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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翼

本报讯 公交司机将乘客遗
忘在车上的一个钱包主动归还，
乘客报以“双倍感谢”：6月21日
下午 6 点半左右，失主刘先生专
程将两面锦旗分别送到了 K1 路
公交车的始发站和终点站。

刘先生是陕西人，来常州已
经很多年，居住在武进区雪堰
镇。6 月 18 日下午 6 点多钟，他
要到常州市区办事，就从武进雪
堰公交回车场乘坐 K1 路公交
车到湖塘乐购站，再转 78 路公
交车到清凉新村站。他把装有银
行卡、医保卡、身份证和驾驶证
的钱包，习惯性地放在了裤子的
后口袋里。

等到从公交车上下来，过了
一段时间后，他突然感觉裤子后
口袋里好像空了，再一摸，钱包
真的没了。他推断钱包应该是掉
在公交车上了，于是拨打公交服
务热线求助。令他惊喜的是很快
有了回复，说公交车驾驶员捡到
了他的钱包，让他快点去领回。

原来18日当晚9点左右，当
班驾驶员卜荣荣将车驶入火车
站公交中心站，在对车厢进行清
理时，在座位下捡到了一个钱

包，发现钱包内有很多个人财
物，便立即与公交服务热线联
系，询问是否有人报失，果然和
失主刘先生留下的信息对上了。

19 日，刘先生赶到公交五
公司 502 车队，领回了钱包。他
特意询问了拾金不昧的驾驶员
的名字，说一定要好好感谢一
番，于是就出现了连送两面锦旗
的情形。

刘先生表示，之所以会表达
“双倍感谢”，是因为曾经遗失过
驾驶证，而他的工作又经常需要
驾车，遗失驾驶证给他的工作造
成了很大影响，为了补办花了不
少时间和精力。因此这次钱包如
此快便失而复得，让他格外感谢。

公交五公司502车队袁建忠
车队长提起卜荣荣也是赞不绝
口：“我还记得他第一天上岗时，
就承诺如果捡到乘客丢失的财物
一定会积极归还失主，遇到乘客
有困难也会第一时间提供帮助。
这些年来，他已经多次归还乘客
遗失在车上的财物。”

公交司机归还失物
失主送来两面锦旗

■韩笑 胡艳

本报讯 6 月 21 日，记者从
钟楼法院交通事故巡回审判法
庭获悉，一名驾驶员在路上违规
掉头，导致后面一辆正常行驶的
网约车撞了上来；两个月后，网
约车主将肇事车驾驶员起诉至
钟楼法院，案件经审理后，网约
车主获赔停运损失2100元。

今年3月6日早上，张某（化
名）开车送儿子上学，因为起晚
了，张某不免有点心急，一路急急
忙忙赶到学校总算没迟到。看着
儿子走进校门，张某松了一口气，
准备掉头去单位上班。没想到事
故就在此时发生了：只听“咣当”
一声，在张某后面正常行驶的刘
某（化名）的车撞上了张某的车。

庆幸的是，两车上的人没受
伤，只是两辆车不同程度都有损
坏。交警查看现场后出具了事故
认定书，认定张某违规掉头，应
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张某立即
给自己车辆的保险公司打电话
报案，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赶到现
场进行了定损。

两个月后，已经淡忘了这件
事的张某，突然收到了钟楼法院
的传票：原来，刘某的车辆是一
辆网约车，刘某全家的日常生活

主要靠他开网约车的运营收入
来维持。因为 3 月 6 日发生的那
起交通事故，导致刘某的车辆受
损并在维修厂修理了 7 天，且保
险公司拒绝理赔停运损失，刘某
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某及
其车辆的保险公司赔偿其停运
损失3500元。

钟楼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
告刘某车辆为从事网约车的经
营性活动车辆，因修理车辆无法
从事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
运损失，被告张某应当按照事故
责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因《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
款》、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约定
停运损失等间接损失不赔，且根
据保险公司提交的电子投保单、
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
说明书等，可以证明被告张某的
保险公司已经尽到提示说明义
务，故该停运损失保险公司无需
赔偿。

因原告刘某提交的事故发
生前的营运流水并未扣除实际
营运成本，法院酌定按照 300
元/天的标准支持刘某诉求的停
运损失。刘某的网约车共计修理
7 天，法院最终判决张某支付刘
某停运损失 2100 元。张某按照
一 审 判 决 结 果 ，支 付 了 刘 某
2100元。

违规掉头造成事故
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6 月 22 日下午，溧阳市所有初
高中学校的 40 余位思政课老师齐
聚溧阳法院，参观院史荣誉室、旁听
案件庭审、参与法治教育研讨。

思政课老师们认真旁听了一起
盗窃案的庭审。很多老师边听边
记，准备把这个真实生动的案例运
用到今后的教学中去。多位思政课
老师表示，曾经邀请法官给学生们
指导过模拟法庭活动，但毕竟还不
是真实的法院庭审。这次走进法院
现场旁听庭审，不仅开阔了眼界，而
且对自身职责有了更加深刻的认
识。
■舒翼 蒋园圆 王鹏超 图文报道

中学思政课老师走进法院

■沈阳 韩笑 胡艳

本报讯 6 月 23 日，记者从
钟楼法院获悉，钟楼法院驻院
人民调解员近日成功调解一起
涉及 8 名劳动者的讨薪纠纷
后，收到了双方当事人发来的
感谢短信。

陈某等 8 名原告向钟楼法
院起诉，要求某电子公司支付
劳动报酬。案件受理后，钟楼
法院驻院人民调解员与该公司
法定代表人取得了联系，其声

称腿脚行动不便，难以到现场
参加调解。调解员表示不到现
场也可以，建议其使用“江苏微
解纷”平台进行线上调解，但是
没有结果。

为尽快化解双方矛盾，调
解员再次向被告提议可以开车
上门去接并用轮椅推送，组织
其与 8 名原告在钟楼法院诉讼
服务中心展开面对面调解。面
对调解员，被告起初不愿意到
法院参加面对面调解，一是因
为腿脚不便，二是觉得自己是
欠款人，没有给劳动者支付劳

动报酬，有逃避心理、不敢面
对，没想到法院的调解员这么
有耐心、有诚意，自己再逃避下
去也不是办法。

调解当天，调解员开车把
被告接到钟楼法院，与 8 名原
告面对面进行调解。被告对
欠付 8 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表
示认可，但称暂时没有偿还能
力。围绕履行期限这一关键
问题，调解员反复与原被告双
方沟通，最终，经过调解，这起
批量性劳动报酬纠纷得以化
解。

用车把腿脚不便的被告接到法院调解

诚 常州信

■宋婧 文 王锐 摄

“你们夫妻俩真是敬老爱
老的好榜样。移风易俗要提
倡，陈规旧俗一扫光，厚养薄葬
要弘扬，树立社区新风尚⋯⋯”
6 月 21 日下午 1 点，“曲艺达
人”吴祥产的第 10 部自创作品
曲艺小品《树立移风易俗新风
尚》，在青龙街道青龙苑的“戏
曲大家唱”舞台上开演，诙谐幽
默的语言、引人入胜的剧情，获
得了满堂喝彩。

“好久不登台了，今天再次
听到大家的笑声、掌声，我特别
满足。”演出结束后，吴祥产在
后台边卸妆边对记者说。

今年 66 周岁的吴祥产，与
戏曲结缘已经有 50 多年。当
年农村文化生活匮乏，他所在
的青龙羊头桥小学的老师和村
民一起组织创办了“小京班”，
教四至六年级的孩子学习戏
曲。当时 10 多岁的吴祥产在
京剧《沙家浜》里，把刁德一演
得声情并茂，初次展露了他的
舞台天赋。

“ 我 14 岁 第 一 次 登 上 舞
台，从那一刻起，我觉得自己就
是为‘舞台而生’的。”成年后，
吴祥产在青龙文化站工作，带
着戏曲走遍了每个村，累计送
戏数千场。他排演过很多戏
曲，传统的京剧、锡剧、沪剧、越
剧、黄梅戏，样样拿手，尤其是

《珍珠塔》《清风亭》《夜明珠》
《屠夫状元》等经典锡剧。

演出多了，吴祥产开始不
满足于表演那些经典剧目，“我
们的国家、我们的常州、我们的
街道每天发生那么多事，有太
多值得关注和传播的话题。”
2017 年 ，他 首 次 尝 试 自 创 剧
本，第一部作品叫《私房钱》，讲
的是街道爱心捐款的事。创作
花了两个多月，有时灵感来了，
半夜也会从床上爬起来写。社
区工作人员帮助整理打印，他
再修改和完善。

之后的 5 年间，歌颂龙城
的 说 唱 作 品《我 登 宝 塔 看 龙
城》，提倡孝老敬老的小品《一
碗生日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的小品《幸福感恩
共产党》等作品陆续诞生，带着
浓烈的个人特色，语言接地气，

故事让群众有共鸣。
“很多情节都是我四处打

听来的，我有个素材本，记录着
日常搜集到的点点滴滴，身边
的故事大家听了才会感同身
受。”吴祥产说，创作剧本仿佛
为他打开了新世界，通过一个
又一个故事，把欢笑和正能量
传递给老百姓。

“这 10 部作品都是我的孩
子，倾注了感情。”吴祥产说，一
些感人桥段，他如今仍是演一
次落一次泪。他说只有先打动
自己，才能打动场下的观众。

这几年，吴祥产扎根田间
地头，获得了“常州市首届新时
代乡贤模范——蒲公英奖”等
多项荣誉。他说：“我愿意像蒲
公英一样，执着地拥抱自己的
热爱，把能量播撒到更广阔的
地方。”

青龙街道“曲艺达人”吴祥产

5年创作了10部曲艺作品

吴祥产（左）表演曲艺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