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义女大学生失踪多年 双亲苦苦找寻

18年了 女儿究竟在哪里？
“李春梅，你在哪里？”日前，本报新媒体

可能帮助自己找女儿，
这是他以前从没想过的

以《顺义这名女学生失踪了，亲属苦寻！
》、
《顺

事。李学勇表示，在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下，自

义花季女学生失踪事件有了新进展！
》及《顺

己和家人寻找女儿的心更加坚定。

道了杨镇 20 岁女大学生李春梅失踪 18 年，年

另外，
本报报道后，
曾有一位自称当年在通

迈父母始终不放弃寻找的事，牵动着所有顺

州西站派出所工作过的王先生提供线索，
1999

义人的心。报道刊出后，众多热心读者纷纷

年至2001年期间，
某年暑假在通州大批发市场

致电本报提供线索，央视《等着我》栏目组找

附近发生一起事故，
一名戴眼镜的女学生被火车

到本报，希望合作录制节目，助李父早日找到

撞倒后死亡，
但长时间因为没有家属认领，
尸体

爱女。据悉，
双方目前正在接洽中。

随后被火化。因为车祸时间与李春梅失踪时间

女儿失踪 18 年 父母不弃寻找
“非常感谢你们能帮我！我们这么多年
一直在寻找孩子！”近日，一条顺义女大学生
失踪 18 年的寻人启事在网络上传开，热心

李春梅证件照

市民纷纷关注、转载，伸出援手。记者了解

央视节目组找到本报愿报道此事

到，李春梅是顺义杨镇人，身高 160cm，于

日前，
央视《等着我》栏目组主动找到北青

热线

社区热线
60416606

《他们在顺义一年又一年 错

相近，
所以王先生建议，
家属可到通州西站派出

过团圆》

所进一步了解情况。随后，
李学勇前往通州西站

李先生 300 元
《年 底 老 板 涨 薪 也 遇 用 工

派出所核实得知，
那名女学生并非他的女儿。

荒》
侯女士 200 元
《跪地 20 分钟助产士曾接生

1999 年 在 通 州 区 失 联 ，至 今 仍 下 落 不 明。

社区报记者，希望跟进报道此事，该栏目已着

2000 多名婴儿》

李春梅的父亲李学勇憨厚老实，他表示，这

手采访。
《等着我》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大型

韩先生 100 元

么多年来，他和老伴一直在希望和绝望中煎

公益寻人栏目，旨在发挥国家力量，搭建全方

熬度过，实在扛不过，就靠下地干活来宣泄

位的权威
“全媒体公益寻人平台”
，
帮助人们找

自己的情绪、麻木自己。李学勇坚信女儿还

回失散已久的故人。
“这真是难得的好机会，
我

活着，只是倔脾气不见他，尽管他也认为 18

心里特别欣慰能有这么多人帮助我，感谢大

本报将持续关注此事。同时也希望热

年避而不见不符合逻辑。他把女儿的衣物、

家！
”
李学勇说，
18 年前女儿刚走失时，
条件不

心读者能够扩散本条信息，多一些线索就多

书籍全部保存着。因为女儿衣服被老鼠咬

好，报纸和广播的效果不好，以致丝毫没有女

一些希望，让一家人早日团聚。提供线索可

了个洞，李学勇为此懊悔不已直抹眼泪，埋

儿的音讯，如今不同了，在北青社区报的帮助

拨打本报热线 010-60416606。

怨自己对不起女儿。

下，不仅有很多好心人提供线索，连央视都有

谈及女儿，
李学勇流下眼泪

广场舞在家跳
节后恢复好身材

文/记者 侯威 李楠 摄/记者 韩伟

所谓拼命减肥小半年，

博联商品城 4 月底撤离 商户甩货
本报讯（实习记者 赵蕊 李黎明）近日，
本报

当天上午 9 时许，记者来到了博联小商

以《顺义博联商品城所有商户将搬离？记者核

品城看到，楼内的服装店和化妆品店都贴出

实》为题，
报道了顺义博联小商品城要搬迁的消

了“清仓甩卖”的标识，很多消费者都在挑选

息，
引发关注。近日，
北青社区报记者再次来到

自己心仪的商品。

顺义
社区

新闻线索费
每期根据新闻线索价值
设立 3 个等级：
一 等 300 元 、二 等 200
元、
三等 100 元
线索一经采用即可获得
50 元线索费

读者纷纷伸援手提供线索

义这位女孩失踪前，竟发生这些事！
》为题，报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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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到功成又过年，春节假期
已经结束，不知道你是否也

后去哪里呢。”随后，记者又询问了另外几家

有同样的感慨？这个新年

商户，都证实了 4 月底要搬走的消息。

收获不多，也就四五十万，
可惜都是卡路里！ 如何才

记者又随机采访了几位正在购物的市
民。张女士表示她自己总在这里买衣服、做

能迅速地恢复节前体型？

博联小商品城进行回访，
有商户称撤离时间在

“这里马上就要都搬走了，很多商户都在

美甲，听说博联小商品城要关门了，以后会有

来跳一段广场舞吧！来

今年 4 月底。大部分商户都在门口贴出了
“甩

打折甩卖。”其中一位卖服装的商户告诉记

些不方便。随后，记者致电博联天地小商品

BesTV 栏目中的“我爱广场

货”
的字样。

者，
“ 通知是 4 月底就要搬走了，还不知道以

城，
但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舞”专区，跟着电视关门练
舞，
日后便可称霸广场！

三家三甲医院将在顺义建院区

学 视 频 ，有 海 量 的 曲 目 展

分别是：
北医三院 阜外医院 北京口腔医院

从广场舞到有氧操，必定有

这里有专业的舞蹈教
示，还有多样的难度选择。

务管理知识和经验，
提供医疗、
科研和教学协作，

一款适合您。除此之外，我

资源引入，
主动承接首都优质医疗资源疏解，
推动

并接收顺义地区因技术设备条件等治疗困难的病

们还为您准备了全国各地

计生系统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顺义区将推

北京友谊医院顺义院区建设项目有序实施，
推动

人。另外，
阜外医院也将在顺义建设分院。

历届广场舞大赛优胜队伍

动北医三院、阜外医院、北京口腔医院等三甲

北医三院、
阜外医院、
北京口腔医院等三甲医院入

目前，
顺义区已有两所三级甲等医院，
分别

医院入区办院项目落地实施。这三家三甲医

区办院项目落地实施。记者调查发现，
早在2011

为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及北京地坛医院顺义

更是一个展示自我的全新

院入驻后，
加上顺义区已有的北京中医医院顺

年，
顺义区医院就与北京口腔医院签订了协议书，

院区，
位于顺义区后沙峪镇的北京友谊医院顺义

平台！

义医院、北京地坛医院顺义院区及在建的北京

双方将在顺义区医院共建口腔疾病诊疗中心。根

院区也已于去年年底开建。上述三家三甲医院

本报讯（记者 李楠）
“顺义人看病越来越

据了解，
今年，
顺义区将继续加大优质医疗

便捷、放心！”记者日前从 2017 年顺义区卫生

友谊医院顺义院区，
顺义具有三级甲等医院服

据协议，
北京口腔医院将定期派出主治医师以上

落户顺义后，
顺义具有三级甲等医院服务水平的

务水平的医疗机构将达到6家。

人员开展临床指导或技术专题讲学，
传授口腔业

医疗机构将达到6家。

曲目集锦！不仅以舞会友，

【路径】
点播-BesTV-我爱广场舞
【上线时间】已上线
咨询电话：

公租车便民反遭虐待 道德何在？

96196 81490036 81492546
歌华小助手：
最萌特工，拯救世界！

本报讯（实习记者 孔令阳）
“车还崭新的

在 6 处 不 同 的 位 置 ，有 的 甚 至 停 在 绿 化 带

合家欢动画大电影《大卫贝

呢，就被人弄坏了！”近日，多名热心读者致电

里。而摩拜单车也没有“逃过此劫”，在花梨

肯之倒霉特工熊》已上线。

北青社区报热线反映，刚入驻顺义不久的酷

坎地铁站旁，多辆摩拜单车被随意堆放在一

骑单车和摩拜单车，惨遭恶意破坏。记者走

起，
远远望去宛若小山。

访发现，
顺义多地出现此类现象，
令人惋惜。
记者在裕龙新三区附近看到，一辆酷骑

针对此类现象，记者询问了附近的居民。
王先生告诉记者，
“这才刚来没多久的新车，
怎

单车被随意停放在路边，而右侧的脚蹬子已

么就不能好好爱护呢。这本是个便民的好事，

被损坏放在前面的车筐里。在石园东苑旁，

不应该干这种损人利己的事。”此时正在路边

一辆酷骑单车的车筐
“不翼而飞”
。

停放摩拜单车的高女士说道，
“并没有固定的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还看到，很多共享单

停车点啊，
我看大家都停路边，
我也就停了。”

车被随意停放、杂乱堆放。记者在顺义妇幼

随后，
记者致电顺义城管大队，
相关负责人表

医院附近看到，10 余辆酷骑单车被随意摆放

示，
目前还没有处理
“违章停放共享单车”
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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