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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一个儿子，你还
有26个子女”》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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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3次失而复得，她恋上“好人之城”
这个在长沙县打拼的广西妹子决心扎根于此：虽然背井离乡，但在这里收获了感动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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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6日讯 长沙县男子
蒋忠患重病去世，26名昔日同窗主
动站了出来，承担起赡养蒋忠父母
的责任（详见本报2019年11月26
日A07版）。 同学们的善举经本报
报道后， 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
大家盛赞长沙县的好故事、 正能
量。今日，三湘都市报记者从蒋忠
的同学杨健处获悉，蒋忠的双亲近
日相继离世，26个同学以“子女”的
身份沉痛哀悼。

杨健是蒋忠的小学及初中同
学，也是为蒋忠双亲筹集“爱心养
老钱”活动的发起人之一。

2018年4月，蒋忠患上黑色素
瘤，高昂的治疗费用，让这个普通
的农村家庭不堪重负。同时，蒋忠
的父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母亲中
风偏瘫多年，还有个10岁的儿子。
家中的顶梁柱蒋忠病倒后，这个家
也就塌了， 蒋忠不愿继续接受治
疗，增加家庭负担。

蒋忠的几位同学商量后，决定
发动大家捐款，前后捐了十余万元
帮助昔日同窗。然而，蒋忠最终还
是没能战胜病魔，于2019年7月离
开了人世。

“蒋忠去世前曾告诉我们，他
最不放心的， 就是自己的父母。同
学们商量决定，代替蒋忠来尽孝。”
蒋忠去世后，同学李迎在同学微信
群里发起倡议，为蒋忠年迈的父母
定期筹集“养老金”，得到了微信群
内另外25位同学的响应。从去年9
月份开始，这个名为“与爱同行”的
微信群里 ，26位成员每月筹措
2000元，用于蒋忠父母养老。此外，
热心的同学们还帮助蒋家搞起了
养殖，帮孩子申请了助学金。

“我们的帮扶还是起到了一定
的作用，帮助家里解决了一些实际
困难。大伙意见一致，要给两位老
人家养老送终。”杨健说，今年6月
25日他们突然接到蒋母离世消息。
7月12日，84岁的蒋父蒋云祥也离
开了。26个“子女”都第一时间赶往
蒋家，为两位老人送终，“我们都是
二老的‘子女’， 要兑现之前的承
诺。” ■记者 杨洁规

本报7月16日讯 10岁孩子飞
奔过马路，瞬间被卷入转弯的公交
车车底；19岁哥哥无证骑摩托车载
着14岁弟弟闯红灯，兄弟俩被小车
撞倒……(扫报眉二维码看现场视
频)今天上午，省交警总队公布了
近日发生的两起涉及学生的交通
事故，万幸的是，这两起事故中的
孩子伤势不重。

民警提醒，暑假来临，家长一
定要重视孩子的出行安全，加强对
孩子的看管和教育，从小树立起安
全意识。

孩子卷入车底，众人抬车救人

7月8日下午2点多， 郴州南岭
大道与惠泽路交会路口，一名穿着
校服的小学生跑着通过斑马线，左
侧一台公交车正在右转弯，孩子避
让不及被卷入车底。

现场监控视频显示，公交车驾
驶员立马停车趴在地上查看， 发现
孩子在车底后马上呼喊求助。 一时
间，几十名热心市民围过来，有公交
车上的乘客、带孩子散步的路人、路
边等餐的外卖小哥。 还有人不断呼
喊，招手喊更多人过来。

“好多人都来了， 大伙把公交
车抬起，将孩子拖了出来。”热心市
民龙先生说，现场有人抬车，有人
自发维持交通秩序，提醒过往车辆
和行人注意。

被救出来的孩子被扶到了路
边坐着， 手脚和脸上都有擦伤。有
好心路人上前询问，孩子能意识清
醒地回答。

交警与120急救车很快赶到，
孩子被送往医院，经诊断全身多处

表皮擦伤，并无大碍。
郴州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

事故中队民警邓涛说，受伤小孩年
仅10岁， 是附近某小学三年级学
生，“当时正赶着上学，跑着经过斑
马线时以为公交车已经停下，全部
注意力都放在观察右方来车上。公
交车司机则因为视觉盲区的原因，
在通过路口右转弯时，没观察到奔
跑过来的小孩， 最终导致事故发
生。”

“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 是公
交车驾驶人曹某未按照操作规范
安全驾驶、文明驾驶。”邓涛说，据
此，民警认定公交车司机曹某负此
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骑摩托搭载弟弟
无证还闯红灯

另一起事故中，19岁的哥哥骑
着摩托车搭载14岁的弟弟，跟一辆
小车撞上。7月13日下午3点多，这
一幕发生在常德津市刘公桥路与
九澧大道交叉路口。 万幸的是，只
有14岁的弟弟腿部和手部有擦伤，
经治疗后当天即出院，已无大碍。

经查，19岁的哥哥王某并未取
得驾驶证，属于无证驾驶。当天他
带着放假在家的弟弟出去修手机，
结果闯红灯酿成事故。依据《道路
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王某因
无证驾驶、不按交通指示信号灯通
行以及驾驶摩托车未按规定佩戴
安全头盔等三项交通违法行为，面
临合并处罚款750元，15日以下行
政拘留的处罚。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封跃林 侯慧英 刘一力

“我一个人带着娃还要
管理宾馆，平日里其实很少
出门。偏偏那么巧，这手机
老是丢。” 欧秋妹告诉三湘
都市报记者， 她老家在广
西，两年前跟随丈夫带着刚
满1岁的女儿从广东东莞来
到长沙县。夫妻俩盘下了一
间宾馆做生意，生意刚有起
色，丈夫却因公务不得不返
回广东。

9层楼的宾馆独自经
营， 嗷嗷待哺的孩子要照
顾， 身体不好的公公要赡
养， 担子都压在欧秋妹身
上。身处异乡，生活压力将
她压得喘不过气。 原本已
经和丈夫商量好了， 最多
待一年就回广东，可连续经
历了几次手机丢失的“风
波”后，欧秋妹改变了主意。
13日晚，她有感而发，在沉
寂了近两个月的微信朋友
圈发布状态：“感谢游乐场

游玩的孩子，感谢公园里的
老爷爷，感谢路过的公交车
司机。因为你们，城市有了
温度。”

“‘厚德星沙 好人之城’
听说了很多次， 手机3次失
而复得，让我真正感受到这
个城市的美好与魅力。和家
人商量后，我们决定扎根在
此，也贡献出自己的一点光
和热。”欧秋妹说，两年多的
离乡背井，孤单与无助在所
难免。 收获了感动与温暖
后，自己愿意全身心融入这
座城市，成为她的一部分。

一个好人带动一群人，
一群好人温暖一座城。近年
来，长沙县高度重视榜样引
领，发出“建设厚德星沙·
打造好人之城”的号召，身
边的先进典型和道德模范
越来越多，也让更多的“欧
秋妹” 们感受到这座城市
的温暖。

同窗父母相继离世
26名“子女”赶来送终

小学生被卷入公交车底
热心路人合力抬车相救
万幸孩子伤势不重 提醒：暑假了，请看好孩子

“我一定要爆料感谢701路公交车司机曾
风波师傅，他在我身后‘疯狂’按喇叭，不仅帮我
找回手机， 也唤起了我扎根‘好人之城’ 的决
心。”7月16日， 来自广西的90后妈妈欧秋妹向
三湘都市报反映，3个月来， 粗心的她在长沙县
连丢了3次手机。幸运的是，每一次都能遇到热
心人，手机总是失而复得。

原本处在情绪低潮的她感受到了这个城市
的温暖，决心定居长沙县，把自己感受到的温暖
在这个城市延续下去。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殷宇璐 通讯员 吴婉沁

7月13日上午11点半
左右，在星沙骑电动车回家
的欧秋妹， 被身后的701路
公交车“逼停”。“姑娘，快看
看，你手机是不是掉了？”司
机大声喊话。欧秋妹翻遍全
身，发现手机果然丢了。

原来，她经过东四路一
处坑洼路面时，手机从电动
车储物篮里掉落。这一幕恰
好被身后的701路公交司机
曾风波看见，这才有了“逼
停”的一幕。物归原主，公交
司机曾风波回身发车准备
驶离。欧秋妹追上来连声道
谢， 表示要加个微信好友，
发个红包表示感谢。

曾风波连连摆手：“你
这个妹子有意思，捡了手机
还给你天经地义，还发么子
红包！” 粗心的欧秋妹不好
意思地摸了摸头， 短短3个

月类似的画面已经是第3次
上演。

两个月前，欧秋妹带孩
子在星沙生态公园玩耍时
不慎丢失手机，“当我发觉
丢了手机，一位摆地摊的阿
姨主动借给我电话。拨通我
的电话才知道，在公园散步
的一位七旬大爷捡到了手
机。 老人家不太会用手机，
一直站在原地等我。看到老
人一头白发，我特别不好意
思。”

4月的一个下午， 欧秋
妹带着孩子在保利香槟国
际广场2楼的游乐园游玩，
欧秋妹忙着照顾孩子，手机
从口袋滑出也毫无察觉。5
岁的小男孩捡到手机交给
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挨个询
问在场顾客， 花了几个小
时，终于找到欧秋妹。

好人很多，3次丢手机都失而复得

感受温暖，本想离开的她愿扎根“好人之城”

决定

7月8日下午，郴州南岭大道与惠泽路交会路口，众人合力抬起公交
车，救出卷入车底的孩子。（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