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15日讯“橘子洲
大桥有人要跳桥！” 昨日上午，
一位年轻人在雨中爬上长沙橘
子洲大桥的栏杆，双脚悬空，摇
摇欲坠。 长沙岳麓交警三位辅
警一把抱住了他，他崩溃大哭：
我没往家里给过一分钱， 一次
一次让我妈失望……

14日上午10时5分， 岳麓
交警大队分控中心接到110指
令， 橘子洲大桥西南侧护栏上
有一年轻人准备跳桥， 立即前
往处置。

正在支桥口岗亭的六中队
辅警陈普、 曾伟强和吴聪第一
时间赶到事发现场。阴雨绵绵，
为了赶时间3人边穿雨衣边撒
开腿往现场跑。

一名20岁出头的小伙面
朝江面、 双脚悬空坐在大桥的
水泥护栏上，身体微微摇晃着，
随时都有可能坠落江面。 紧急
时刻，3名辅警通过眼神交流，
迅速默契地进行了分工。 吴聪
首先喊话， 放缓速度慢慢靠近
小伙， 一边用语言安抚分散注
意力。陈普从一侧加快靠近，趁
小伙不注意突然从背面抱住
他，并迅速拖拽下来。此时小伙
情绪激动， 试图挣脱控制再次
爬上护栏。 曾伟强和陈普死死
地把他夹在中间，以防挣脱。

眼见挣脱无望， 小伙崩溃
大哭，在3人的安抚与劝说下，
小伙说出了心中的烦恼。 小伙
姓周，今年刚刚24岁，从湘乡
到长沙打工， 一直没找到合适
的工作， 身上带出来的钱也用
完了，一时想不开就打算轻生。

“谁没有过低谷呢，你这么
年轻，想过父母没有？我有两个
孩子， 我们做父母的只希望孩
子平安健康……” 陈普开导小
周说：“有什么困难咬咬牙挺一
挺就过去了，钱没有可以赚，可
是生命只有一次”。

小周的情绪慢慢冷静下
来，派出所民警、消防救援人员
陆续赶到。 一名消防救援人员
跳下消防车，拍拍小周的肩膀，
“兄弟，没事，想开点，再大的困
难也没命重要。”橘子洲派出所
民警则为雨中的小周撑起了
伞， 轻轻搂住小周的胳膊：“没
事， 没事， 我们去派出所慢慢
说。男子汉大丈夫，没有过不去
的坎。”

经民警开导， 小周情绪稳
定下来， 民警联系上了他的家
人。“谢谢你们救了我弟弟，救
了我们家。”当天下午，小周的
姐姐从老家赶过来， 把他接回
家。

■记者 虢灿 视频剪辑 虢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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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掌汉”抡锤砸窗，用腿救起落水司机
在2米多深鱼塘上演义举，潘平洋获“正能量特别奖” 另一位无名救人英雄，我们也在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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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岁的潘平洋是株洲市天
元区雷打石镇人，因为村里有人
去世， 当天一大早就赶去帮忙，
突然听到有人喊“有车冲进塘里
了，快来救人！”水塘不远，潘平
洋很快就赶到了现场，当时路边
已经围拢不少人，有村民在岸边
查看情况，因不谙水性，打完急
救电话后只能干着急。

此刻，面包车漂在水塘中央，
距离岸边有10余米， 车顶几乎被
淹没，车子下沉得很快。见状，潘
平洋想都没想， 迅速将外衣外裤
脱下， 拿着村民递过来的铁锤就
跳进水塘，往面包车的位置游去。

“从小住在湘江边，识水性，
还是有点把握的。” 奈何面包车
冲到了水塘正中间， 光游过去，
潘平洋就耗费了不少力气。游到
面包车旁，潘平洋用力抡起铁锤
砸了两三次， 将驾驶位车窗敲
碎，“水里看不清，漆黑的，只能
伸手进去搂，没搂到人。”

见车辆前方没人，潘平洋没
有放弃，立马调转目标往车后摸

索，敲开后窗玻璃后，把脚伸进
去“踢人”，“左手残疾不方便，只
能右手攀着车顶， 用脚去踢，结
果踢到一个人。”

潘平洋感觉到有人猛地抱
住了自己的脚，立即憋着气往回
收腿， 把对方从车里拖了出来。
“我当时还问了他车里有没有其
他人，他说没有，我就放心了。如
果还有人，我自己都不知道能不
能撑下去。”潘平洋苦笑着说。

潘平洋左手洑水，右手拖着
司机浮出了水面，两个人伸着头
不停地呼吸。“让他呼吸空气，当
时他脸色惨白， 如果晚一两分
钟，真会没命。”

就在潘平洋感觉体力不支时，
另一名过路车主见状跳入水塘，游
过去帮忙，接过被救司机拖上岸。

在其他热心市民的帮助下，
3人都安全上了岸， 这场惊心动
魄的营救行动也落下帷幕。

被救司机一边喘着粗气，一
边下跪感谢两位救命恩人，附近
村民拿来干净衣服给他换上。

“平洋，你成名人了！”4月15日下午2点，三湘都市报
记者在株洲见到潘平洋时，打来问候的电话不断，亲朋好
友们纷纷为他的救人义举点赞。 潘平洋有些不好意思，连
连说“那个时候顾不了这么多，肯定救人要紧。”

当天上午8时左右， 株洲市滨江路雷打石镇霞石村路
段，一辆面包车因车速过快冲进鱼塘中，快速沉没。危急关
头，左手手掌残缺的潘平洋义无反顾地跳进2米多深水里，
在另一位村民的帮助下救起了落水司机。

经三湘都市报推荐，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决定联合三
湘都市报授予“独掌汉子”潘平洋及另一位不知名的村民
“天天正能量特别奖”， 并奖励两人各5000元正能量奖金
（扫报眉二维码看视频）。 ■记者 杨洁规 视频剪辑 何佳洁

一场意外突然发生，
两位热心人挺身下水救人。
左手残缺的他，
单臂抡锤砸窗，每一锤都坚

定有力，
每一下都饱含着对陌生人

安危的担忧。
“一条命就是一个家”、“不

能眼睁睁看着别人淹死”、“一只
手掌没了不影响我救人”……

朴实的话语，
伴随着热血义举，
在这个春日的早晨，
奏响正能量的最强音。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决定联合三湘都市报，
用一万元正能量特别奖励
点赞致敬“独掌”英雄潘平洋，
同时寻找另一位未留名的

好心人
世事无常，
心存勇气和善意，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他人生

命里的守护神，
在某个时刻绽放耀眼的光

芒。

4月15日，三湘都市报联合阿
里巴巴天天正能量授予潘平洋及
另一位不知名的村民“天天正能
量特别奖”， 并奖励10000元正能
量奖金，每人各5000元。

“他不愿意留下姓名就离开
了！”霞石村支委组织委员、民兵
营长王建湘告诉记者， 他只打听
到另一位救人的英雄住在株洲市
渌口区古岳峰方向， 是一位三峡
移民，没有更多详细资料。

“衷心感谢他们， 是我们的救
命恩人！” 被救司机文先生说，等身
体恢复了，一定要登门感谢。得知另
一位“救命恩人”没有留下姓名时，
文先生说，“我希望能找到他……”

另一位救人的英雄， 我们都
希望找到你， 送达这份奖励和一
份敬意。 知情人可拨打三湘都市
报新闻热线0731-84326110。

被救司机文先生告诉记
者， 事发时他正驾车从株洲市
区回三门镇， 滨江路霞石村段
路幅不宽， 再加上有个弧度稍
大的弯道， 为避让对向来的电
动摩托车，慌乱之中，才误将油
门当刹车， 结果车辆冲进了水
塘。

车辆冲进水塘后，文先生试

着从车门、车窗逃生，但用尽办
法，都未能成功。而车辆往水塘
中央漂去，迅速下沉，车很快被
淹没在水下，“求救无望，那一刻
感觉必死无疑了。”

“两位救人者， 尤其是潘平
洋还是残疾人， 满满的正能量，
值得学习！” 处理该事故的罗警
官也对记者说。

将人救上岸后，潘平洋径直
回到家中。母亲见他只穿着一条
短裤，出声责备这么冷的天还敢
下河玩水，得知此举是为了救人
时，母亲不怒反笑，对潘平洋说，
“要得！做得好！”

换上衣服后， 因体力透支，
潘平洋倒头就睡下了，“太累了，
在沙发上睡着了。”到中午时分，
亲朋好友纷纷打来电话问候，才
将他吵醒。

交谈中，潘平洋一直将左手

藏在衣袖里。他告诉三湘都市报
记者， 年轻时因意外手被炸伤，
没有了手掌，被定为三级伤残。

“左手不便， 有没有想过下
水救人的后果？” 面对三湘都市
报记者的问题， 潘平洋笑着回
答，回家后，他也被女儿追问过，
心里也有过后怕。“一条命就是
一个家啊，不能眼睁睁看着别人
淹死！” 潘平洋说，“当时没考虑
手的问题，就想着救人……虽然
少了一只手掌，也要救人啊！”

对话 “当时没考虑手的问题，就想着救人”

现场 “独掌汉子”下水砸窗，手不够用脚救人

被救司机：“求救无望，那一刻感觉必死无疑了”

这一抱，挽救了一个家庭
长沙岳麓交警雨中救下跳桥轻生小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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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救人的英雄
我们希望找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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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株洲雷打石镇“独掌汉子”潘平洋向记者讲述救人经过。
记者 杨洁规 摄

4月14日，长沙橘子洲大桥，交警抱住要跳桥的小伙。（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