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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救命钱”被盗

民警神速破案
公交
车上 2000
多元现金
被盗，老
人焦急万
分之际，
警方神速
破案。

几天前的一个早上，在
302 路公交车上， 一位焦急的
婆婆失声痛哭，因为包里携带
的两千多元救命钱竟在公交车
上不翼而飞。 是谁偷走了老人
的救命钱？ 这笔钱还能找回来
吗？
李婆婆是达川区河市 镇
人，8 月 9 日早上 7 点多钟，她
从河市场镇乘坐 302 路公交车
赶往火车站公交首末站，准备
转乘车辆去南方医院为老伴交
住院费。 她告诉记者，当公交

车行至达钢附近时， 她准备从
包里拿出手机看时间， 此时却
突然发现， 自己的包被人打开
了，放在包里的 2400 元钱不翼
而飞。随后，李婆婆立即在公交
车上报了警。
接警后， 通川区公安分局
刑侦大队便衣中队与派出所联
合开展侦查工作。 民警调取该
公交车监控视频发现， 当天 7
点 46 分，一名戴着眼镜、身穿
浅色体恤的中年男子上了车，
该男子在拥挤的公交车上慢慢

靠近李婆婆。 7 点 52 分，该男
子得手后立即下车。 8 点 2 分
左右， 李婆婆发现包里的钱被
盗，痛哭起来。侦查员和民警迅
速锁定嫌疑人并查清其身份和
作案规律， 兵分四路在 302 路
公交车运行的线路蹲点布控。 8
月 10 日早上，民警在阁溪桥附
近发现了犯罪嫌疑人文某春并
成功将其抓获。
经审讯， 文某春对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目前，文某春因涉
嫌盗窃罪，已被刑事拘留，现羁
押在达州市看守所。 被 盗 的
2400 元现金已如数追回并发
还给了被害人。 2400 元救命钱
失而复得， 李婆婆一家充满了
感激。为了表达对民警的感谢，
李婆婆和儿子特意做了一面锦
旗，亲自送到民警手中。
目前， 该案件还在进一步
侦办中。
（张笛 罗华）

粗心老爸
惊险！ 竟将幼童遗忘在车里

近日，一粗心老爸田某竟
将 3 岁儿子遗落在小车副驾
驶座锁死，小车经受着高温暴
晒，小孩危在旦夕。 宣汉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二中队辅警李
叶军、郑翔在例行巡逻时发现
后紧急开展救援，确保了孩子
平安无恙。
8 月 6 日 10 时 40 分许，
李叶军、郑翔在开展交通安全
日常车巡工作中，当他们行至
东乡镇宣(汉)双〔河)路时，发现
路边一辆私家车旁围满了群
众，大家议论着什么并不时向
车内张望， 出于职业警惕性，
两人随即靠边停车， 上前查
看。
直近一看，原来车内困着
一个两三岁的小孩。 据围观群

众介绍，该小车在此处已停了
至少 40 分钟以上， 虽然刚才
下了 10 来分钟雨， 但毕竟是
夏日伏天, 雨停过后气温又骤
然升高，车内孩子脸蛋通红,满
头大汗，不停哭泣，情况仍然
十分紧急。
据观察，车窗密闭，车门
锁死, 车上也没有留下车主联
系电话，小孩在副驾驶室哭闹
不止。 郑翔在车窗附近向车里
喊话，不停地安慰小孩，缓解
他的紧张情绪，并试图教小孩
让其从车内将车门打开，但由
于小孩太小， 加之不停哭泣，
根本无法开门。
“这样下去，小孩的生命
安全将会受到严重威胁！ ”郑
翔一边继续观察小孩状况，进

行安慰，并将情况立即拨打电
话向中队干部汇报相关情况，
通知中队值班人员通过警综
平台查找车主联系方式。 与此
同时，李叶军在附近住户家中
找来一把铁锤，做好万一联系
不到车主或紧急情况下随时
破窗救人的准备。 经多方多方
联系、找寻，好在 4 分钟后，公
安交警就及时联系上车主田
某，并得知其就在附近。
田某接到电话后，立即赶
来打开车门，将孩子成功从车
内救出，由于营救及时，孩子
并不大碍。
原来， 田某因去附近办
事， 认为“花不了一会儿时
间”， 就将 3 岁儿子独自放在
车内并锁下车门。 因办事人多
较忙，竟将儿子还锁在车内这
事忘记了。
“太感谢了，要不是交警
及时发现，真不知道出会现什
么后果，现在想起都后怕。 ”田
某感激地说。 警察蜀黍对他进
行批评教育，告诫他千万不能
将孩子独自放在车上，以免发
（曾猛）
生意外。

近日，一位市民想通过媒
体感谢一位公交车司机，到底
这位市民和公交车司机之间
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市民高先生居住在经开
区斌郎乡菜坪村六组，靠种庄
稼维持生活。 他每天早出晚
归， 前往通川桥农贸市场卖
菜。 就在几天前的一个晚上 9
点半左右，高先生收摊后准备
坐公交车回家。 高先生告诉记
者，他的家离附近最近的站台
也要走上二十分钟，只有 9 路
公交车可以到达该站。 然而，
当天晚上他乘坐的 3 路公交
车终点站是七河路，而公交车
司机却专门送他回家， 下车
时， 司机还塞给他一百元钱。
对此，高先生心存感激。 高先
生表示，下车时，他连一句感
谢的话都还没有来得及说，司
机就将车开走了，所以他想找
到这位好心的公交车司机表
达感激之情。
根据高先生提供的线路
和时间，记者与达州市公交公
司取得了联系，找到了这位 3
路公交车司机钱师傅。 钱师傅
表示，当天晚上，收车时见车
上只剩高先生一人，两人便开
始聊天，当得知乘客的家庭情
况后， 便想着给予他一点帮
助。 钱师傅表示，在没有与高
先生交谈之前，就对他有印象。 那是在
去年夏天， 两人曾在公交车上有过一
面之缘。 当天，钱师傅看到年老的高先
生坐上车后， 感觉他似乎有点不太舒
服。 于是，钱师傅询问怎么回事？ 高先
生表示自己感冒了，有点想吐。 接着，
高先生询问钱师傅是否下班了， 是否
可以将他送回家。 想着停车要经过高
先生的家，钱师傅满口答应。 两次免费
送回家，还给予他帮助。 高先生心里充
满了感激，钱师傅却认为，自己只是尽
绵薄之力，无需言谢。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钱师傅的举
手之劳却给了他人莫大的关心和鼓
励， 他的慷慨解囊也让受助者感受到
人间的温情。 正如那首歌所唱的，只要
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
（松霖 昕霖）
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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