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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心市民在长沙橘子
洲大桥上捡到包后交到交警
岗亭。 当交警找到失主后，失
主连声道谢， 还请大家帮忙
找到捡到包的好心人。

11月24日晚， 失主向先
生终于和捡到他包的好心人
谭健取得联系， 当向先生要
拿钱向谭健表示感谢时却被
婉拒了， 随后两人加了微信，
“认识也是一种缘分， 以后就
多了一个朋友。”谭健说。

23日晚9点左右，长沙岳
麓交警六中队辅警瞿桂炎正
在橘子洲大桥上的岗亭内执
勤， 一名中年男子拎着个红
色书包进来， 说捡到一个书
包，寻了半天，没找到失主。

瞿桂炎请热心男子一起
打开书包， 看看里面的东西。
男子说：“我看了一下，都是些
书，还有个助听器，没有证件，
怕学生伢子着急，放你这里看
有人找过来没。” 书包里面的
书都是些课本和辅导书，两人

判断是位学生不小心落下的。
男子因有事急着要办便

走了。随后，瞿桂炎准备把包
放到一边，摸到书包的夹层鼓
鼓的，他打开一看，里面有一
个钱包，钱包里有身份证和驾
驶证。瞿桂炎把包交给中队长
陈坚，由于系统维护，当晚，警
务通无法查询到失主的联系
方式。24日一早，系统刚恢复，
陈坚马上联系上失主向先生。

“失主特别激动， 一晚上
没睡好， 听说包在我这里，说
马上要来。挂了电话十几分钟
就到了。”陈坚说。

向先生来了以后，陈坚提
醒他清点一下物品，没想到向
先生从钱包里掏出钱就要往
陈坚手里塞， 陈坚连声拒绝：
“为人民服务，应该的。并且这
包不是我们捡到的，你要谢的
是那位热心市民。”

向先生是一位老师，23
日晚骑电动车通过橘子洲大
桥时，包放在电动车上，没注

意掉了。“包里面有现金1700
元，钱丢了问题不大，但是包
里还有价值一万多元的助听器
和证件， 丢了损失惨重还很麻
烦。一晚上都没睡好，睡都睡不
着，没想到今天就找到了，太感
谢， 也非常谢谢捡到包的好心
人。”向先生说。

24日晚，记者从向先生处
了解到，几经周折，这位好心
的长沙市民找到了。 他叫谭
健，今年45岁。记者电话联系
上谭健， 他说：“很小的一件
事，我就想给家里两个孩子做
个榜样，告诉他们要做一个正
能量的人。”谭健介绍，他做物
流的，23日晚骑电动车去母亲
家里，在橘子洲大桥往河西方
向。当骑车到橘子洲引桥附近
时，发现路边有个书包，他在
原地等了一会，没发现有人来
找，于是他将这个包交给了在
岗亭执勤的交警。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

记者 虢灿

“有人在公交车上吐血晕
倒了，还在抽搐！”11月23日20
时20分许，正在湘西州团结广
场附近联勤武装巡逻的武警
湘西支队官兵， 突然接到报警
电话称，附近一辆公交车上，一
年轻男子吐血昏迷，脸色苍白，
轻微抽搐。 武警官兵和巡逻特
警立即奔往现场查看情况。

“二十来岁的男子倒在公
交车车厢中部，嘴边有一摊鲜
血， 四肢轻微抽搐， 意识模
糊。” 巡逻组组长李尚家告诉
记者，到达现场后，随队卫生
员林龙龙立即对该男子进行

急救， 清理他口腔中的异物，
以保持其气道畅通，并对外伤
进行初步处理。为防止停在路
边的公交车影响交通，造成二
次事故，巡逻官兵在四周维护
交通秩序，疏散围观群众。

同车乘客表示，已经拨打
了120急救电话，但是救护车
还在路上， 赶来需要时间。李
尚家立即想到，距离事发地点
约一公里有一家中医院，便决
定由警方车辆在前方开路，直
接让公交车开至中医院。2分
钟后，连闯两个红灯的公交车
刚在医院门口停稳，三四名武

警战士与特警人员立即跑下
车， 从医院搬来担架和手推
车，并叫上急救医生，协助医
生将男子转送进手术室进行
抢救。

半小时后，医生告知男子
已恢复意识，因胃病导致的胃
部出血情况也得到控制，情况
稳定，身体已无大碍。成功联
系上男子家人后，武警官兵和
巡逻特警才放心离去，继续执
行巡逻任务。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

记者 周可
通讯员 陈尚龙 周小孟

与此同时，客车的维修也在
紧张进行中。

“当时是深夜， 无法采购客
车维修所需的配件， 只能等天
亮。”黄明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
在等待救援期间，行廊路产大队
值班队长方江专门安排工作人
员黄明、 刘璇全程陪伴乘客，随
时提供帮助。

13点30分， 故障客车终于
维修好，20名司乘有序登车，重

新踏上旅途。从2点30分到达救
援现场， 到13点30分旅客重新
出发，黄明、刘璇一直陪伴旅客
身旁，提供帮助。

“在外地遇到这样的紧急情
况，而且又是深夜，我本来挺害怕
的， 没想到遇到这么热心的高速
公路工作人员，一直忙前忙后，真
的十分感谢。”临行之际，客车上
的乘客对陪伴服务了大伙一整夜
的两位路管员连连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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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高速的11小时：冷夜里遇温暖
客车凌晨出故障，乘客冻得直发抖 高速交警、路管员及时转运，开上空调，还送来了零食

11月19日， 由中欧基金及
旗下子公司中欧财富共同举办，
以“新起点、新格局”为主题的券
商行业投顾业务展望峰会在上
海举行。本次活动邀请了20余家
投顾业务获准试点券商，共同交
流探讨投顾业务实践经验、共同
展望协同发展新方向。

优质的底层资产，是投顾业
务能帮助客户实现投资目标的
重要因素。一直以来，中欧基金
都致力于依托公司投研优势，持
续打造精品基金，为合作伙伴们
提供高质量底层资产，助力提升
长期投资体验。

经济信息

券商行业投顾业务展望峰会成功举办

11月23日凌晨， 在G0421许广高速
K1007北往南方向，一辆大客车突发故障，
20名司乘被困高速。正当大家心急如焚时，
湖南高速交警、路管员接连而至，开展紧急
救援。

从凌晨2点30分闻讯到达救援现场，到
13点30分客车维修好后旅客重新出发，旅
客滞留湖南高速的这11个小时里， 湖南高
速郴州分公司行廊路产大队路管员黄明、
刘璇一直陪伴同行，守护司乘。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黄曼利 张俊壬 视频 和婷婷

客车故障，宝妈带着一岁宝宝等待救援

当 天 凌 晨 1 点 58 分 ， 在
G0421许广高速郴州段K1007
北往南方向，一辆大客车停在应
急车道上，被漆黑又寒冷的夜色
包围。 车内， 司乘人员一共20
人。此行，他们从重庆巫溪出发，
前往珠海务工。

时值深夜，天寒地冻，故障
客车无法供暖，不少乘客已冻得
发抖。年轻妈妈看着怀中一岁多
的宝宝，着急又无助。

突然，阵阵警笛声中，一道
亮光划破寂静的黑夜，高速交警
嘉禾大队的工作人员吴伟超、李

建鑫前来救援了。
经过查看，客车故障原因是

离合器和传动轴损坏，一时半会
无法修好。交警立即致电湖南高
速郴州分公司行廊路产大队，请
求协助。

2点30分， 路管员黄明、曾
路微到达现场，马上商议救援方
案。“综合考虑， 决定先使用警
车，将乘客就近转运至行廊路产
大队会议室休息。故障客车则由
清障施救部门牵引到行廊收费
站外广场，进行维修。”黄明介绍
说。

及时转运，吹着空调吃着零食孩子破涕而笑

2点40分，在高速交警与路
管员的护送下，所有乘客安全抵
达行廊路产大队。开空调，端热
水，会议室内的工作人员也正忙
乎着。

室温迅速上升，大伙冻得有
些发麻的脸红润起来，情绪也慢
慢平缓。突然，一阵小孩的哭声
又打破了这难得的平静。

“宝宝肚肚饿了是不是？妈
妈马上给你吃东西哦，宝宝不哭

不哭哦……”年轻妈妈一边安抚
着孩子的情绪，一边焦急地在行
李包中不停翻找着，

听到小孩的哭声，大家伙都
赶紧过来帮忙安抚。当得知孩子
妈妈把奶粉遗忘在故障客车上，
随身并没有可供小孩吃的食物
后，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立即回宿
舍拿来面包和饼干给小孩吃。

吃着零食， 孩子破涕而笑，
会议室里大伙长长松了口气。

全程陪伴，2名路管员获司乘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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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子弟兵！公交车上乘客吐血晕倒，他们紧急救援

警车开路，连闯两个红灯送医

热心男子捡到包交给交警
失主拿钱向好心人致谢被婉拒

11月23日晚，一年轻男子在公交车上吐血晕倒，武警湘西支队官兵与巡逻特警连忙一同将其送往医院抢救。 通讯员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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