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市公共客运管理局副
局长周运秋表示， 由于天色过
晚或司机的视野问题， 公交车
有时停靠站时， 确实有可能存
在无法看到乘客追赶公交的情
况，这需要市民的理解。老人拔
钥匙逼停公交的做法过激，影
响了其他乘客的出行， 司机并
没有送老人回家的义务和责
任，出于安全考虑这么做，也是
互相体谅的结果。（市民郑先生
提供线索，奖励30元）

… 部门回应

4月13日晚，长沙701路公
交车司机夏畅云和往常一样，
准时从起点站星沙松雅小区出
发。

正逢周末，乘客很多，车厢
里站了不少人。 晚7点18分，公
交车开至广电中心一站时，车
上忽然一阵骚动，有乘客大喊，
“有人晕倒了， 快送医院，打
120”。车上倒数第二排座位上，
一名乘客忽然从座位上侧倒瘫
在了地上，周围乘客见状，赶紧
上前将其扶起。

车上的监控清晰地记录下
这起突发事件。

听到乘客的呼喊， 夏畅云
心里一紧， 停车到后边看了一
番后，决定将老人先送去医院。
医院很近，也顺路，4分钟后，夏
畅云将车稳稳地停在了医院门
口，下车奔向医院求助。

7点24分， 医生上车施救，
老人慢慢醒过来。这期间，车上
的20多名乘客对此都很支持，
一直在车内耐心等候。

7点32分， 后面的701路公
交车经过，夏畅云拦下车，将乘
客转乘。

“清醒过来的老人说他有

癫痫病， 没想到会在公交车上
突然发病，但却坚持不肯住院，
我用老人的手机给他家人打电
话，但他们都在外地，老人暂时
一个人在长沙住。” 夏畅云说，
当时老人看上去还很虚弱，坚
持要回家，“我怕他出事， 他家
也不远， 所以决定开车送他回
家。” 晚上9点， 夏畅云将老人
送到了小区楼下才放心离去。

老人发病晕倒，司机紧急送医

公交车站前，车刚停稳，一
辆的士就停在了车前， 一位老
人下车后匆匆追上公交车。但
老人上车后不是投币或找座
位，而是一把拔走了车钥匙。这
是4月12日晚上11点40分发生
在长沙7路公交车上的一幕。

“事情的缘由，是老人没赶
上公交，认为是遭遇了拒载，于
是打的6公里来追公交车。”7路
公交指挥室的工作人员说。

通过监控录像，记者看到，
老人上车后， 边取走车钥匙边
喊道：“要你不停车！”见司机一
脸茫然， 老人又补充道：“我在
雨花亭北公交站等车， 你下完
客就开走了，我喊都喊不应，你
这是拒载。”

司机陈师傅表示， 在停靠
站时，乘客都陆续上了车，他一
直等到前面的公交车都开走
后，才关上车门开走，并没有看
到老人。

“老人对司机的解释并不
满意，情绪激动，我们试图劝说
老人，但老人口气很不好，还与

我们发生了口角， 只差没打起
来，只好报了警。”乘客杨先生
说，公交车为此滞留了半小时，
不少乘客着急回家， 不得不下
车离开。

之后， 洞井派出所民警赶
到现场，经过调解，老人才平静
下来，考虑到时间已经很晚，陈
师傅开着公交车将老人送回了
家。

赞：老人发病，公交司机紧急送医
囧：拦车未停，老人打的追停公交
小小车厢故事多：多一些体谅，少一些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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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种从被誉为“植物伟哥”的新型
男性健康品———爱力，在长沙市受到追捧。生
产厂家举办的万人免费体验活动， 更是激发
起男性朋友们的巨大热情！

“都说很好使，领一份试试看！”
“真的很神奇！老婆非常满意！”
“用这个我放心！纯植物、无添加、没有任

何副作用， 服用后连脸红心跳的不适感也没
有！是真正的植物伟哥！”

爱力主要作用：1、助勃。通过活化男
性器官微血管，帮助勃起，解决阳痿、早泄、
勃起不坚、疲软无力、尺寸短小等男人“根
本”问题。2、延时。让男人在两性生活时体力
精力充沛，气血充足，达到快慢自如、随心所
欲，快乐非同一般！3、二次发育。按疗程调理
后， 大部分男人的性中枢神经密度会增加

8%～10%，性器官的微血管活性会增加40%。
一旦你的性中枢神经密度增加， 面积扩大，
这就意味着你的男性能力将和那些天生的
猛男一样强大。

今年四十多岁的张局，地位有了，可身体
也在长期的应酬中掏空了！ 夫妻生活有心无
力！有知趣的下属悄悄塞给他几盒爱力。服用
当晚，萎靡不振的现象一扫而光！服用一个周
期后，张局变得跟小伙子一样精神，整天活力
十足，就连鬓角的白发也开始转黑，中医说这
是肾气充足的表现， 看来爱力补肾的效果不
是一般地好哇！

现在，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免费索
取价值99元的爱力体验装一份：

1、拨打男性健康热线4000227597
2、编辑短信发送至13618638617

前列腺新药问世
打个电话即领取价值72元初效装

最新消息 近日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前
列腺学术研讨会上， 由中国医学科学院数十
位泌尿专家历经十年研发的前列腺新药【康
舒胶囊】，通过与会的50多位国内外男性健康
专家的严格审评， 被一致推荐为男科前列腺
一线用药。

急性时没重视，拖成了慢性的，病情反复
发作， 工作耽误了， 生活各个方面都受到影
响，自尊心倍受打击！服用康舒才几天，小便
通畅了，腰酸、乏力、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
逐渐消失，尿液不再发黄。服用两个周期后，

精神焕发，看上去就跟小伙子一样！两人世界
和谐畅美，让我自信十足！

适用范围：急慢性前列腺炎、前列腺增
生、前列腺肥大；肾阳不足引起的阳痿、早泄、
勃起无力、腰膝酸软、阴囊坠痛、阴囊潮湿、阴
囊湿冷发痒等症。

大型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 您可以通
过以下两种方式领取价值72元的康舒胶囊初
效装一份：

1、拨打男性健康热线4000127597
2、编辑短信发送至13628673117

给男人激情，让女人享受

“植物伟哥”免费体验
打个电话即领取价值99元体验装

两天时间内，在长沙市区，作为公共客运的公交车上，发生了两起司机专门送乘客
回家的事件。一起是一位老人在车上发病晕倒，司机紧急送医救治；另一起是一位老人
没及时赶上公交车，气得乘坐出租车直追6公里“拦截”公交车。

公交车是一个城市的窗口，小小的车厢每天都在上演着不同的故事，或温馨、或揪
心、或愤怒……众人仗义相救遇险乘客、司机拾金不昧，这些饱含正能量的故事普通但
温情，折射的是人性之美。反观车厢内打斗纠纷，导火索可能仅仅只是一点小摩擦，如
果当时双方能互相体谅，完全可以避免。

■记者 潘显璇 杨昱 张浩 实习生 刘储冰

恶狼般将老人扑倒，两
名中年男子对老人拳打脚
踢， 施暴过程长达两分钟。
这是4月11日下午发生在长
沙701路公交车上的一幕。

公交司机周胜林回
忆，4月11日下午5点多，当
时车厢里挤满了乘客，公
交车行驶到窑岭北时，车
厢内突然传来惊叫声。

周胜林马上靠边停
车， 车厢内两名中年男子
正对一名老人拳打脚踢。
一名男子死死地按住老人

的头部， 扯住老人的衣领
欲强行将他拖下车， 被周
胜林和其他乘客制止。直
到大家拨打电话报警后，
中年男子才趁机逃离。

监控显示，5点06分，一
个急刹车过后，公交车后门
过道上，老人与身边的一名
男子碰撞在一起，男子朝着
老人胸口就是一拳，老人反
过身将男子推开，不料男子
暴跳如雷，挥拳相向，同行
男子也帮忙殴打老人。目
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急刹车蹭了一下
老人遭两男子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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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细心的司机
大哥， 我的钱包失而复
得。”13日下午， 长沙方先
生在乘坐703路公交车时，
不慎将钱包丢在了车上，
正好被司机谭敏捡到，并
及时归还给了他。

13日下午2点多， 谭敏
将车驶回站后，例行检查车
厢，发现了被遗忘在座位上
的黑色钱包。谭敏第一时间
通知车队队长，并当着大伙

的面打开钱包，里面竟是一
叠百元钞票。数了数，整整
4000元。除此之外，还有身
份证和几张银行卡。

正当大伙准备报警时，
失主方先生气喘吁吁地跑
进了调度室，“我在南站搭
的车， 路上睡着了，20分钟
前下车后才意识到钱包不
见了，感谢司机师傅拾金不
昧。”（市民郑先生提供线
索，奖励30元）

镜头
①

20分钟不到
落在公交上的4000元回来了

B
面

A
面

较真老人打的6公里追停公交

“司机上岗前都接受过培
训，人命大于天，碰到乘客突
发疾病、 受伤等特殊情况，救
人摆在第一位。”701路公交车
的姚队长说，夏畅云也及时让
其他乘客转乘后面的公交车，
没有对他们造成多大影响。

“开公交车送乘客回家的
情况很少，乘客一般会由医院
照顾，亲属也会赶来，但这位
老人家情况特殊，司机出于好
心，这才将他亲自送回家。”姚
队长说。（市民彭女士提供线
索，奖励30元）

… 部门回应

一个急刹车撞了一下，老人遭两男子暴打。

公交车司机夏畅云将发病老人送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