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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帮忙不慎失手，真窝心啊
一瓶红酒破碎，乘客索要300元赔偿，经调解的哥最终赔了200元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
者 尉伟 实习生 杜彩霞)

4月7日晚，洪家楼附近，的
哥刘师傅在帮车上乘客搬运
放在车后备箱里的红酒时，
不慎失手导致一瓶红酒破
碎。因乘客索要三百多元的
损失，双方发生纠纷。

4月7日晚，在共青团路
附近，的哥刘师傅遇到一对
夫妇带着孩子招手拦车去洪
家楼附近。上车时，这对夫妇
还将三箱红酒放在了出租车
的后备箱，准备一块儿运回
去。

到了目的地、结清车费

后，的哥刘师傅见这对夫妇
带着孩子有些不方便，就上
前帮对方将放在车后备箱里
的三箱红葡萄酒搬出。

谁想在搬运时，热心的
刘师傅不慎失手使一箱酒跌
落到地上。听到箱内有酒瓶
的破碎声后，夫妇俩开箱查

看，发现里面的一瓶葡萄酒
已被摔裂。

自己好心好意却出了
如此意外，热心的刘师傅
也没有想到。尽管刘师傅
表示愿意赔偿损失，但对
方提出的三百多元赔偿费
让他不能接受，不得不报

警求助。
接到报警后，110民警迅

速赶到。刘师傅向民警表示，
自己当时也是好心好意，可
一下子让他赔三百多元钱，
他没带那么多钱，也觉得有
些高。

而乘车男子则告诉民

警，后备箱内的葡萄酒是一
种奢藏的干红，价格五百多
块钱一瓶，他让刘师傅赔三
百已经算是少的啦。

最终，经过民警调解，刘
师傅赔偿了对方二百元钱，
双方也对此结果表示能够接
受。

为安全靠边走，

不料连车带人掉下河

“当时真是太危险了，别看现在天气暖
和，河里的水还是凉，上来后，孩子穿了一天
的棉袄。”回忆起6日上午落水时的情形，村
民李秋芳现在还是有些后怕。

4月6日上午，家住商河县张坊乡王辛村的
李秋芳骑着电动三轮，拉着14个月大的孩子及
4岁的侄子到乡卫生院打疫苗，“天气好，就顺
便带上了孩子的姥姥，出去散散心。”

孩子调皮，反正有老人在车里看着。一路
上，一家四口沿着河边，心情倒也不错，为了安
全，李秋芳骑车也是尽量靠边走，“老人、孩子
在车上，也不敢走得太快。”

本为安全考虑，可不成想，太靠边反成了
隐患，说说笑笑中，快到卫生院了，三轮车却突
然失去控制，带着4个人一起掉进了路边的丰
源河，“当时脑子里一下子就吓蒙了。”李秋芳
说，孩子们哭成一团，她也只能拼命呼救，“水
不浅，幸亏路边也有人在帮着喊。”

两小伙先后下水救人，

老人孩子安然上岸

李秋芳一家落水的地方离卫生院只有
50来米，而路对面就是乡计生服务站，众人
呼救时，张秉胜正在楼上办公，“隔着窗子一
看，河里好几个人，就抓紧往下跑。”

跑到河边时，张秉胜的鞋子、外套也已脱
得差不多，直接就跳进了河里，“河水太深，大
人还好说，两个孩子快往下沉了。”张秉胜先救
起最小的孩子，游向岸边，举到赶过来的女同
事手里，河里水凉，张秉胜也打起哆嗦，等他把
老人救上岸后，自己也感到有些吃力了。

幸亏这时，听到呼救从卫生院跑来的孙
学友也赶到岸边，不加思考，也跳入水中，两
人合力先后将另一个孩子和李秋芳救上岸，

“河水确实冷，在里边呆一会儿，一上岸就觉
出来了。”孙学友说。

落水者都得救了，救人的张秉胜却冻病
了，由于河水温度过低，体力又严重透支，张
秉胜上岸后就患上了重感冒，“现在好点了，
但手机找不着了，不知是不是掉河里了。”采
访中，张秉胜对记者说。

将为两人申报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材料已上报

被救上岸后，李秋芳一家四口的身体都
无大碍，得救后，及时回了家，孩子也都穿上
了棉袄。当天下午，家人就为两位小伙子送
去了感谢的锦旗，“真不知怎么感谢人家才
好。”事情过去两天，李秋芳告诉记者，现在
孩子也都从惊吓中恢复过来了。

在电话中，张秉胜告诉记者，正值周末，
休息了两天，自己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估计耽误不了上班。”
同时，记者了解到，为了表扬见义勇为

的行为，鼓励学习雷锋，张坊乡党委政府也
于4月7日专门召开了表彰大会，对两位小
伙子进行了专门的表彰。

同时，张坊乡也计划为两位小伙申报见义
勇为先进个人，相关材料也已于7日上报到了
商河县政法委。

连车带人，一家四口不慎坠河

俩小伙跳河
勇救祖孙三代
本报记者 尹明亮 通讯员 张宗友 张鸣

老人二楼坠落，交警徒手接住
老人仅左脚踝骨折，市民盛赞“最美交警”
本报记者 董钊 实习生 袁丹

6日下午，山大北路东

口出现惊人一幕：一位年

逾七旬的老太自二楼自家

的厨房爬出窗外，意欲从

约五米高的广告牌处跳

下。千钧一发的当口，在下

面喊话劝说的年轻交警惠

淼，伸开双臂稳稳接住老

人。

在场市民的一片赞誉

声中，“最美交警”的称呼

由此产生。

“天哪！那个老太太要做什
么！”在一段手机视频里，旁边有
人惊呼，而手机的镜头开始向马
路对过的一个门头房上方拉近。

门头房的上方是居民楼的
二楼，一位身穿紫色上衣的老

太太的身影逐渐清晰。老人缓
慢挪动着身体，将自己的一只
脚伸向门头店的外面。老太太
双手摸索着门头房上沿，在她
的视线之外，悬在半空的一只
脚摸索着下面门头店招牌上可

以支撑的落脚点。
这段视频的拍摄者为现场

目击者纪先生。“我住在附近，过
来买彩票，看到马路对面有老人
坐在广告牌上，第一反应就是老
人要跳楼，我也想到要去救老

人，但时间已经不允许了，她的
身体一直在向外移动。”

短短一两分钟时间内，围
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大娘快回
去，别摔着！”类似的劝说声不
绝于耳。

老人骑在了门头房招牌上

近日，在商河县张坊乡丰源河边，

王辛村村民李秋芳骑着三轮车带着孩

子去打针，不料连车带人，三代人同时

坠入河中。闻讯赶来的张坊乡机关工

作人员张秉胜、卫生院职工孙学友毫

不迟疑，跳河将他们救起。

在这段手机视频里，两位
身穿反光背心者出现在老人所
在门头房的门口。就在险情发
生的同时，历城交警大队民警
惠淼和协管员苏巧凤正在不远
处的路口疏导交通。

“有老人要跳楼，你快去看
看！”一位市民急火火地跑到惠
淼当时所在的山大北路和二环
东路交叉口。未经思索，惠淼顺
着市民所指的方向一路奔跑，
苏巧凤也紧跟了上去。

就在赶往事发地点的这60
米的路程中，惠淼用警用对讲系
统和大队指挥中心取得联系，请
求联系110和120。

在路口西南角的这座楼的2
楼，老人的身体仍然在缓慢向外

移动，情势刻不容缓。惠淼向上
方用力挥手，尽量扯大嗓门喊：

“大娘，抓紧回去，千万不要想不
开。”然而，和其他人的劝说一
样，老人还是无动于衷，继续往
外爬。

60米内，惠淼一边奔跑一边报警

就在惠淼喊话的过程中，
老人把另一只脚跨了出来，双
脚踩在了二楼的广告牌上。下
面围观群众瞬间一片寂静，继
而劝说声再次此起彼伏。

老人的双脚落在了门头房
招牌“德州扒鸡”的“鸡”字上。

然而，老人的身体超出了招牌
所能承受的重量。“咔嚓”一声，
招牌上的“鸡”字脱落，老人在
瞬间快速向下跌落。

“现在想，这全是本能，那个
瞬间不允许有任何思考。”惠淼
事后回忆。就在老人跌落的一刹

那，惠淼一个大步向前，伸开双
臂，放在老人跌落的垂直下方。

重力加速度，老人的身体重
重地砸在了惠淼的双臂上，在经
受重击之后，惠淼的双臂瞬间感
到麻木，险些跌倒。万幸的是，苏
巧凤和众人的双手纷纷出现在

了惠淼手臂的下方和侧面。
“我喊话的地方离老大娘

就一米左右，从我赶到现场到
老大娘掉下来，也就几十秒吧。
来不及思考，我喊了一声周围
的群众‘注意了’，是他们为我
分担了重量。”惠淼说。

门头的字被踩落，惠淼接住下落老人

“老人这么大年纪，无论怎
样都不能受伤，无论遇到什么样
的变故，也不能轻生。”惠淼说。

在老人下坠的过程中，由于惠
淼的挺身而出和众人齐心协力，老
人最终被平稳地放到地上后，看上

去没有大碍，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现场不少市民开始询问坐在

门头房门前台阶上的获救老人，
“为什么要跳下来？”老人始终默不
作声。

此时的惠淼没有顾及胳膊

的疼痛，再次用对讲机呼救。13
点25分左右，120急救车赶到现
场。急救医生在现场检查之后，
将老人送往医院。

在急救车走了之后，众人的
眼光再次投向稳稳托住老人身

体的交警惠淼。“这个小伙子太
了不起了。”在对面门店做生意
的赵女士向惠淼伸出大拇指。

惠淼环视周围，用手轻揉着
受伤的右肩，推开人群，再次走
回了他终日工作的那个路口。

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往医院

4月7日，在老太太家的厨
房里，一块破碎的玻璃仍然残
存着一些碎渣。事发时，她的
儿媳妇陈女士并不在家，在
回来做饭时，她看到了被救
下的老人，正是自己的婆婆。

“要是没有交警和这些好心
人，婆婆的伤势可能会很重。”
陈女士说。

据医院反馈来的信息，在
惠淼接住老人的时候，老人的

左脚与地面发生接触，脚踝处
骨折，但是老人没有生命危险，
精神看起来还不错。

当时用手机记录下这险象
环生一幕的纪先生说：“当时的
情况，挺揪心的。我想过去，但
是来不及了。整个事情发生也
就几分钟，还好交警接住了老
人，不然这么大年纪从那么高
摔下来，不知道重心会朝向哪
里，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经了解，老人姓孙，今年
76岁，由于老人患有小脑萎缩
症，感知能力较差，家中儿女工
作地方较远，不能在家照顾，加
之老人当时神志不清，所以出
现了跳楼的险情。

“看到了就要伸出援手，惠
淼的事情值得我们每一位交警
学习。”历城交警大队大队长韩
军庆介绍，目前惠淼左臂有些
许拉伤，但无大碍。

老人仅左脚踝骨折，惠淼手臂拉伤

老人双脚踩在了
“鸡”字上。 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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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淼在执勤中。 董建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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