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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蓟奕）11月19日，2017重庆
国际半程马拉松在巴滨路鸣枪开跑，来自19个国家和
地区的1万多名跑者沿着风景优美的巴滨路完成了比
赛。

据了解，2017重庆国际半程马拉松由中国田径协
会、重庆市体育局、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去
年首次举办就在2016年中国马拉松年会中荣膺中国田
径协会颁发的“铜牌赛事”称号。

今年的比赛共有 15000 个参赛名额，其中半程
马拉松 10000 人，迷你跑 5000 人。在奖项设置方
面，半程马拉松录取男女各前三名，第一名奖金2万
元，第二名奖金 1.5 万元，第三名奖金 1 万元。3 小
时内跑完半程马拉松者都将获得完赛奖牌；而参与
迷你马拉松的选手，只要在1小时内完赛，均可获得
完赛奖牌。

当天上午8时30分，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参

赛选手依次从起跑点出发。来自南岸区的选手李成程
表示，作为一名马拉松爱好者，他曾参加过国内多项马
拉松赛事，但还是最喜欢自己家乡的马拉松，“边跑边欣
赏风景，一点都不枯燥。”

男女半程马拉松前三名最终均被外国选手夺取。
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GOSA BOGALE SEYOUM
和FANTU ZEWUDE JIFAR分获男女冠军，比赛成
绩分别为1小时05分07秒和1小时14分30秒。

11月19日上午11∶05，一架从广东飞往重庆
的客机缓缓降落到江北机场T3航站楼。飞机着陆
的那一刻，33岁的林梅妹坐在座位上双手紧攥，心
跳开始加速。

林梅妹，是自己用了28年的名字，但当天，她
要用自己的另一个名字——吴海英回到家乡重庆，
与28年未曾谋面的亲生父母和妹妹再次相识。

姐妹俩在机场重逢，一个字也说
不出来，泪水喷涌而出

飞机还未降落，在江北机场T3航站楼国内到
达接机口，一个女孩同样焦急地在等待，她就是林
梅妹的亲妹妹吴春梅。

11时18分，到达的旅客开始走出通道，大厅里
民警举着“欢迎吴海英回家”的牌子。在民警身边，
吴春梅伸长了脖子踮起脚尖，生怕错过什么似的，
目光一直在出来的人群里来回搜索。

此前等待的半个小时，吴春梅一直来回走动
着，不时问问身边的民警自己的衣服看起来怎么
样，头发会不会有点乱……姐姐吴海英被拐走时，
她刚满2岁。

1989年6月13日，对吴达明、秦定秀夫妇而
言，是一个悲伤的日子。那一天，他们5岁的女儿
吴海英在江西省鹰潭市火车站被人拐走了。

“当我发现英子不在了的时候，已经晚了，候车
厅那么大，怎么找都找不到，我都急疯了。”英子是
母亲秦定秀对女儿吴海英的昵称，这二十几年来，
她一直心心念念的都是这个名字。

“那段时间对于我们来说真的很难熬，娃儿她
妈天天以泪洗面，所有人都不敢在她面前提起这个
事情。”回想当年，已是60岁的吴达明重重地叹了
一口气。

为了寻找女儿，吴达明在火车站附近临时找了
一份工作，一边打工，一边和妻子打听女儿的下落。

可是连着搜寻了两个月都一无所获。光靠吴
达明打临工的收入根本不足以支撑他们到处寻人
的费用，很快夫妻二人的积蓄全部花光，只好带着
二女儿和刚40天的小儿子回到重庆。

“四处寻找女儿的日子大概持续了5年，我们
也开始绝望了，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没得勇气继

续找了，生怕听到一丁点不好的消息。”5年下来，
夫妻俩从最开始的疯狂寻找慢慢变成绝望害怕，时
间越长越怕孩子遇到什么不测。

28年后，惊喜传来，失散28年的吴海英找到
了！到机场前，吴春梅设想了无数次重逢的场面，甚
至准备好了要对姐姐说的话。但当这一刻真正到来
时，姐妹俩竟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泪水喷涌而出。

妹妹为寻姐姐，成了“网瘾少女”

“我妈虽然嘴上不说，但是我晓得找到我姐是
她和老汉这辈子最大的心愿。记得我刚记事那几
年，时常听到我妈念叨，要是找不到英子，她就是死
了也闭不上眼睛。”吴春梅说，那时候她还小，体会
不到母亲这句话的分量。随着慢慢长大，她才体会
到母亲的心情。她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完成父母
的心愿。

为了寻找姐姐，吴春梅成了别人眼中的“网瘾
少女”，没事就泡在网上。很多人不知道，她上网是
为了浏览各种寻亲网站。只是10多年过去了，她
一无所获。

转机发生在今年8月。
和往常一样，那天吴春梅又上网寻找姐姐的消

息，浏览到一个名叫“宝贝回家”公益网站，并无意
中发现一则女儿寻找父母的寻亲信息。

让她怦然心动的是，这个帖子所描述的情况，
竟然和自己姐姐被拐的情况十分相似。只有一点
不相符，当年大姐是在鹰潭市被拐走，但现在这个
寻亲者的地址却是广州。

就像在沙漠中看到了绿洲，吴春梅心中燃起一
股希望。她跟网站的志愿者联系，得知发帖人已经
采集了DNA，如果想要确定对方是不是自己的大
姐，只需要通过采集父母的DNA一比对就能知道
结果。

警方全力相助，母亲在做完DNA
鉴定后一度激动得昏厥

事情说起容易，真正落实起来，吴春梅很快发
现没那么简单。首先，自己孤身一人，要协调千里
之外的事，既不容易做好，还可能上当受骗；其次，

父母的身体状况并不乐观，找一个权威而且可信的
机构去采集DNA做比对，也是个大问题。最后，她
想到了向警方求助。

8月20日，吴春梅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到九龙
坡区石坪桥派出所。石坪桥派出所民警张宏伟和
韩茜在接到求助后，第一时间向分管案侦的副所长
杨刚报告了相关情况。

“这实在太难得了，一定要竭尽所能帮助这个分
开28年的家庭重聚。”杨刚下定决心要帮助吴春梅。

但是按照相关规定，像这种情况家属只能在案
发地公安机关登记处理，石坪桥派出所是没有权限
办理的。此外，DNA鉴定也不是派出所能够解决
的问题，派出所决定向分局刑侦支队的技术鉴定中
心“求援”。

接到派出所“求援”后，分局刑侦支队又犯了
难：按照规定，刑侦支队只能对刑事案件的DNA进
行比对。

九龙坡区刑侦支队于是主动联系市公安局刑
侦总队打拐支队，申请将该案列为刑事技术鉴定办
理。第二天一早，市局立即给予了肯定答复。

8月21日下午，石坪桥派出所民警通知吴春梅
第二天就可以带着父母到所里采集DNA。“当时只
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民警们真的为了这个
事情忙上忙下，这才两天就通知我们可以去采集
DNA。这下我终于有底气告诉我爸妈了！”接到民
警电话通知的吴春梅非常激动，警方的全力支持让
她倍感温暖。

8月22日上午，吴春梅带着父亲吴达明和母亲
秦定秀来到石坪桥派出所，民警给老两口采集了
DNA样本并做了笔录，一切都很顺利。

从派出所回到石坪桥的小儿子家中，秦定秀的
情绪终于爆发了，这28年的痛苦和焦虑一瞬间全
部涌上心头，原本身体状况不好的她一激动晕厥过
去，在家里整整躺了两天。“原本已经心如死灰，没
想到在有生之年还有可能见到英子。”

多方合力，助一家人圆团圆梦

在等待比对结果期间，九龙坡警方和“宝贝回
家”公益网站的志愿者们也没有闲着。志愿者们两
头跑帮助双方传递信息，做一些基础沟通工作。九
龙坡警方也兵分几路，不但派专人跟进DNA比对
进度，指派社区民警定期入户陪两位老人聊天疏导
内心不安的情绪，而且还主动联系吴海英所在地警
方，了解更多情况。

11月 14日，传来喜讯，两方的DNA比对成
功！收到消息，所有参与这件事的民警都无比激
动，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拿到图谱的市刑侦总队和
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再一次各自比对，结果
均比对成功！民警将这个好消息通知了“宝贝回
家”公益网站和吴春梅一家。

为了让吴海英和父母早日相见，九龙坡警方携
手“宝贝回家”公益网站开始四处奔忙，征求双方意
见定日子选时间，落实专人陪同吴春梅到机场接机。

11月19日中午12∶40，在警方和志愿者的陪
同下，吴海英到达九龙坡区石坪桥弟弟居住的小
区。早在楼下等候的吴达明老两口看到车慢慢从
远处驶来，早已泣不成声。见到女儿，秦定秀带着
哭腔叫了一声“英子……”便紧紧搂着，再也说不出
话来。

本报讯 （记者 白麟）11月
1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旅游局获
悉，2017 中国怪兽卡车表演赛首
站，将于11月25日和26日在重庆
北碚缙云文化体育中心举办，12月
9日和10日将在永川体育中心举办
第二站表演赛。届时，将有多辆风
格迥异、个性鲜明的怪兽卡车表演
竞速、直立行驶、空中翻转等特技。

据了解，今年10月，国家体育
总局将中国怪兽卡车表演赛列入计
划，中国怪兽卡车表演赛上升为国
家级赛事。今年全国将一共举行三

站表演赛，其中两站在重庆。
11月18日当天，记者在怪兽

卡车现场展示活动中看到，怪兽卡
车高、宽近4米，长达5米，车轮直
径超过1.5米，拥有1500马力的超
强动力系统，发动时的巨大轰鸣声
很有震撼力，车身上还有各种漂亮
的涂鸦。

表演赛主办方负责人介绍，怪
兽卡车是一项风靡世界的表演赛
事。主办方在原版引进该项目的同
时，也将打造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
权的怪兽卡车赛事。

怪兽卡车表演赛将登陆重庆

此次来渝进行表演的怪兽卡车。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让机
器人与观众“共舞”、以流水为动力
发射“火箭”、自己动手制作细胞结
构模型……在近日重庆市为明学校
举行的“我创新、我发明、我体验、我
成长”科技节活动暨创新学院揭牌
典礼上，学生们展示的创意作品赢
得了现场观众的称赞。

“本次科技活动，学校共开展
了160多个展示活动，都是学生自
己创作的作品。”该校负责人表示，
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激发学
生学科学、用科学、爱科学的热情，

学校创办了创新学院，针对该校所
有年级的学生开设了7门课程，涉
及无人机、3D打印、机器人、脑科
学等，每位学生可根据兴趣选择两
门课程，进行每周共八节课的学
习。

据了解，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
神和创造能力，我市许多中小学校
都在广泛开展科技活动，根据相关
规划，我市计划在未来几年培育
100所科技教育特色学校，建设50
个区域性中小学科技活动室和50
个优秀科技教师工作室。

我市中小学广泛开展科技教育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近
日，作为2017南岸区图书馆“播撒
阅读种子，收获一片书香”名家进校
园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中国科学
院动物研究所博士生、中国科普作
家协会会员赵序茅携新书《动物知
道人性的答案》走进重庆人民（融
侨）小学，向学生们讲述动物的“育
儿经”。

“动物也会使用工具，会合作分
工，会思考，也有感情，也会养育自
己的孩子……几乎人类所有的行为

都可以在动物身上找到答案。”赵序
茅在讲座上说，和人类相比，动物们
也有一套自己的育儿经。

“以海南猕猴为例，母猕猴虽
然也会对小猕猴进行喂养，但它
却不会把所有的食物都留给小猕
猴，而是会在优先保证自己食物
摄入的前提下，才会与小猕猴分
享食物。”赵序茅介绍，在小猕猴7
个月的时候，母猕猴就会迫使小
猕猴离开自己的身边，独立去寻
找食物。

“和人类一样，当自己的孩子受
到天敌攻击时，动物们同样会英勇
还击。”赵序茅说，特别是生活在新
疆阿尔金山的黑颈鹤，当它们遭遇
狐狸、棕熊等攻击时，黑颈鹤通常会
用尖嘴和翅膀进行还击，保证小黑
颈鹤不受伤害。

科普作家赵序茅携新书
来渝讲授动物的“育儿经”

本报讯 （记者 周尤）11月
18日，市少年宫举办了“创新者·创
未来”科普体验活动，有趣的科学小
实验、酷炫的机器人比赛点燃少年
儿童创新的热情。

据了解，活动当天，主办方以工
程、科学、数学、艺术等为主要内容，
现场设置了VR体验、无人机穿越
等一大批丰富的科普体验项目，激

发孩子动手动脑的兴趣。同时，创
客艺术、双语科学等10场创意公益
课堂，掀起了孩子们的头脑风暴。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科普体验活
动是重庆市第八届少儿校外科普文
化节的一部分，本届少儿科普文化节
预计将持续一个月，此前已成功举
办“驾驭未来”全国青少年车辆模型
教育竞赛（重庆赛区）等活动。

市少年宫举办科普体验活动
VR、无人机点燃少儿创新热情

少年宫的科普体验活动现场，少年儿童正在体验木块搭建的乐趣。
记者 魏中元 摄

本报讯 （记者 黄乔）“近年来，我庭受理的著作
权案件呈现出数量多、增长稳、占比重的总体特点。”近
日，记者从两江新区知识产权法庭获悉，2016年1月1
日到2017年11月1日，该法庭新收著作权案件3973
件，其中2016年新收1952件，而2017年仅10个月收
案量就已达到2021件。

近两年受理KTV著作权案件2199件

“从近两年受理的著作权案件来看，该类案件体现出
较为明显的类型化的结构特点。”两江新区知产庭副庭长
樊雯龑介绍，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为原告起诉
KTV的系列案件就占到了著作权案件总量的近三分之
二，达2119件。

“除传统的文字、影视、摄影作品的著作权侵权案件
以外，还有涉及传统作品的数字化权利保护、演唱会相
应邻接权保护、戏剧作品著作权保护、计算机软件作品
著作权保护、法人作品与职务作品认定、著作权权属认
定、网络页面设计等多种形式的著作权案件，呈现出多
样化、技术性强的特点。”樊雯龑介绍说，在这些案件的
审理中，常涉及网络数据、计算机软件保全、程序比对等
高技术性事实认定。

高技术型重大著作权刑事案件逐步涌现

今年6月29日，两江新区知识产权法庭对一起被
公安部列为“8·06”特大互联网侵犯著作权罪督办案进
行了公开宣判，五被告人均服判。

据了解，该案是典型的分工合作的涉游戏私服著作
权刑事犯罪案件，其中三名被告人非法获取《热血传奇》
源程序并租用服务器，通过电脑远程控制方式架设了
《轩辕传奇》《回忆传奇》和《至尊合击》三个私服游戏，用
于在互联网上发布网络游戏，供玩家下载。另外两名被
告人成立科技公司借用易宝、支付宝等支付平台接受玩
家的充值，收款后分别扣除相应的手续费，将剩余款项
转入其他被告人指定的银行卡。

“2016年以来，这类涉网络游戏私服的著作权刑事案
件逐步涌现。”樊雯龑介绍，该类案件案情重大，且技术性
较强，属于疑难复杂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其审理过程中的
难点在于：一是涉及网络私服游戏侵犯著作权罪中的对鉴
定机构的选择、网络游戏服务器端和客户端的鉴定问题；
二是鉴定机构是否应该做出实质性相似结论的认定问题；
三是架设私服的被告人聘请的员工的定罪问题。

“为此，我们在今年7月召开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类
案问题专题研讨会，协同公安和检察机关梳理了该类案
件的办理思路和标准，并就部分问题达成了基本共识。”
樊雯龑说。

我市著作权纠纷呈上升态势
KTV著作权案件占三分之二

吴
海
英
紧
紧
抱
住
阔
别
二
十
八
年
的
母
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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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重庆国际半程马拉松昨举行

1万多跑者竞速巴滨路

11月19日，在巴南区巴滨路，中外跑者参加国际半程马拉松和迷你跑。 记者 卢越 摄

5岁异地被拐 28年后她踏上回家路
本报记者 周松

因中梁山隧道扩容改造工程车辆及人员应
急通道施工需要，G85 渝昆高速公路 (重庆
段) 旧中梁山隧道关闭，新中梁山隧道通行。
施工时间为2017年11月21日-2018年3月31
日，为保证新中梁山隧道运营安全，危化品车辆
禁止通行新中梁山隧道。其绕行路线为内环与

绕城之间可通过渝武高速（G75）或双碑隧道进
行绕行。

特此通告
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五支队一大队

重庆成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重庆赛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关于G85渝昆高速公路（重庆段）新旧中梁山隧道实行交通管制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