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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生死，九旬火车司机用诗奔跑
他是新中国第一代火车司机，他目睹日本人战败偷偷逃离常州———

在红梅假日花苑，每天晨晚，只要不
下雨，都会看到一对老夫妻相伴散步。这
对老人均已90岁，丈夫叫黄玉昌，妻子
叫庞金娣。2位老人都经历过抗战，黄玉
昌还是新中国第一代火车司机，早年还
在日本人控制的火车上工作过。

早期的铁路技术简陋，老人几经生死，
却一直热爱写诗。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老人很激动，手抄了自己
的308首诗，共抄了3大本，说要留给子
孙，记住过去的不易，珍惜现在的好日子。

16岁上火车，常被骂亡国奴

在黄大爷家，记者看到了3本手抄
本，用钢笔工工整整抄写，内有308首诗，
有绝句、有律诗，虽然格律多值得商榷，但
情真意切。他说，这些诗写于解放后，其中
一半是写自己当火车司机的生涯。

黄大爷生于1925年，16岁考进上
海铁路局，在常州折返段的火车上做司
炉工，也就是给火车头铲煤。当时的火车
被日本人控制，中国司机很少，大多做苦
力，重要岗位均由日本人把控。老人回
忆，大约从 1942年起，因人手不足，慢
慢地开始让中国人当司机。
“在日本人手底下干活，天天胆战心

惊。”黄大爷说，日本人很凶，常常打人，骂
中国人是亡国奴。但到后来，大概是他们
也知道靠自己忙不过来了，对中国的技术
人员比较客气，常常安抚以笼络人心。到
了1945年七八月份，他发现，平日趾高气
昂的日本人突然恐慌起来，连着几个晚上

深夜集合上火车，男人骂、女人小
孩哭。后来，他才知道日本人投降
了，纷纷逃往上海吴淞口乘船回
国。黄大爷说，日本人偷偷摸摸逃
跑时那种仓皇失措的样子一直留
在他脑海里，侵略别人是不会有好
结果的。

这时候的黄大爷还不懂写诗。
他说，那时天天担心没命，哪有心
情写诗。不过，正因为这个，他特别
体会到解放后参与国家建设的自
豪感，写了很多与火车有关的诗。

相差10分钟，巨石
滚落4人殉职

新中国成立后，黄大爷调入
南昌铁路局向塘铁路段。1951
年，他考上了火车司机，开的第一
趟火车，老人至今记得：从南昌开
往江西新余，开了6个多小时。

1955年，老人调到柳州铁路
局湘黔铁路马尾机务段，2年后
调入福州铁路局鹰厦线永安机务
段，直至退休。从最早的蒸汽机到
柴油机、电力机，正如亲历火车技
术的飞速提升一样，老人感受到
国家蓬勃发展的喜悦，只有小学
文化的他开始学习写诗。
“党话教诲我笃听，铁马奔腾

飞征程。无畏鏖战攻艰关，愿献祖
国赤诚心。”这首被老人题为《铁
马行车鏖战山崖》的诗，写于上世

纪70年代，道出了那时火车司
机的艰苦与危险。

那时，百废待兴，一些铁路是
战时留下的，多经山区，铁轨老旧，
有些坡道很长，一不当心，火车就
上不去了，最危险的是碰到下大
雨，山石时常滚落而发生事故。老
人回忆，1961年5月的一天，他开
车从莱州前往厦门，当时排的是第
3班出发，因前一班的火车机头损
坏，他提前至第2班出发。车至青
州已半夜，风大雨大，几乎无法看
清路面。他小心驾驶，到站后得知，
在他后面比他晚出发10余分钟
的第3班车，在青州至外洋段被
滚落的巨石砸中，蒸汽管脱落，当
班司机、副司机、司炉员等4名班
组成员全部殉职。

尽管危险重重，老人仍斗志
昂扬，他把“开火车”喻为“驾铁
马”，写了上百首驾“铁马”驰骋的
诗，至今仍拿出来时时朗诵，自得
其乐。

苦尽甘来，直言要
珍惜幸福

1945年，黄大爷结了婚。
“金娣卿卿伴我乐 持家路

漫漫笃走……”去年底，老人写了
首《欢颂庞金娣立足黄家门功绩》
七言律诗，感谢妻子70年的辛
劳与陪伴。

黄大爷老家在当时的红梅乡
后黄村，房子被日本人烧了，婚房
就是猪圈，2张破凳搁上一块板
就成了新床，庞奶奶带来了6床
新被。“她当时在上海做纺织工，
条件比我好。”黄大爷看着老伴，
由衷地说庞奶奶肯嫁给他是他的
福气。
“锅破碗破，除了有个人，啥

也没。”庞奶奶笑着说，他看中黄
大爷的是他肯吃苦。婚后，她跟
着黄大爷东奔西走，最害怕的是
听到车站拉4响汽笛。“普通火

车出动拉一声，出了大事救援车出
动拉4声。”庞奶奶说，每次出车就
是兵上火线，她经常担心得整夜睡
不着，碰到下雨天就更加着急。

黄大爷退休后回到常州，80岁
之前经常坐火车出门，感叹高铁又
快又舒服：“我 7岁丧母 10岁丧
父，没想到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
为此，他写了很多描写幸福生活、怀
念父母亲人的诗，其中2首《游红梅
公园有感》还刊登在1996年5月
的常州日报副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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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斯文和
“微微翠竹”服务队
“张奶奶，最近季节交替，您要注意身体，可不能感冒

啊。”眼看这几天常州的气温忽上忽下，翠竹派出所民警徐
斯文在电话里叮嘱敬老院的张奶奶。徐斯文是“微微翠竹”
服务队的队长，服务队的其他队员也都是翠竹派出所的民
警。平时，他们的工作或是维持治安、调解纠纷，或是侦办案
件、捉拿嫌犯。业余时间里，他们就成了志愿者，成为一丛
“暖心的竹子”，实实在在地为居民们服务。

徐斯文是翠竹派出所的一名刑警。翠竹派出所辖区多
是老小区，设施陈旧，老年居民众多，小偷、骗子频繁光顾。
仅2014年，所里接报的盗窃、诈骗等侵财案件就有1200
多起。徐斯文寻思，与其在案发后设法挽回损失，何不从源
头上想办法遏制？

他发现，犯罪分子之所以能频频得手，主要还是因为
居民防范意识不足。在他的倡议下，2010年5月，“微微翠
竹”服务队应运而生。翠竹派出所的年轻民警积极参与，用
破获的案子给居民进行防扒、防骗、防盗宣讲，每年都要几
十次。

每周，“微微翠竹”服务队都会到寿星宫敬老院进行
志愿服务。队员王晶说：“老人们实际上是很孤独的，渴望
有人能来看看他们，陪着说说话。”除了唠嗑，老人们也喜
欢出去走走，但容易迷路。服务队主动和敬老院联系，给
敬老院的各个出入口安装了摄像头，还给每位老人制作
了信息卡。

一次，寿星宫敬老院的秦大爷外出5个小时还没回来。
眼看天就要黑了，老人们只得告诉了徐斯文。徐斯文闻讯后
立刻召集队员一起寻找，2个小时后终于在秦大爷儿子家
门前的花园里找到了他。此时老人正坐在地上，无法动弹。
原来，秦大爷想为出门在外的儿子打理花草，不慎磕伤了
腿，徐斯文背起他去医院检查，一直忙到晚上10点，才把
他送回敬老院。

今年，徐斯文获得了省青年志愿者20佳的荣誉。徐斯
文家住新北区小河镇，距离翠竹派出所有50公里路程。他
工作日以所为家，到了双休日又经常参加志愿活动。“平时
我常说他是‘不靠谱’的警察老公。”提到他，妻子不免有些
抱怨。

队长的事迹也感染了队员们。自服务队成立以来，每个
队员的年均志愿服务时间超过800个小时，也就是说队员们
每年有大约33天的时间是在志愿活动中度过的。截至目前，
服务队上门服务群众1300多次，送87位迷路老人回家，自
掏腰包帮助丢钱包的民工买车票50多次，志愿服务中获取
线索破获各类案件70余起，收到群众送来锦旗10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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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患宫颈癌 丈夫起诉离婚
丈夫竟称：夫妻相爱没有传宗接代重要

本报讯 新婚妻子患宫颈
癌，做完子宫切除术，尚处于康
复期时，丈夫竟然就因妻子无
法生育而起诉离婚。3月25日
上午，金坛法院法官对原告进
行了严肃批评后，作出一审判
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2013年12月，25岁的秦
某与李某登记结婚。大半年后，
李某还没怀孕，等着抱孙子的
公公婆婆催促夫妻俩到医院检
查。2014年9月，李某在秦某
的陪同下到医院检查，结果显
示她患有宫颈鳞癌。检查报告
如晴天霹雳击中二人，面对着
手足无措的妻子，秦某发誓一
定陪伴她共渡难关。

李某住院后，接受了子宫
切除手术治疗，这就意味着她再
无怀孕可能。自入院治疗以来，
李某不仅饱受癌症的折磨，精神
上还充满惶恐。丈夫秦某除了刚
开始的几天到病房探望，渐渐
地，到病房的次数越来越少。

今年2月的一天上午，李
某正坐在病床上等待丈夫，谁
知，等来的竟然是一纸诉状。原
来，丈夫将自己告上了法院要
求离婚，而此时，李某正处于关
健的康复期。李某怎么也没想
到，丈夫竟然在她最需要他的
时候抛弃了她。心灰意冷之余，
手拿传票的李某躺在病床上，
无数次想到了轻生，可看着年

迈的双亲忙碌的背影，她不能撇
下一直没有放弃而到处筹钱再次
给予自己生命的父母。

开庭时，李某因病住院治疗
不能出庭，由其父亲代理到庭参
加诉讼。承办法官祁冻一希望秦
某念在夫妻一场，妻子患癌正处
于最需要家人支持与爱人相伴
的份上，撤回起诉。但秦某坚持
认为，夫妻相爱比不过传宗接代
重要，坚持离婚。秦某的父母也
表示虽然对儿媳生病感到难过，
但是一想到以后没有孙子孙女
环绕膝前，不如让儿子趁早离
婚。对于秦某父母的意见，李某
父亲除了痛心还有气愤，他没想
到，亲家不但不给医疗费，还在

关键时期要求离婚，致使女儿情
绪不好，病情不断加重。庭审中，
法官祁冻一对秦某的做法和言
辞作出了严肃批评。

法官认为，原告秦某要求离
婚的根本原因是妻子患重病且子
宫切除不能生育。《婚姻法》规定，
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李某
患重病正在治疗中，秦某作为丈
夫，理应对妻子倍加关爱和呵护，
并努力帮助妻子进行治疗，反之，
则于情于理于法不符。故秦某要
求与妻子李某离婚，理由不充分，
法庭不予支持，希望秦某摒弃封建
思想，多给妻子温暖和战胜病魔的
信心。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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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坛 开 出 首 张
毁损航道生态罚单
肇事者被罚3000元，补栽芦苇200平方米
本报讯 金坛市航道管理处执法人员近日给一位姓邓

的挖泥船主开出一张3000元的处罚单。该船户擅自将淤
泥卸在丹金溧漕河一处受生态保护的芦滩上，导致200余
平方米的美丽芦苇被压毁。除了对该肇事者罚款3000元
外，还责令其在期限内补植200余平方米的芦苇，使该航
道的生态美景重新恢复。

3月18日，该市航道执法人员在巡航时发现该航道白
龙荡段的生态芦苇滩堆积许多淤泥，致200余平方米芦苇
被毁。他们立即进行排查，发现是一位邓姓挖泥船主所为。

丹金溧漕河是我省低碳生态环保示范航道，该航道留
存的多个芦苇滩地，为该航道打造了十分美丽的自然景观，
有船在景中行，鸟在苇中飞的美感。据介绍，这是金坛市开
出的首张毁损航道生态坏境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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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亲弟房产
诈骗 8万元

本报讯 哥哥谎称弟弟的房子是自己的，以收取定金、
过户为由，骗取买房人8万元。日前，男子杨某因涉嫌合同
诈骗罪，被移送至金坛检察院审查起诉。

去年4月份，为照顾生病的父亲，杨某住到弟弟位于直
溪镇的一处房屋里。一次，杨某打麻将时告诉朋友王某，称弟
弟委托他卖房。随后，王某带着唐某来看房子。看房时，杨某
明确告知唐某房子是自己的，因儿子要结婚，才决定卖掉。

唐某对房屋很满意，决定以15万元买下，当场付了定
金1万元。付款时，唐某提出想看看房产证，杨某谎称不在
身上。4月底，2人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唐某又付了4万
元，约定半个月后过户。半个月后，杨某称还没办好手续。去
年5月19日，杨某手头紧，打电话给唐某，称过户需要钱，
于是唐某又给了3万元。
很快，骗来的钱被杨某挥霍一空。听说自己的房屋被哥

哥卖掉，杨某的弟弟还曾特意打电话问他，但他矢口否认。
唐某急着过户，发现联系不上杨某后才四处打听，得知该房
并非杨某所有而报警。 #吴同品 孙忠玲$

抢奔驰车未遂
5男 子 被 捕

借口买车，交付时下手

本报讯 徐某是二手车网络销售商，平时生意还不错，
他万万没想到，为了一单生意，客户竟会纠集多人抢车，自
己和同行朋友还惨遭殴打。3月24日，涉嫌抢劫罪的王某
等5人被武进检察院依法批捕。
“南京人王先生，想买你公司的奔驰E260。”1月4日

晚，徐某微信上收到中介公司给他推荐的一个客户，精神为
之一振。当晚，王某就开着一辆帕萨特，带着2名男子来到
徐某公司，现场观赏奔驰车。因为天色已晚，双方约定第二
天白天再看一次。1月5日下午3时许，3名男子再次来到
徐某公司，看车后决定买下奔驰车，一番还价后，双方以20
万元谈妥，但提出希望到高速路口交车。一心想做成该生意
的徐某，爽快答应。

当天下午4点多，徐某带着朋友姜某和邓某，开了2辆
车前往邹区镇常泰高速入口处，客户开车紧跟其后。停车后，
徐某坐到客户车上跟王某商谈交车细节，王某同行一男子
“心急”，向徐某要钥匙试车，谨慎的徐某说付完款才能给钥
匙试车。没多久，他突然听到姜某发出一声惨叫，徐某回头看
时，被王某同行的另一男子喷了一脸辣椒水，此时，他才意识
到情况不妙，挣扎着打开车门向外跑。但又有几名男子从路
边树丛窜出，手持棒球棍，朝徐某腿部、手臂和头部疯狂打
去，直到他倒在地上。但即使受到重击，徐某也一直紧紧抓着
车钥匙不放。期间，有人抢走了他的iPhone手机，聪明的徐
某一直高喊：“你们继续打吧，反正我们报警了，警察马上就
来！”对方见其死也不交出钥匙，便驾车离开。等歹徒走后，徐
某等人艰难地走到车旁，发现奔驰车上的行驶证、保险单以
及合同均被抢走，另一辆别克车轮胎被扎破。

徐某报警后，民警根据线索，很快将涉嫌抢劫的王某等
5人抓获。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王某策划这起劫案，竟是为
了以牙还牙。原来，王某曾买一辆手续不全的车却被他人抢
走，最终只好不了了之，他对此一直愤愤不平，预谋着从别
处抢一辆车弥补损失。跟几个朋友说了这个想法后，他们也
都愿意助力王某抢车，王某答应抢到车卖掉后分给他们好
处。没想到，王某精心策划后再下手抢劫，因为一把车钥匙，
5人全军覆没。 #华岗13813585755!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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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口上医院
专门骗司机
本报讯 男子黄某谎称要去医院，

找司机送自己，然后找各种理由向司机
借钱，之后就没了人影。日前，局前街派
出所抓获了专门诈骗司机的黄某，他已
陆续实施20多起诈骗，涉案金额共计
逾5000元。

在新北区孟河镇跑个体运输生意的
王海是本案的受害人之一。据王海回忆，
3月5日一早，黄某找到他，称想搭他的
车到市二院去接父亲。“他说出租车很难
打，到时候贴我点油费，我就答应了。到
了医院，他让我停在转弯口，自己进去接
人。”10多分钟后，黄某从医院出来，告
诉王海，自己在医院结账还欠了500块
钱，希望王海能借钱给他急用，并承诺到
家之后就把这笔钱连同车费一起付给王
海。谁知，黄某拿到钱再次折回医院后，
就再没了人影。

办案民警介绍，黄某作案的套路十
分类似：先把受害人骗到医院，然后找各
种理由借到钱后，一走了之。“黄某利用
的其实就是这些司机的信任。这些受害
人与黄某尽管不认识，但因为住在临近
的村子，感觉有点‘面熟’。黄某开口借
钱，受害人也不会多想。因为每次诈骗的
金额都不大，黄某抱着侥幸心理，以为司
机不至于报警。”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
审理中。 (吴同品 孙渊$

勒死妻子
藏尸阳台

聚少离多，常为琐事争吵

本报讯 今年3月的一天，溧阳人
王某因琐事与妻子发生口角，竟将妻子
杀死，次日投案自首。近日，涉嫌故意杀
人罪的王某被溧阳市检察院依法批捕。

王某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回家三四
次，夫妻聚少离多，难免心生隔阂。2人
结婚是租的婚房，李某认为公公婆婆没
把他们放在心上，对此一直心生芥蒂。前
两年，公公婆婆的房子拆迁，按政策王某
也能分到房子，但公公婆婆选安置房时
并没有通知王某，为此，李某常在王某面
前嘀咕，夫妻俩经常为这件事闹矛盾。

今年3月的一天，王某吃过午饭在
房间玩电脑，李某见他无所事事，自己却
忙得不可开交，就骂了丈夫几句。王某没
有理睬。晚饭过后，李某去给上高中的女
儿送晚饭，到家已7点多了，丈夫却还在
上网。李某来火了，2人你一句我一句，吵
得不可开交。王某情绪失控，抡起巴掌就
朝妻子挥去，李某还以颜色，把丈夫的脸、
嘴都抠破了。王某掐住李某的脖子，直至
其摇晃着瘫坐在地。王某还是不解气，拿
起电水壶上的电线勒在了妻子脖子上，直
至对方躺倒不动才罢手。想起以往种种妻
子强势，王某竟把拖线板加工成电击器，
通电后朝妻子的脖子、肚子一阵电击……

慢慢地，王某缓过神来，意识到妻子
被自己杀了。这时，女儿也快下晚自习
了，他不能让女儿看到这一幕，于是把妻
子藏在了堆放杂物的阳台上。第二天一
大早，女儿上学后，王某拿了件衣服给妻
子穿上，抱着尸体哭了很久，鼓起勇气到
公安局投案自首。 (童华岗 张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