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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河南卫辉的一位货车司机出名了。 他叫段家勇，他要寻找惦记了 6 年的恩人。
6 年前，段家勇遇到难处，并不算熟悉的张保记拿出 5000 元助他渡过难关。此后历经生活的跌宕起伏，两人失去了
联系，这笔债却一直在段家勇心里，越来越沉，“我不能辜负这份信任，不能让好人心凉。 ”苍天不负有心人，恩人终于找
到了。

5000 元欠了六年才还上
背后故事却这么温暖……
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可以随时见面，我想把钱还给
你，感谢你当年的救急！ ”

原来当年借钱时
他连对方全名都不知

张宝记（左）与段家勇（右）终于再见面了

6 年前无奈开口
“他二话没说就借我了”
2013 年， 河南卫辉唐庄镇的段家勇和朋友合
伙贷款买了一辆货车。 当年夏天，段家勇几乎每天
都要往郑州运送石料， 张保记是一个石料场的老
板。“
每次送完石料，都是张大哥负责结款，一来二
去就熟悉了。 ”
段家勇记得， 连续向张保记的料场运送石料
一个月后，8 月初，到了还车贷的日子，手头特别紧
张的段家勇一时拿不出钱。“当时特别急用，如果
不借钱，我的车就会被拖走，就不能挣钱了。 ”段家
勇无奈向张保记开口借钱。“张大哥特别仗义，二
话没说就把钱借给我了。 ”段家勇现在提起当初的
事情仍是充满着感激。
其实， 段家勇和张保记二人只能算是生意上
的伙伴关系，生活中并没有交集。 开口向张保记借
钱，段家勇觉得自己送石料生意如能正常运转，很
快就能挣到钱，然后就可以把钱直接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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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里生活跌宕
这笔债他一直挂在心头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4 天后， 段家勇的货车出
了个大事故。
为了赔偿受害人家属，段家勇卖了货车，还欠
下了近 20 万元的债。 因交通肇事罪，还被判了四
年多的刑，直到 2019 年春节前才出狱。 此后，张保
记也因段家勇有好几天没去送货， 打电话询问过
他情况，得知他出了事，也没有催他还钱。
再后来，段家勇的手机坏了好几次，更换手机
过程中，当年留存的手机号码全部丢失。
出狱后，段家勇也曾去原来送货的石料厂找
过张保记，但经过六年的变迁，一切已物是人非。
他向当初认识他的人打听过，也贴过寻人启事，可
都没有结果。 段家勇说，他现在努力赚钱，妻子也
在外打工，虽然当初出事的赔款还没还清，但钱是
要一点一点还的，“这件事一直压在我心里， 我希
望能找到曾经对我救急的张大哥”。“
张大哥，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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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家勇寻恩人的消息经报道后， 得到了很多
热心人的关注。7 月 22 日，根据一位读者提供的线
索，记者与张宝记取得了联系。 张宝记说，听朋友
说有人通过媒体寻找自己后， 他很意外， 也很感
动。“
这人够朋友！ ”关于段家勇，这是张宝记说得
最多的一句话。
“老段是可够朋友的一个人！ 我俩相距百十公
里，就是业务关系认识了，要不是看他人品可以，
你说我会借给他钱？ 当时我就知道他姓段，连全名
都不知道， 后来听说他出事了， 钱的事也就没再
提。 ”而在得知张宝记的下落后，正在大山里忙着
运输生意的段家勇也是喜不自胜， 他表示将很快
约这位好大哥见面，当面致谢。
7 月 23 日上午，时隔六年，段家勇终于见到了
恩人张宝记，亲手还上了 5000 元欠款。 见面时，握
着张宝记的手， 段家勇一时有些哽咽。 张宝记则
说：
“
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
5000 元钱，让我们看到两个赤诚的灵魂；一个
胸怀豁达、 慷慨仗义， 用无条件的信任给予人帮
助；一个不负信任、知恩感恩，历经艰难却始终坚
守底线。 这个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故事，实在让
人心生暖意。
(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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