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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元高龄补贴被儿子拿走

···《57 岁汉商弃商支教》追踪···

希望更多人关注农村留守孩子

徐曦要把所有学生再家访一遍
本报讯

（特派记者 王 刚）昨日 16 时 20 分放学
后，徐曦步行了 30 余分钟，从双板桥赶到舜陵镇
欧公养村，对欧佳良等 5 名学生进行了家访。 每到
一户学生家， 孩子们的爷爷奶奶或妈妈都是激动
不已，异口同声表达着对徐曦的感激之情，纷纷挽
留徐曦吃晚饭，但都被他婉言谢绝。
家访中，徐曦都会与家长们促膝而谈，告诉他
们孩子的上学期成绩、学习等情况，督促他们平时
更多关心孩子的心理变化， 还反复叮嘱给孩子每
天的家庭作业签字等。 徐曦回到学校时，已是近 19
时，再忙着煮饭炒菜吃饭。
此前支教的两个学期， 班上每位学生都分别
家访了至少一次。 全班 63 个孩子各住在哪个村，
徐曦都已是了然于心。 这个学期，只要身体条件允
许，他又将步行家访完 63 位孩子。 而家最远的学
生所在村——
—萝卜潭村， 离学校有 8 公里多的山
路。 一个学期全部家访下来，徐曦至少要走近百公
里路程。
“徐曦老师真的是把心都交给了孩子们，真的
是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在教。 ”昨日，得知徐曦
又返回到双板桥完小支教， 已转学到县城的学生
欧念华的母亲专程赶到学校探望。“四年级时，徐
老师曾奖励给儿子一个布偶宠物狗。 他现在每天
都是抱着它睡觉， 说看到它就会想到最爱的徐老
师！ ”
去年 9 月，徐曦到校支教时曾说过的一句话，
一直让校长李光红记忆犹新——
—“每个人都应该
为社会多做有益的事。 只有这样，生活才会更加美
好和温暖，人与人之间才会更加和谐与信任。 ”
“钱是赚不完的，何况目前在物质上已知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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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老人拄拐杖
徒步 8公里求公道
本报讯

（记者魏娜 通讯员万信立）
听闻儿子要将自己每月 90 元的高龄补
贴拿去， 年过八旬的父亲与儿子发生口
角，老人拿回自己的高龄补贴，拄拐杖徒
步 8 公里到派出所报警。昨日，经过民警
调解，儿子认识到了错误，从武汉开发区
（汉南区）湘口街派出所接回了老父亲。
7 日上午 10 时许， 一名衣衫褴褛
的老人拄着拐杖，一瘸一跛地走进湘口
派出所，民警龚浩上前接待。 老人情绪
非常激动，用很浓的重庆口音说道：“我
要和儿子断绝关系！ ”
龚浩一边安抚老人，一边听他说事
情经过。
老人姓周，今年 80 岁。 原来，他每
月有 90 元的高龄补贴， 却被二儿子小
勇（化名）拿去，老人想要回自己的钱，
但儿子不给，两人大吵一架。 周爹爹一
气之下要回重庆老家，可证件还在儿子
手上。他想让民警帮他要回身份证和属
于自己的高龄补贴。
由于老人不会打电话， 也没有手

昨日，徐曦老师步行半小时来到欧公养村欧可颖的家中家访，嘱咐家长要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
特派记者任勇 摄
徐曦昨日说，相比经商时的财源广进，支教带给了
他太多的感触与收获，特别是留学儿童的成长、乡
村教师的生存现状等问题。“山村的留守孩子们太

需要关心与呵护了， 真的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
关心和关注他们， 都能力所能及尽自己一份力帮
一把他们……”

机，为了找警察主持公道，他清晨 5 时
许就出了门，拄着拐杖，徒步从银莲湖
走了 8 公里路到派出所。
龚浩安顿好老人后，驾车到小勇家
中进行调解。 途中，龚浩从村干部那里
获悉， 周爹爹早在 30 年前就从重庆移
居到湘口街，他一共有 4 个儿子，另外
3 个在重庆老家生活，他现在和二儿子
一起住在湘口。二儿子生活条件并不富
裕，靠承包土地种植水稻和玉米为生。
小勇告诉民警，“老爷子的年纪大
了，吃喝拉撒都是我负责，其他的兄弟
都不管，那老人每月的 90 元补贴，当然
应该由我来支配。 ”
民警从法律、亲情和道义等方面做
小勇的思想工作，告诉他赡养父母是法
律规定的义务和责任， 老父亲已经 80
岁高龄， 万一在路途上有个三长两短，
将是一生的遗憾。
经过民警的开导和劝解，小勇和民
警回到派出所，接回老父亲，并将父亲
的证件和补贴费用全部归还。

朋友圈寻走失老人 医生途中随手转发

谁知老人竟在单位病床上

记者刘睿彻 通讯员李京 姚艺

一边送外卖 一边小区捞“外快”

物业掐断小区内路灯用电
一起交通事故
居民摸黑走路 老人楼中摔倒
盗窃嫌犯意外落网
本报讯

本报讯

（记者 魏 娜 通讯员 李 雨 生）交通事故的受
害者，却是失踪的连续盗窃案嫌疑人。 昨日，东湖高新
区分局透露，通过刑警和交警联手，将系列盗窃案嫌疑
人抓获。
8 月 30 日，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门外道路上发
生了一起电动车与小客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事故致驾
驶电动车当事人张某腰部受伤，双方当事人立即报警。
东新交通大队出警后依据事故现场确定小客车全
责。 小客车司机喻某爽快接受处理决定并签字认定，但
受害者张某却迟迟不签字确认，当民警询问张某个人信
息时，他支支吾吾左右言他，不敢直视面对民警的眼睛。
由于张某在事故中腰部受伤， 民警按照相关规定
对事故车辆进行暂扣，并告知事故伤者张某先行就医，
待伤情稳定后再去大队处理交通事故。
与此同时， 分局刑侦大队民警阮班敏及同事正在
侦查连续 3 起入室盗窃案。民警循线调查，发现曾在佳
园路某快餐店送外卖的张某有作案嫌疑。 当民警赶到
快餐店调查时， 得知张某近日因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休
假，不知所终。
阮班敏立即与交通大队事故科民警取得联系，通
报交通事故电动车当事人张某涉嫌入室盗窃案。 交通
大队与刑侦大队组成工作专班。
9 月 2 日上午， 张某如期前来交通大队事故科处
理事故，被刑警抓获。
经审讯， 今年 41 岁的张某曾经“三进宫”。 1990
年，16 岁的他就因盗窃案而入狱 2 年， 后来又因盗窃
及参与黑社会组织两次锒铛入狱。
2013 年，张某刑满释放，在一家快餐店找了份送
外卖的工作。 因薪水不高，他又萌生了偷盗的念头。
今年 7 月底至 8 月中旬， 他利用送外卖的机会查
看熟悉周边小区地形，趁着夜色掩护，翻窗入户进入小
区 3 户居民家中，盗取现金、笔记本等电子产品，涉案
价值近万元。
一边做着送外卖的工作， 一边不时溜进小区捞点
“外快”，张某过着有滋有味的生活，不想一起意外的交
通事故让他意外落网。
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案而被刑事拘留。

（见习记者 高萌）
“晚上回家都摸瞎，
开门都苦于无法分辨钥匙， 完全是在黑灯瞎火
中生活！ ”针对黄陂盘龙城“美府明苑”小区业
主的反映， 物业负责人陈经理面对记者不愿做
回应。
8 月 5 日《长江日报》报道该小区部分楼栋
电费 1.23 元 / 度，是其他楼栋的 2 倍多，高电
费让居民扛不起。 当时小区物业回复， 此部分
楼栋正式电表未装好，临时接电，属商业用电。
截至 9 月 9 日，小区业主刘女士反映，电费仍居
高不下，物业更是把路灯和楼宇灯用电掐了。
昨日， 长江日报记者来到该小区再次走
访。“问题曝光后，物业先是搜集我们的身份
证资料，之后就一直没回应了，几次去询问，
都说等下个月！ ”刘女士说。 彭女士告诉记者：
“物业把路灯和楼宇灯的用电掐了，已有一个

月了，晚上黑灯瞎火，我生怕出意外，每天得
带着个手电筒。 ”有居民介绍，因夜晚楼宇灯
不亮，小区里已有位 70 多岁的老人在摸黑上
楼中摔倒。
有居民称，“物业说有居民偷楼梯间的电，
所以把路灯和楼灯用的电都掐了。”记者随后来
到物业中心，负责人陈经理见面除了一句“你去
问物价局！”后，就离开办公室，直至中午记者离
开一直未回。
刘店村村民居委会董财文书记表示，“此事
一定要解决！ ”在了解详情后，董书记电话陈经
理，一直未接，随即又联系到物业法人，物业法
人诚恳表示将与董书记和相关责任人进行协
商、沟通，给居民一个满意答复。
黄陂区物价局昨日表示已接到投诉， 将会
介入调查。

占据公共平台违建 200平方米私房

房主闭门不出吊车空中拆违
本报讯

（通讯员 梅 秀 萍 记者 黄 师 师）违建
户在自家隔壁的二层楼顶平台上搭盖活动室，
遇拆违闭门不出。 昨日，武昌徐家棚城管综合
执法队调派大型吊车，对位于徐东路长城嘉苑
12 栋平台上的违建房进行拆除。
前不久，徐家棚街接到市民投诉称，辖区
内长城嘉苑 12 栋的平台上有人在搭架子，怀
疑是违建。 街城管现场核实情况发现，长城嘉
苑 12 栋一 2 层商铺的楼顶平台上确实有人搭
建钢结构建筑。
经查， 该违建房系紧邻商铺平台的 3 楼
业主搭建，其为长城嘉苑开发商之一，为扩充
住房面积，便在自家窗外的二楼平台顶上，用

钢结构违规搭盖建筑， 企图做一间 2 层的室
外活动室，连接自己的 3 楼原住房。 两层总面
积达 200 平方米， 违建房占据公共平台的三
分之二。
在确认违建属实后，街城管综合执法队多
次上门或电话联系该违建户，但对方均不予配
合，避而不见，无奈下，中队决定对此处违建进
行拆除。
昨日上午，城管队员到达现场后，该违建
户依然闭门不出，消极对抗。 见没有通往平台
的通道，执法人员只好调派大型吊车，从平台
另一侧面将拆违工人输送至平台顶，再由人员
指挥吊车协助拆违工作。

上千只野生小动物藏身行李箱
长途客车司机夹带“野味”被查
本报讯

（记者 魏娜 通讯员 郐国辉）长途客运车
走道里，堆满行李箱，警察开箱检查，却发现里面像
个小型动物园，上千只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发出叽叽
喳喳的叫唤声。 昨日，客车司机被警方控制。
9 月 8 日 16 时 50 分许， 湖北省高警总队京
山大队民警在随岳高速公路京山站口， 对一辆襄
阳籍的大型卧铺客车例行检查， 该车从襄阳开往
珠海。 民警上车后发现，车厢内特别挤，座位中间
的走道上放满了行李， 连民警进去清点乘客都举
步维艰，车辆实载 44 人，核定载客是 46 人，没有
超员。
民警随口问了句：“这多行李， 怎么不放行李
柜，堆在走道上？ ”有乘客答道：“司机说，行李箱里
放着好东西！ ”民警随即要求司机李某打开行李箱
接受检查。
李某一脸的不情愿，反复以“赶时间”为由，要
求民警快点放行。正当民警和李某在行李箱边交涉
时，行李箱内突然发出“吱吱吱”的声音，李某脸上
露出紧张的表情，民警再三催促下，李某不得已打
开了行李箱。

还没等行李箱全部打开，一股浓浓的臭味迎面
扑来，只见行李箱里没有一件行李，全部是一个个
方方正正的铁笼，刚好和行李大小差不多，每个铁
笼用木板分成很多层，仔细一瞧，里面装的全是小
动物，正发出凄惨的叫声。
民警立即联系了京山县林业公安局和动物保
护者协会。 经过现场清点，该客车行李箱内共装有
果子狸 12 只，野鸡 14 只，野兔 27 只，猪獾 1 只，狗
獾 22 只，野鸭 22 只，木土鸟 4 只，黑水鸡 500 余
只，斑鸠 550 余只，另外还有两箱蛇。
据林业公安局和动物者保护协会工作人员介
绍， 这些动物除了野鸡和果子狸可能是驯养外，其
它全部属于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 由于涉及数量
大，司机涉嫌刑事犯罪。
当事司机李某交代，珠海那边野生动物比较吃
香，他帮忙一个老板运这些“野味”去珠海，中间收
取高额运费。 平时警察一般不检查行李箱，谁知这
次栽了跟头。
目前，李某已被公安机关控制，相关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

医生上班途中随手转发寻人微信，
进了病房竟发现走失老人在病床上。老
人已走失一天一夜，一个善举帮助一家
人喜获重逢。 昨日，已经找到家人的宋
老太太正准备进行骨折手术。

走失老人竟住进了自己的医院
市汉口医院骨科医生常乐告诉长
江日报记者，8 日一早，他在上班途中发
现朋友圈里有人转发一条寻人微信，急
寻家住花桥的宋老太太， 已经走失一天
一夜。常乐顺手就转发了这条微信。进了
科室交班，同事告诉他，昨天 120 送来一
名倒在路边的老人，找不到家属。
常乐留了心，查房时仔细看了看这
名走失的老太太。 问了老太太不少情
况，老人都说不清，唯一能说清姓名，竟
然和寻人启事上姓名一个音。常乐很激
动，但还不敢确认，因为寻人启事上发
的身份证照片，比眼前的老人胖不少。
于是，常乐拉上老人的管床医生陈
德明一起， 拿着手机到老人床边对比，
发现老人相貌与身份证上的还是很像
的，衣着也和信息里的一致。 常乐问了
开始发微信的朋友，对方表示，也是转
发的。 接着，他按照寻人启事上留的电
话联系了家属。

老人已走失一天一夜，家人
焦急寻找
不到半小时，5 名家属赶到医院
“认亲”。“奶奶！ ”一见面，25 岁的陈女
士大呼，一家人高兴不已。
陈女士是宋老太太的孙女。 她介
绍，奶奶今年 80 岁，患有老年痴呆，住
在花桥一带。 7 日上午，家人到三眼桥
菜场买菜，奶奶在附近活动，家人一再

嘱咐她不要乱走动， 可是买完菜出来，
就发现老人不见了。
陈女士的父母、叔叔等多位亲人四
处寻找，还报了警。 但直到当晚 7 时多
天快黑了，也没找到。 其间，警方还通
知， 杨汊湖附近发现一名走失的老人，
一家人赶过去认领，却失望而归。
看到长辈们忙得焦头烂额，陈女士
当晚编写了一条寻人信息， 发在微博、
微信和贴吧上，“希望网络的力量能帮
忙找回奶奶。”陈女士没想到经过转发，
最后在医院里找到了。“我们一晚上都
没睡好，见到奶奶的一刻，心终于放下
来了。 ”

路上摔倒一直有人“管”，被
120送到医院
市汉口医院急诊科医生介绍，老人
是 7 日下午 4 时多由 120 送来的。当时
老人躺在路边，被好心人发现报警。 送
来时老人衣着干净，但身上没有身份证
件，也没有手机、钱物，询问老人情况，
老人也只能说出自己的名字，并一直表
示腿疼。
随后医院为老人开了绿色通道，做
了 CT 等检查， 发现老人腰部有伤，腿
部骨折，估计是在走失过程中不慎摔倒
造成的。 因一时找不到亲人，医务人员
还帮老人订饭、喂饭，帮助她擦洗身体。
陈女士表示，奶奶不见了，一家人
非常担心，最怕摔倒了没人扶。 现在感
觉好心人还是更多。 有人为奶奶报警，
有人转发寻人启事，医院在奶奶没钱的
时候先治病。她代表全家对所有好心人
表示感谢。
常乐昨日高兴地说，“能够做成一
件好事，非常有成就感。 ”

大一新生军训遇意外

四肢蜷成团一小时分不开
本报讯

（记者 刘睿彻 通讯员 陈敏
陈舒）昨日一早，武昌一高校内，一名大
一男生军训了 15 分钟， 身体四肢蜷缩
成团，一个小时也没能舒展开。 师生们
把他送到医院后才知是缺钾引起的。
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急诊科医生
张仕雄介绍，上午 9 时多，19 岁的小军
（化名）被担架抬来时，四肢仍然蜷缩。
其同学说，早上一起军训，最多一刻钟
小军就倒下了，而且四肢是蜷缩在一起
的，大家想帮他分开都分不开。
一开始， 大伙把小军抬到树下休
息，可一个小时过去，小军还保持原来
的姿势。 同学们紧张地打了 120。 小军
的意识很清楚，他告诉医生，平时没什

么病，前晚还喝了五瓶啤酒，但并没醉
酒，也没有呕吐。
张仕雄检查发现， 小军是缺钾引
起四肢肌肉痉挛，肌张力增高。 医生为
他进行补钾治疗， 随后， 小军四肢放
松，慢慢恢复正常，到中午离开医院回
校了。
张仕雄介绍，这几天，急诊室已连
续收治 3 名军训发生不适的学生。军训
后出汗，如没有及时补充钾，就容易出
现低钾低钠血症，而小军前晚大量喝啤
酒，排尿也加剧钾的流失。 提醒新生军
训前休息好，不要饮酒，切记不要空腹
军训， 可在饮用水中加点盐或者橘子，
及时补充钾和钠。

50多条采砂船长江非法盗采

水务公安联合 24小时巡查执法
本报讯

行李箱中的小动物 通讯员郐国辉 摄

（记者 马 振 华）今年下半年
以来， 长江武汉段非法采砂现象出现
反弹， 近日江汉区水政监察大队与长
航公安局武汉分局联合启动 24 小时
巡查执法。
尽管我市对非法采砂持续打击，但
仍屡禁不止。长航公安局武汉分局有关
人士介绍， 其背后重要原因是暴利驱
使， 采砂船盗采一船砂至少赚 3 万元。
据长航公安局武汉分局摸底，最近长江

武汉段上，每晚非法盗采江砂的采砂船
有五六十条之多。
江汉区水政监察大队负责人表示，
采砂船一般是晚上盗采，白天停靠。 该
大队针对这一特点，岸上与水上巡查相
结合，实行 24 小时巡查执法，白天主要
驱赶停靠在江边的采砂船，使非法采砂
船无藏身之地。 晚上则水上巡查，一旦
发现非法盗采行为，联合公安部门第一
时间进行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