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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热 线 86633355 老
伴要去市一院做理疗，公交车
要转车、独生女工作忙没空
送，76岁的吕女士想到了爱心
出租车，打进常州晚报热线求
助，得到了常州巴士出租车公
司雷锋车队孙建秋队长的响
应（晚报 7 月 13 日报道）。9 月
19日上午，吕女士再次打进晚
报热线，说由于治疗需要，原
定的半个月“延期”成了两个
半月，直到上周五（9 月 15 日）
才结束，但是孙建秋没有二
话，一直就送了两个半月，这
让他们一想起来，心里就暖暖
的。

76岁吕女士的求助
得到孙建秋积极响应

7 月初的一天中午，吕女
士打进晚报热线电话求助。
原来她和老伴都是原常州酿
酒总厂的退休职工，都 76 岁
了。由于老伴脊椎开刀，需要
到一院针灸康复科做理疗。
可老伴开刀后行动不便，从他
们所住的锦锈南苑小区到一
院，又没有直达公交车，给他
们外出就医造成了不小的麻
烦。而他们的独生女在新北
区魏村一家化工厂上班，每天
一大早出门，实在没空接送。

吕女士希望能够预约一
辆爱心出租车，最好能有住在
红菱桥周边的爱心出租车师
傅，可以每天早上 7 点多将他
们送到一院，中午12点左右做
完理疗后再送他们回来。

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常
州晚报出租车爱心联盟”成
员、常州巴士出租车公司，得
到了积极回应，随后“雷锋车
队”便将这个任务接下了。

半个月“延期”到两个半月
的姐全程接送

从 7 月 10 日开始，孙建秋
就成了老两口的“御用司机”，

每周的一三五上午 7 点多钟，
不论刮风下雨，她都会提前半
个小时左右，赶到老两口所住
的居民楼下，耐心等待。

每次看到老两口从楼上
下来，孙建秋都会热情地打招
呼，让他们定定心心坐上车。
每次老两口也都会跟孙建秋
打招呼，先道谢，再把最近的
治疗情况说一下。

孙建秋说，这个接送任务
其实让她感到比较难办。“这
样的话，我一早出车之后，都
不敢接其他的生意，怕万一赶
不及，所以都是把吕女士作为
第一批客人。而把他们送到
医院后，正好是早高峰时段，
经常会被堵在路上。这样真
正能够自己开始做生意，要等
到 10 点钟左右了。不过，既
然我是爱心出租车，又接下了
这个任务，我就必须保质保量
地完成好。”

在接送过程中，孙建秋发
现吕女士的老伴由于病痛，经
常会有一些比较消极或是极
端的想法，有时还会冒出一两
句骂人的粗话。吕女士有时
也会感到难过，甚至还会流下
眼泪。这时孙建秋就会帮着
吕女士劝她老伴：不要怨这怨
那，想些有的没的，有这时间
不如开开心心地把身体养好，
一家人快快乐乐地生活⋯⋯
这样多次唠下来，说得老两口
都笑了。

很快约好的 15 天治疗结
束了，根据医生的建议，最好
是继续治疗。吕女士抱着试
试看的想法和孙建秋商量，问
还能否继续送，孙建秋二话没
说：当然没问题。于是，任务
被一再延期：从两周到一个
月，从一个月到两个月，直到
9 月 15 日 最 后 一 次 治 疗 结
束，老两口表示不用再继续
了。

在整个接送过程中，虽然
几乎都是孙建秋去接送，前后
共计 25 次，但是队员们发现

接送时间比较长，都想着能否
帮忙分担一下，不要集中在一
个人的身上，于是在孙建秋临
时有事赶不过来的时候，队员
邓益群帮着送了 5 次，队员万
玉勤帮着送了1次。

孙建秋还承诺，如果老两
口今后有出行方面的需要，可
以随时打电话给她预约，她肯
定会来帮忙的。

感谢爱心出租车
弘扬了社会正能量

“晚报吗？我姓吕，真的
很感谢你们组织的常州晚报
出租车爱心联盟的‘温暖常州
路’活动，也感谢你们推荐的
常州巴士出租车公司雷锋车
队的孙建秋队长，为我们提供
了温暖的接送服务。”

在热线电话中，吕女士不
停地说着孙建秋的好：我们是
个老小区，车子开进来调头出
去很困难，她每次都提早赶
来，调好头停在楼下等我们；
有几次下大雨，我以为可能她
会晚到，谁知一打电话，她已
经在楼下等了；有几次是不认
识的师傅来的，态度是一样的
热情，服务是一样的周到。

吕女士说，她和老伴看到
过不少的社会负面情况，曾经
也一度感到气愤和不满，但是
随着孙建秋和队员们这两个
半月的接送，他们发现社会正
能量依旧满满的，人与人之间
的关爱和帮助还是无私的，这
让他们又充满了信心。

“孙建秋和这些队员们无
愧于雷锋车队的称号，从素不
相识到成为忘年交，我们非常
感谢他们的无私付出。”吕女
士说。 舒翼 13961423336

老两口给常州晚报热线打电话，表扬了这位爱心的姐

先是连续半个月，后来的2个月是每周一三五早上

孙建秋成了76岁老夫妻看病的“专车司机”（头，城事·，挂温暖常州路）

本报热线 86633355 看到有
乘客带着汽油上公交，公交车驾驶
员蒋波立刻靠边停车、疏散乘客
后，关闭车门并报警。永红派出所
民警赶到将该乘客控制，后得知他
带汽油上车是为给自己的摩托车
加油。目前，钟楼警方正准备为蒋
波申报见义勇为。

9 月 18 日晚上 7 点，蒋波驾驶
25 路公交车，由白云公交站开往
红梅新村。在花园西村站停靠时，
车上上来一名乘客，手里拿着红色
塑料袋。

车子行驶到白云路左转进入
怀德南路时，突然有一名中年男乘
客走到驾驶室旁，对蒋波说有一个
人可能带了汽油。蒋波立刻靠边停
车，跟着中年男子来到车后，发现
他说的就是拎红色塑料袋上车的
那人。

蒋波打开红色塑料袋，发现里
面有一个白色油桶，里面装了半桶
油。“我打开盖子，闻到一股浓烈的
汽油味。”蒋波立刻问对方，为什么
要把汽油带上车，对方支支吾吾地
说是用来给自己的摩托车加油的，

“我赶紧让其他乘客下车，然后关
闭车门并报警。”

见此情况，男子哀求蒋波，希望
他打开车门放自己走，汽油可以送
给蒋波。但蒋波不为所动，坚持等民
警赶到，“我没法判断他到底要干
啥，所以无论如何不能放他走。”

很快，永红派出所民警到达现
场，控制住这名男子。经查，男子姓
张，40 岁，暂住江阴市。当天，张某
开摩托车到兰陵，车子没油了。兰
陵一家加油站员工，看到车子没有
牌照表示不提供汽油。张某就坐公

交车到花园公交车站，找到一个开
摩托车的男子，向他买了15元的汽
油。随后，张某在花园公交中心站
坐25路公交车，准备回去给自己摩
托车加油，不想在车上被发现。

昨天，张某涉嫌非法携带危险
物品被警方行政拘留 10 天，售卖
汽油的男子也因为非法买卖危险
物品被拘留。市公安局公交分局民
警提醒，公交乘客如果看到周围有
人行迹诡秘，携带异常物品，应当
主动询问其物品名称和用途。如果
发现刺激性气味，应赶紧告知驾驶
员，让其赶紧停车。

“这次蒋师傅还有提醒他的那
名乘客，做法都是正确的。我们还
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把汽油这类
危险物品带上公交车，否则将受到
严厉处罚。”民警说。

（高仲英 姜阳 汪磊 文摄）

被同车乘客“举报”，司机关车门报了警
这名男子被拘留，卖给他汽油的也被拘留

为给摩托加油，他带了半桶汽油上公交

本报讯 一般情况下，欠钱的和
要债的总是“水火不容”。但溧阳法
院在一起执行案中，债主看到债务
人生活困难后，主动免除部分债务。

两年前，溧阳人赵某承包了一
个小工程，他雇了水电工老吴，双
方约定的工资是每天 200 元。工程
结束后，经结算，赵某应付给老吴
的工钱是 4400 元。当时赵某手头
紧，这笔钱一直欠着。2016 年春节
前，赵某还是没钱，就给老吴写了
一张欠条，约定这 4400 元工钱分
12 个月付清。但欠条出具后，赵某
却分文未付。

到了 2017 年春节前，老吴起
诉到溧阳法院。法院经审理后作出
判决，判令赵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天之内向老吴支付4400元。

判决生效后，赵某依旧没付
钱，老吴就申请依法执行。案件进
入执行程序后，法院冻结了赵某银

行存款 2000 多元，就再也没有发
现赵某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冻结账户不久，赵某的母亲谢
某就来到法院，称赵某患有脑出血，
躺在床上，不能干活，需要人照顾。
孙子在读大学，儿媳妇十几年前就
与赵某离婚了，平时家里靠着低保
和打点零工生活，生活十分困难。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承办法官
立即跟老吴联系，并带着老吴到赵
某租住的别桥一处地下车库核实
上述谢某反映的情况。一到住地，
见赵某躺在床上，窗前摆着拐杖和
各种药物，生活条件极其简陋，家
里一贫如洗。

老吴见状后表示体谅赵某的
难处，法院已冻结的 2000 多元给
了他就算了，其余的就不再请求法
院执行了，并申请解除对赵某已采
取的执行措施。

（韦学磊 殷益峰13584381326）

债务人生活困难 债权人停止追债

先是连续半个月，后来的2个月是每周一三五早上

孙建秋成了76岁老夫妻看病的“专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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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生活困难 债权人停止追债

为给摩托加油，他带了半桶汽油上公交
被同车乘客“举报”，司机关车门报了警
这名男子被拘留，卖给他汽油的也被拘留

吕女士和老伴坐上孙建秋的爱心出租车

张某带上公交车的半桶汽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