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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12岁女孩KTV打工替父还债

2009 年，王成均经人介绍
认识了做酒楼等生意的敢闯敢干、
头脑灵活又能说会道的个体户刘
北高。2010 年 2 月，刘北高以投
资铝矿为由，让王成均帮忙担保，
表示绝不会给他带来麻烦。热心
肠的王成均为扶持本土企业家，
欣然应允，陆续给刘北高担保了
13 笔共 50万元的高息借款。

岂料，刘北高在 2010 年 10
月因涉嫌经济诈骗被判处有期徒
刑两年，王成均这才发现自己被
骗。原来刘北高根本就没投资矿
产，做生意的本金全是高息借款，
因经营不善，亏损巨大，就拆东
墙补西墙，累计借款近 500万元。
找不到担保人后，他想到了信誉
极高的王成均。

好心帮忙却背负巨债，让这

个原本拮据的家庭不堪重负。此
后，王成均每天都熬夜写作到深
夜，甚至去打零工，即便春节也
不给自己添加新衣服，手机破得
只能勉强接听电话……三年来虽
还了二十多万元利息，体重却降了
二十多斤。没有“横财”的他，还
债之路举步维艰。

2012 年 6月，刘北高出狱后
为逃避债务，一个人躲到沅陵县
打工，不肯露面，债主不断地向
王成均施加压力。

为不让女儿分心，王成均夫
妇刻意隐瞒此事，债主来时还把
女儿叫去书房写作业、上网，压
低声音和债主沟通。

但王译贤还是从父母的脸色
和陌生人的神情中感觉到了异常。
王成均就骗她：“刘叔叔去外地

做生意一时不回来，这些人是来
向爸爸了解情况的。”王译贤知道
是父亲骗自己，想着为家里分忧，
于是在暗中调查。

2013 年 12月中旬的一天，王
译贤放学回家时在楼梯口遇到一
个债主，就礼貌地问：“叔叔，我
好像在家里见过您。怎么不在我
家多玩会儿？是不是我爸欠你钱
了？是不是因为那个刘北高叔叔？
我爸欠了多少钱啊……”问了一连
串的问题后，债主就说了实情。

得到证实后，王译贤表面上
装作不知道，内心里为家人分忧
的想法越来越强烈，思来想去，
她觉得只能打工挣钱。可自己是
个学生，又没有技能，会有人要
吗？爸妈会同意吗？

作家父亲千里寻人，引 10 万网友关注

文 / 墨丁

他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冰心文学奖”获得者，却因意外背负巨额债务。他 12 岁的女儿自作主张地担起了外出打工替父还债的
重任。女儿失踪后，父母痛心地开始了漫漫寻亲之路，最终，在众多网友的关注和警方联动下，在春节万家团圆的前夕，在安徽一家
KTV 里找到正在当服务员的女儿。

在桑植警方的帮助下，
王成均发现王译贤的最后一
个电话是打给上海一家企业
的，并在张家界火车站和上
海火车站的监控视频中发现
了王译贤。

原来，女儿离家出走是
为了替家里偿还债务，不远
千里去打工，夫妻痛心不已，
立即赶往张家界乘坐当晚 7
时 30 分的飞机赶去上海。

可第二天早上找到那家
公司时，负责人说王译贤确
实来过，但没被录用。

眼看线索就要断了，再
次和亲友研究王译贤留在那
家公司的信息表，意外地发
现了一个新手机号。可是一
打，也是关机。

只能依靠警方，可警方
却告诉他们：王译贤在手机
QQ 上留言“一定会回来的”，
信号源在江苏南通，具体位
置不能确定。

赶到南通后，那手机号
依旧处于关机状态，警方也
束手无策。要靠人力在偌大
的南通城找一个刻意回避的
人，那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

眼看春节将至，而女儿
才 12 岁，又没出过远门，万
一有个三长两短，那可怎么
办？王成均夫妇心如刀割，
痛不欲生。

1 月 9 日，王成均的文友
将事情经过写成网帖，发在
湖南、上海、江苏的一些知
名论坛和 QQ 群、微信群上，
请求上海、南通的网友和志
愿者协助查找。作家泣血呼
唤女儿回家的信息引发全国
各地超过 10 万网友的关注
……

“女儿，还债是父母的责
任，你的事情是要好好读书！
你到底在南通的哪个角落里啊
……”1月11日，面对南通志
愿者联系来的电视台记者时，
王成均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
了。

1月12日早上，一位热心
的阿姨打来电话，说她路过
农贸市场附近某宾馆门口时，
有个卖唱的小女孩跟新闻中的
作家女儿很像。

夫妻俩赶紧赶了过去，可
那阿姨说她买菜出来后那女
孩又不见了，却指着王成均手
里的照片，说：“就是这女孩！”

女儿就在附近！王成均夫
妇心中的石头终于可以落下
了。可是，当他们在警方的协
助下，查看那宾馆的监控时却
发现那女孩不是自己的女儿。

刚刚落地的心又悬了起
来，王成均一个踉跄，差点

跌倒在地上。为了扩大寻找范
围，夫妻俩还分头去南通周边
的乡镇和农村查找。

当天 21 时许，寻找无果
的王成均对妻子谷林芳说：

“我有种特殊的感觉，女儿可
能在南京。但是现在有效线
索不多，只能凭着感觉找，太
急人了！”22 时许，两人离开
南通，包车前往南京，继续寻
找女儿。

1月13日上午，南通警方
传来消息：“你女儿的 QQ 签
名变成了‘终于拿到了今天的
工资，真累’，说明人平安无事。
人在安徽庐江境内，你们赶紧
去那边找找……”

就在此时，王译贤的同学
打来电话，说王译贤借他人手
机打来电话说她在安徽合肥
市庐江县，让他们放心，但没
有说具体的工作单位和住址。

终于有明确的线索，王成
均赶紧联系单位领导，请求组
织出面帮忙。在桑植和庐江县
政协的协调下，庐江警方发现
王译贤很可能就在“拉斯维加
斯 KTV”里。

虽然很快就能见到朝思
暮想的女儿了，但在赶去庐江
的路上，已九天九夜没有睡过
安稳觉的王成均夫妇十分激
动，顾不上休息，尤其是王成
均，他心里五味杂陈……

到达庐江县城已是午后，
可王成均夫妇顾不上吃饭，联
系上庐江镇派出所民警朱迎
久直奔“拉斯维加斯 KTV”，
却发现 KTV 正在打烊中。

1月13日18 时 45 分，王
成均夫妇和朱警官再次来到

“拉斯维加斯 KTV”。一进大
厅就看到了正在端茶的王译
贤。

见到父母，王译贤顿时流
下了泪水：“出来第三天就很
想你们了，可一个人在外必须
自强，才忍住了泪水……”王
成均也已是泪眼婆娑，不过他
鼓励女儿道：“经得起风浪才
是好孩子，放在温室里的花
是养不大的，爸妈为你感到自
豪！”

原来，王译贤 1 月 4 日
离家后在上海、南通都没找
到工作。因身上的钱即将用
完，她在网上看到庐江一家
KTV 招聘服务员，于是在 1
月 12 日来到庐江。在众多好
心人的帮助下，一家三口终
于在中国传统佳节春节到来
之前团圆了。

如今，王译贤为减轻父
亲的还债压力，正在家里创
作《我和爸爸比梦想》一书。

“希望能够帮到我爸爸。”王
译贤说。

父亲熏陶女儿爱写作

2013 年 7月，12 岁的王译
贤被张家界市作家协会吸收为
会员；11 月，她的作文《大手
牵小手》荣获湖南省交通安全
征文大赛唯一的一等奖。看到
女儿在文学创作方面崭露头角，
王成均感到无比的欣慰。

王成均，1967 年 5月出生
在湖南省桑植县，1998 年获“冰
心文学奖”，系湖南省作家协会
会员、张家界市拔尖人才，现在
桑植县政协任职。

2001年 4月12日，王成均
喜得千金，取名“王译贤”，“译”
取“学识渊博”之意，“贤”则是

“有德有才”。人如其名，王译
贤能开口说话后就经常拿着书本

“咿哇咿哇”地想听故事；上小
学一年级，王译贤就会写简单的
日记……

业余时间，王成均因势利
导，经常辅导女儿的写作，还
给她讲韩寒等天才少年的故事；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后，王成均
带女儿去桑植县捐赠活动现场，

不仅自己捐了稿费，还动员女儿将
自己平时积攒的零花钱也捐了……

耳濡目染，王译贤不仅作文频
频获奖、发表，立志要成为一名作
家，而且自己能做的事情从不麻烦

他人。
虽然微薄的工资、稿费收入要

支付房贷，还要赡养老人，日子很
拮据，但一家人和睦相处，十分幸
福。

幸福家庭

12 岁女儿“勇敢担当”意外负债

2013 年 12 月 14 日， 王 译
贤从同学家回来时从西莲弄抄近
道。在弄里意外地看到父亲在玩
具加工厂进进出出地背送玩具。
王译贤先是一愣，之后绕道，因
为她知道去跟父亲打招呼，会让
父亲很尴尬。

夜里，王译贤特意观察了父
亲，发现他午夜还坐在电脑前敲
打着键盘，心里更不是滋味了。
躺在床上，她辗转反侧，满脑子
都在想打工的事情……之后几
天，她偷偷地在网上搜集招聘的
信息。

王译贤决定利用自己的写作
特长，瞒着家人到华东应聘企业

的文员，等安定后再通过同学告
诉家里。

可要去几千里外打工，手中
仅有的几百块零花钱肯定不够，
怎么办呢？

12 月 21 日，王译贤看到父
亲的钱包放在茶几上，而母亲有
事刚出去，于是动起了“歪脑子”，
偷偷地拿了其中的 600 元。第二
天吃午饭时，王成均说钱包遭贼
了。王译贤“诚实”地承认了，
但她说钱已经被她花了。王成均
只是教育她“小偷小摸很可耻”。
见瞒过了父母，王译贤在心里偷
偷地乐着。

今年 1 月 4 日，王译贤起床

时将零花钱和刚“偷”来的 600
元钱一起藏好。吃完早饭后跟母
亲说明天就期末考试了，她去学
校复习功课，中午不回家吃饭。

吃晚饭时，见女儿还没有回
家，王成均就打女儿的手机，发
现是关机的。便问王译贤的同伴，
可他们都说在学校里没看到王译
贤。

王成均以为女儿去了同学或
者亲戚家里，发动亲友四处寻找，
可是直到 1 月 6 日早上，还是没
有王译贤的任何消息。

一个未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
离家出走超过了 48 小时，王成均
感觉事情越来越不妙，只得报警。

打工还债消失在人海离家出走

奔波数千里家人团聚艰难寻女

一家三口在马年春节前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