富，还将

技 术 毫 无 保 留 的 传 授 给 下 岗 职 工 和 残 疾

人。前来按摩的客人和学技术的残疾人、下

岗工人络绎不绝。

每一个来学技术的人，吴立保都倾囊相

授。他始终以军人不怕吃苦、勇于拼搏的精

神感召着大家，鼓励他们自强自立、不怕挫

折，以更大勇气立足社会，服务社会。不少

到他店里学习技术的人后来都选择自立门

户，经营按摩店，“有好几个都在城里买了门

面”。 今年 2 月，吴立保开办了遂宁启源职

业技能培训学校，面向社会招收养老护理、

保育员、推拿按摩等专业学员开展授课和职

业技能培训。结业后，按国家有关规定对学

员考核作资格鉴定，达到技术要求的由国家

机构发给职业资格证书和上岗证。

如今，在吴立保的带领和影响下，800 余

名培训学员已经走向新的工作岗位。“如今企

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我也想帮助更多的残

疾人，让他们找到自我价值。”吴立保说。

女支书李琳：扎根基
层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

蓬溪司法局为儿童送上特
殊六一礼物

本报讯 以《守护梦想，让孩子们健康快

乐出发》为主题，开展“女童保护”儿童防性

侵校园法治课，是今年蓬溪县司法局在“六

一”儿童节来临之际，为孩子们送上的一份

“特殊”的节日礼物。

在法治课堂上，蓬溪县司法局工作人员

以法律法规为依托，以生动活泼的 PPT 形式，

让孩子们了解了自己的受教育权、隐私权；以

鲜活的情景表演，教会孩子使用家庭、学校、

社会、法律等武器保护自身权益；通过游戏、

问答等方式，让幼儿学会分辨和防范性侵害，

保护身体安全。爱护自己，远离侵害，提升自

我防范意识，是此次蓬溪县司法局开展“校园

法治课”的主要目的，课堂上孩子积极的表现

及课后孩子们的“小小普法员”愿望，是对此

次“校园法治课”的真诚肯定。

（全媒体记者 胡蓉）

我市科技团队开展“林下养
鸡技术扶贫”现场咨询活动

本报讯 5 月 24 日，遂宁市畜牧科技特派

员团队组长梁崇杰带领团队专家 20 多人深

入大英县回马镇、隆盛镇开展了“林下养鸡，

科技扶贫”现场咨询培训活动。

“卓筒源乌骨鸡”是大英县黑鸡、黑山羊、黑

猪三大特色养殖产业扶贫项目之一，县、乡镇、

村采取以养鸡专业合作社为载体、县乡镇政府

定额补贴、村组织贫困户入社养殖的养鸡模式

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目前，全县存栏“卓筒源

乌骨鸡”300 只以上的规模养鸡场有 200 多户。

市畜牧科技特派员团队专家一行深入回

马镇枯井村“卓筒源乌骨鸡”养鸡专业合作社

跑山鸡养殖场，与驻村农技员、合作社技术人

员、养鸡贫困户等进行了现场互动、咨询培

训，解答了林下养殖、跑山鸡饲养在鸡场选

址、圈舍修建、饲料配制、疫病防控、科学利用

农林资源、轮放休牧、保护生态等养鸡户关心

的问题 20 多条。

市畜牧科技特派员团队专家一行深入大

英润丰禽业有限公司，与公司高管、技术总监

等进行了座谈交流。就种养结合、养鸡场粪

污资源化利用、非洲猪瘟影响下鸡蛋、鸡肉替

代消费、畜牧产业市场行情等进行了深入探

讨，结合国内外先进粪污处理技术、行业法律

法规为养殖企业提供了咨询服务。

（刘雯雯 全媒体记者 胡蓉）

吴立保给学员授课 吴立保为客人按摩

两颗糖引发的被拐悲剧

在姐姐吴素华的记忆中，小时候的妹妹

皮肤白白的，有些小胖，性格活泼却很听话懂

事。每天放学她回家时，第一个亲热迎上来

的，肯定是这个全家人都喜欢的小宝贝。

这个温暖的场面，在 1983年 1月 4日后再也

没有过了——那一天，年仅 4岁的小妹不见了。

小妹是在离家不到 300 米的地方丢失的，

一同走丢的，还有更小一点的堂弟。吴素华

清楚的记得，那一段时间，亲朋好友疯狂地在

射洪城附近寻找；只要听到哪有出现类似小

妹的女孩，家里人都要赶过去辨认一下，最远

找到了江苏、贵州等地。人最终还是没找到，

母亲为此大病一场。
小妹是怎么丢失的？这个疑团，直到 36

后，已经长大更名为张保荣的妹妹，在央视
CCTV-1《等 着 我》栏 目 中 讲 述 时 才 揭 开 答
案。那是 1 月 4 日半下午时分，家人的大人出
工分去了，年幼的张保荣和更小的一点的堂
弟两人一起在家红砖路附近玩耍，冬日的射
洪天黑地早，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张保荣和堂
弟决定去找母亲。

在离家几百米即今日的射洪沱牌大道
处，4 岁的张保荣被人用空水桶撞了头，痛得
她当场哭了起来。泪眼婆娑中，一个中年男
人蹲在了她的面前，摊开的手中放着两颗水
果糖，语气温和地安慰着她：“别哭了，我带
你们去找你们的妈妈去。”

一方是 4 岁懵懂的小孩，一方是处心积
虑的人贩子，这场对话已经能够预知到结
局。就这样，年幼的张保荣和更小一点的堂

弟，被人贩子悄悄带走了。

山水迢迢，隔开的，是一个普通的家庭的团

圆与幸福。

寻根路上波折重重

年幼的张保荣被带了家乡千里之外的山

东省济宁市金桥乡，一对家境贫困的夫妻买

下了她。

窗外冰天雪地，年幼的张保荣却清楚地

知道这不是她的家。她的记忆中，家乡从来

不曾下雪，春天到时，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是最

美的景色，她和姐姐在油菜花中尽情地奔跑

着，欢笑声留下一地。

这个“新”家中，只有张保荣一个小孩。

然而这样，养父母也并没有好好对待她，非打
即骂。农忙季节，年少的她要抱 3000 多斤的
小麦，即使头一天已经累瘫了，第二天依然要
爬起来干活。

“我想死”，这是 14 岁已长成如花少女的
张保荣，躲在被窝里写在日记本的话。可是
她并不愿意去死，即使不知道家乡在哪里，可
她还是想见见自己的亲生父母，见见记忆中
的那一片油菜花。

长大后，张保荣经人介绍，与丈夫王存友
相亲认识，两人很快结为夫妻。婚后，为了让
妻子过上幸福生活，王存友离开家乡外出打
工，张保荣留守在家，守护着这个带给她人生
温暖的家庭。

一次，为给妻子惊喜，王存友悄悄地回到
老家。然而眼前的一幕让他难以前行：对着
日记本，一向温柔大方的妻子正在掉眼泪。
王存友知道妻子想念亲生父母了。他决定帮

妻子找到她的亲生父母家。

为了帮妻子找家，夫妻俩种起了大蒜。

待家里经济状况稍好转后，便买了一辆小货

车，用这辆小货车去外地收大蒜，顺便寻找妻

子记忆中的油菜花田。他们跑了许多地方，

也找到了油菜花，但都不是妻子记忆中的油

菜花。

万般无奈下，张保荣夫妻俩走上央视的

《等着我》栏目。

36年后找到回家路

吴家，是射洪城北派出所的老熟人。即

使再有了一个小儿子，每隔一段时间，吴家的

人都还会来问：“有我女儿的消息了吗？”希

望女儿能回来，即使如今家境宽松，吴家也从
未想过搬家。

幸福来得很突然。年初，射洪警方接到
线索：家住山东的张保荣女士，有可能是多年
前射洪丢失的小女孩吴素蓉。射洪警方第一
时间联系到了双方当事人进行血样采集，录
入被拐儿童基因数据库，最终确认：张保荣就
是吴家多年前丢失的小孩。

3 月，随同射洪民警张崇雅去参加央视
CTV-1《等着我》节目时，父亲吴家玉都还觉
得“自己像在做梦”，因为紧张，这个头发花
白的老人甚至一整晚都不敢合眼。当节目大
门打开，看着对面那个女性身影时，这个性格
老实坚强的射洪男人眼泪“唰”地就掉下来
了。

母亲刘国春紧握着女儿的手，一刻也不
愿意分开，眼睛通红的盯着分开 36 年的女
儿；得知妹妹惦记家乡的油菜花，当时油菜花
期将完，姐姐硬是跑了几个村庄才收集到一
束，用家乡的土包着，小心翼翼地抱到了现场
里。牵着母亲与姐，看着视频中记忆的油菜
花时，40 岁的张保荣哭得像个孩子：“我终于

找到家了！”

今年春节，张宝荣准备带着丈夫和儿子再

回“家”。启程这头，连着她的牵挂，抵达那

头，连着她的乡愁与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