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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翼 王刚 图文报道

本报讯 7 月 26 日下午，
在江南商场公交站常州公交
三 公 司 301 车 队 办 公 室 里 ，
传出阵阵欢声笑语，74 岁的
戚 冬 英 阿 姨 拿 出 27 位 老 年
乘客联名写的一封表扬信，
连同一面锦旗，交到了车队
长 高 敏 峰 手 里 ，感 谢 218 路
公交车的驾驶员们为老年乘
客 们 提 供 了 舒 适 的 乘 车 服
务。

戚冬英说，她 3 年前搬到
龙湖龙誉城紫宸小区。不久，
小区周边开通了 218 路公交
车，她和很多老年乘客都把这
路公交车当成了首选交通工
具，买菜、上街、逛青枫公园都
坐它。“不管是哪位驾驶员，都
会跟上车的老年乘客热情打
招呼，提醒大家当心安全，一
定要坐好，在车上走动时一定
要握好扶手⋯⋯”这些简单的
提示语，让戚冬英他们感到非
常暖心。

疫情期间，上公交车都需
要扫码，戚冬英等老年乘客或
是没有智能手机，或是根本不
会使用，每次上车都会在车门
处停滞，引起别的乘客不满，
也被抱怨过。但是 218 路驾驶
员从来都是劝老年乘客们不
要急、慢慢来，还会请其他乘
客多谅解。

让老人们感动的还有驾
驶员们做的一件件好事：有一
次，戚冬英的雨伞掉在车上忘

了拿，驾驶员细心地收好，等
她再次搭车时还给了她；有位
老夏师傅因患过小儿麻痹导
致腿脚不好，站的时间长了容
易摔倒，平时都是推着一辆手
推车出门，驾驶员见了都会主
动过来搀扶，并帮着把手推车
拿上车，再安排他坐好⋯⋯至
于老年乘客提出的一些问题，
驾驶员们能回答的都会耐心
解答；一时无法回答的会认真
记下，承诺一定会把问题带回
车队，有了答案就会及时回

复。
戚冬英经常与小区里的

老年人聊天，提起 218 路的驾
驶员们，大家没有不说好的，
于是她产生了写联名表扬信
的想法，并很快收集到了27个
签名。

拿着这封表扬信，高敏峰
表示：“捧在手里，暖在心里，
更激励车队进一步做好运营
服务，塑造好城市文明窗口的
使命感。车队将再接再厉，不
负乘客们的信任。”

27位老年乘客联名写信——

为218路驾驶员的优质服务“点赞”

■舒翼 王鹏超

本报讯 通过溧阳法院执
行法官的努力，一位思儿心切
的父亲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探
望权，还能把儿子接回溧阳过
暑假。昨天记者从溧阳法院了
解到，这对父子还赶到法院送
锦旗，表达对执行法官的感
激。

据 了 解 ，时 先 生 是 溧 阳
人，前妻董女士是河南人。自
2019 年起，双方经历了离婚、
孩子探望权、夫妻财产分割等
一系列诉讼，关系一度水火难
容。董女士把儿子带回河南老
家后，拒绝时先生任何形式的
探望。时先生通过诉讼争取到
了探望权，但董女士始终不愿
配合。

2021 年 9 月时先生申请
强制执行，双方达成和解协
议，约定寒暑假时，时先生可
接儿子回溧阳生活。谁知今
年寒假，时先生去接儿子时，

因琐事与董女士发生扭打，报
了警。此后，董女士直接将时
先生的所有联系方式全部删
除。

今年 4 月，时先生再次申
请强制执行。执行法官史小
璟要求时先生换位思考，多想
想董女士的感受和孩子的敏
感情绪，克制过激行为；同时
劝说董女士服从判决，告知她
拒不履行的法律后果。在史
小璟的努力下，之后两个月
内，时先生得以两次与儿子通
话。

转眼暑假将至，史小璟多
方联系，确认时先生可以前往
河南接儿子。这次董女士提出
很多限制条件：需提前一天申
请；时先生必须一个人来；探
望时间不得超过十分钟；孩子
如有哭泣不得带走⋯⋯史小
璟耐心倾听，对合理要求加以
引导，对无理要求坚决指正。

时先生如期赶到董女士
家，却发现大门上锁，打电话
不接，只得向史小璟寻求帮

助。史小璟联系董女士后，她
带着儿子出现了。探望不顺
利，让时先生怒火中烧，但董
女士也毫不退让。史小璟隔着
话筒都能清楚听到双方在激
烈争吵和动手推搡，一边还有
孩子的哭泣声和双方亲友的
帮腔吵闹。时先生和董女士互
不相让，轮番打电话要求史小
璟评理。

从当天上午 9 点到晚上 9
点，史小璟的手机连在充电器
上一直未拔下，通过12小时的

“云说和”，她的喉咙说哑了，
精神极度疲惫，却一直保持着
平和的语气和不偏不倚的态
度。通过她的居中调和，双方
的激烈情绪得以缓解，时先生
顺利接到儿子，并与董女士约
好了新的探望时间及接送方
式。

为了化解董女士的担忧，
暑假以来，史小璟仍时常与她
保持联系，告知孩子在溧阳生
活的情况。董女士也多次发来
信息向史小璟表示感谢。

为了让一位父亲实现探望权、接回儿子过暑假——

执行法官打12小时电话“云说和”

■记者 汪磊 通讯员 姚顺东 文
朱臻 摄

“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在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出租
车管理（卡口）二大队，有 17 名军
人出身的老民警，在卡口已经坚
守十多年。“我们大队的这 17 名

‘老兵’，以 5 个卡口为‘阵地’，发
扬军人作风，巡逻执勤、服务群
众。今年战高温已经一个多月。”
二大队大队长杨波说。

西林卡口中队长方玉平曾经
是一名海军航空兵战士，入伍 17
年，在部队荣立两次个人三等功，
获 15 次嘉奖。2007 年转业到警
营，15年来获评常州市公安局“最
美退役军人”“常州最美警察”等荣
誉称号。7 月 27 日中午，在西林卡
口附近，记者见到他正在高温下执
勤，拦下一辆小面包车进行检查。

“我们现在佩戴这种巡防袖标，升
级了巡防模式，和属地派出所民警

一起维护社会面安全。”方玉平指
着右臂上的红色袖标对记者说。

西林卡口民警郭晓勇、邱晓
明、吴玉生也是转业军人，今年以
来大家已经抓获逃犯 22 人，服务
百姓的次数难以计数。“晓勇救助
了烫伤、摔伤的群众。晓明看到卡
口对面一个女孩子神情有点紧
张，他主动上前询问，发现她被前
男友骚扰。于是，晓明立刻教育那
名男青年，把女孩子安全送到家
中。”方玉平说。

新闸卡口中队和机动中队，
一共有 6 位“老兵”。7 月 27 日下
午，一辆商务车缺油抛锚，停在了
大马路上，民警钱章龙和同事们
帮驾驶员一起将车辆推到路边，
然后在警车尾部系上牵引带，将
商务车拖到最近的加油站。

“最近气温是有点高，我们在
街头站岗十几年，已经习惯了。在
卡口执勤，不能有一丝一毫疏忽，
27 日中午，我们还抓获了一名逃
犯。”钱章龙说。

高温下，17名“老兵”坚守卡口

■刘璐璐 徐丹

本报讯 7 月 28 日，江苏省人
民检察院发布了 9 件“无障碍检
察公益诉讼主题”典型案例。其
中，溧阳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
学校无障碍环境建设行政公益诉
讼案”入选。

2022 年 2 月，溧阳市部分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了加强无
障碍出行、关爱未成年残障人士
等建议和提案。溧阳市检察院联
合溧阳市教育局设计调查问卷，
通过微信小程序开展无接触式问
卷调查，并实地走访部分学校以
及正在建设中的特殊教育学校，
发现当地 146 所各类学校中，存
在 93 所没有无障碍厕所、79 所没
有无障碍通道、94 所没有无障碍
出入口等问题。

随后，溧阳市检察院召开公
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人民监督员、家长代表、学生
代表、学校代表等参会。经过听
证，大家一致认为学校作为未成
年人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其设
施设备等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规范
标准；相关行政机关未依法充分
履行职责，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
害。

2022 年 3 月，溧阳市检察院
立案调查，发挥行政公益诉讼的
督促、协同作用，与该市残联、住
建局、教育局开展诉前磋商和圆
桌会议。随后，检察机关分别向
相关行政机关制发了诉前检察建
议、检察关注函、风险提示函，建
议相关行政机关履行监督管理职
责，要求相关学校进行整改。

在溧阳市检察院的推动下，
相关行政机关联合成立了专项整
改小组，对溧阳全市范围内的学
校开展排查，制定整改方案，并将
涉未成年人无障碍环境建设情况
纳入文明单位、文明学校的考核。

检察机关对当地146所学校无障碍设施
普遍缺失问题立案调查

溧阳一案例入选省级典型案例

戚冬英（左）代表老年乘客们把表扬信交给车队长高敏峰（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