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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因车祸失忆 22 年后回家

妈妈，我忘掉了所有
但却没忘记您
“妈妈啊，我终于见到您了，这 22 年来，我一直想您，我都以为再也见不
到您了。 ”50 多岁的男子跪在年过八旬的母亲脚下，抱着腿痛哭起来。
近日，记者从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公安局了解到，这感人的一幕发生在
青神县黑龙镇。 53 岁的黑龙镇男子黄德葵在 22 年前外出务工因车祸失忆，
流落外地却始终没忘记妈妈的模样，在青神警方的努力下，黄德葵终于 3 月
4 日与夜夜思念的母亲等人团聚。
◆黄德葵跪在母亲身前痛哭

梦中相见
“葵儿，回来吃饭了”

重逢跪哭
“妈妈，我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
“3 月 4 日，黄德葵被接回青神县黑龙
镇，离家越近，他的记忆就逐渐苏醒，不时
辨认起小时候的场景。
与此同时，黄德葵 80 多岁的母亲等人
也在家外的路口早早守候着。
三十离家五十回，乡音已改鬓毛衰。 离
家越近，思乡越切，记忆中的小路成了一条
水泥大道，橘子树也变成了橘子林，但一切
都逐渐熟悉起来。
还是记忆中的场景， 路边上， 人群守
候，如同当年送自己外出务工时一样。 虽然
相隔 22 年，但黄德葵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人
群中自己从来不敢忘记的妈妈。
脑袋里一股电流穿过， 消失的记忆如
电影快进一样， 那些想好的话一股脑哽在
了胸口，不知道从哪涌出。 无力提起手中的
行李， 却又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 他冲上
前， 跪在妈妈脚下， 抱着妈妈的腿哭出声
来： 妈妈， 妈妈，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
……
回家的第一晚， 黄德葵一夜无眠，他
守着妈妈和姐姐，把 22 年的经过，全部都
说给了耳朵有点背的妈妈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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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22 年来，我忘记了家在青神何处，也忘
记了家人的姓名，但却从来未忘记妈妈的模样。 ”
3 月 10 日，黄德葵说这些时，已然是一口普通话，
22 年，家乡的方言，他听得懂，但却说不来了。
1997 年， 当时 31 岁的黄德葵从青神到张家
界等地务工， 遭遇一场车祸后，他的许多记忆丧
失，包括家在何处，家人的姓名。
不过，有一个人的模样他从未忘记，那就是
妈妈。
黄德葵说，自己有兄妹 6 人，自己排行老五，
上面四个姐姐，下面还有弟弟，作为家里的长子，
妈妈从小就很爱自己，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
妈妈想尽办法来让自己尽可能地吃饱穿暖，自己
在外受了委屈，妈妈也会安慰自己，尤其是自己
的 小名“葵儿”，自己成年后，妈妈也一直这样呼
唤。
“经常半夜想起妈妈，还想起爸爸、妈妈做的
腊肉、香肠味道。 ”无数次梦里醒来，妈妈的模样
就出现在眼前：家门口的小路头，个头不高的妈
妈慢慢悠悠走出来， 站在橘子树下呼唤自己：葵
儿，回来吃饭了。
有时候，妈妈的模样稍微一模糊，黄德葵就
会停下手里的活，努力想。 他生怕把妈妈的样子
忘记了。“
忘记了，就再也找不到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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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捞针
警车千里接他回家
黄德葵在寻找家人，他不知道，他的家人也
一直没有放弃过对他的寻找。
青神县公安局黑龙派出所教导员张奕杰回
忆，2018 年年底，青神县公安局黑龙派出所在开
展走村入户工作时，83 岁的茅林村 7 组村民陈
某某向走访民警崔明聪反映， 其儿子黄德葵
1997 年外出务工后即失踪，至今无音信。
接到陈某某的求助后，民警立即采集了陈某
某 DNA 并将黄德葵录入了失踪人员库，经比对
无结果。 黄德葵外出务时无同行人员，务工地点
也不详，查找工作犹如大海捞针，难上加难，民警
多次深入茅林村走访调查， 大量走访相关人员，
也没有获得任何线索，工作陷入僵局。
2 月 28 日， 黑龙派出所接到一个来自河北
石家庄的电话，打电话的男子自称是石家庄某餐
馆负责人，此前一直在张家界做餐饮。 其称 1997
年后一直有一名男子在其餐馆内务工，姓名住址
均不能说清，只提到一个地名
“青神县”。
民警立即想到了黄德葵，通过照片比对和视
频通话后，黄德葵的家属确定这名男子就是失踪
22 年的黄德葵。
考虑到黄德葵没有身份证无法乘车等，为了
方便，在办案之余，青神警方用警车将黄德葵从
（川新）
石家庄接回了青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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