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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劝阻男子在公交车上吸烟竟被捅伤

热心乘客紧急救治受伤司机
一男子在公交车上吸烟，遭到公交司
机劝阻，男子非但不听劝，反而恼羞成怒，
竟拔刀捅伤司机。 昨天中午，这一幕发生
在213路公交上。

司机劝阻吸烟竟被捅伤
昨天中午12点46分，读者吴女士（化
名） 致电武汉晚报新闻热线82333333报
料称， 蔡甸区天鹅湖大道张陈湾公交站，
一名男子在公交车上吸烟，遭到司机劝阻
后，用刀捅伤司机逃跑。
吴女士介绍，事发前，她从蔡甸乘坐
213路公交回沌口。 途中，坐在司机后排
的一名男子吸烟，司机发现后说，请吸烟
的乘客把烟灭掉。 这名男子听到就把烟
灭了，说了句“对不起”。
随后， 男子坐到司机侧方座位上，跟
司机说了些什么。 由于这名男子和司机
说的都是蔡甸话，吴女士没有听清。 过了
一会 ，男子 又 点燃 了 一根 香 烟 ， 抽 了 起
来。
司机再次发出提醒， 劝阻这名乘客。
两人交流中，男子突然拿起雨伞，打了司
机几下。 这时，车子行至天鹅湖大道张陈
湾站，司机靠站停车。
“男子站到上车门的台阶上，不知在
哪拿出一把小尖刀，朝着司机大腿捅了几
下。 ”吴女士回忆说。

热心乘客救助受伤司机
昨天下午1点40分，武汉晚报记者闻

讯赶到现场，事发的213路公交还停在原
地，驾驶位旁车厢地板上留有一摊鲜红的
血迹，几位民警正在现场侦查。
吴女士说，男子捅伤司机后，趁乱下
车逃跑了。 吴女士见司机腿上鲜血直流，
赶忙喊“快把他的腿包扎起来”，同时解下
了自己的围巾。一位中年女乘客也解下围
巾，上前帮司机包扎。
在车站对面经营建材店的李师傅介
绍，事发后，他闻声赶到现场，见到车上乘
客都在帮忙，司机解下自己的腰带，扎紧
伤口。随后，李师傅也上前帮忙，跟众人一
起把司机扶下车，3位热心乘客拦的士把
司机送往协和医院西院区救治。
一位乘客表示， 伤人男子身上有酒
气，刚上车时就曾抱怨，称司机开车太慢。
司机安抚他说，雨天路滑，安全最重要，不
能开太快。

当时劝阻歹徒并送司机去医院的热心市
民以及关心他的网友。公交君希望司机师
傅快点好起来， 同时希望行凶者早日自
首， 也希望有线索的市民直接与警方联
系，伸张正义。
据警方介绍，从公交车的监控视频上
看，犯罪嫌疑人约30多岁，坐在罗师傅后
面的座位上，在车上抽了两根烟。 两人之
间有语言交流，之后犯罪嫌疑人从身上拿

昨天下午2点多，记者赶到医院，受伤
司机正在急诊外科接受治疗。据其母亲李
女士介绍，司机姓罗，今年39岁。 2009年
从部队退伍后，就一直在开公交车。“他平
时蛮平和的人， 不知怎么会闹成这
样。 ”
下午2点30分， 罗师傅被推出诊室，
其右腿两处受伤，因外伤失血过多，人处
于昏迷状态。 下午2点41分，武汉公交集
团官方微博在本报微博留言回应此事：感
谢大家的关注与关心，目前司机正在医院
接受治疗，体征平稳没有生命危险，感谢

受伤的公交司机罗师傅

司乘联手施救 老人转危为安
作的线长赵阳突然发现坐在前排座位的
一位爹爹晃悠了几次要摔倒的样子，连
忙大喊：“爹爹，您么样啊？ 是不是不舒服
呀？ ”
当时， 张爹爹就失去了意识昏倒在
座椅上，赵阳赶紧一把扶住他。 司机彭四
清听到赵阳呼喊后，赶紧靠边停车。 他把
爹爹从前排很高台阶的座位上背到后排
座位上，把爹爹安顿下来。 坐在后排的婆
婆也跑了过来， 抱着张爹爹哭喊道：“么
办呀？ 救救我家爹爹啊！ ”
此时， 张爹爹已经因心脏病缺氧而

昏迷。 见此情景，一部分乘客自动转乘下
一辆608路公交车上，有四五名乘客则主
动表示留下来帮忙。
这些乘客和司机一起， 对爹爹实施
救护，有人掐人中，有人帮忙搀扶。 彭四
清则拨打120急救电话。 为不耽误救治，
他在征求乘客同意后， 立即将患者送至
附近的长航医院。
后经检查治疗，爹爹转危为安。 医生
表示，爹爹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幸亏及
时送到医院急救。

七旬婆婆买菜遇换零钱骗局

300元换了49元零钱和1斤生姜
本报讯（记者孙笑天 实习生陈雨霖
陶湘琴） 前天中午， 市民徐婆婆出门买
菜，路上遇到有人求助，欲换300元零钱，
婆婆同意换钱，没想到300元大钞只换了
49元零钱和1斤生姜。
徐婆婆家住武昌华电沙湖小区，今
年75岁。 前天中午11点，她到鹏程花园小
区附近的菜场买菜，准备回家做午饭。 走
在路上， 突然后面一名中年男子叫住了
她。
“男子40多岁，面相忠厚，推着一辆
旧自行车。 ”徐婆婆说，男子称自己是菜
场卖生姜的， 中午要去参加一个朋友小

记者孙笑天 实习生陈雨霖 陶湘琴

警方正在追查凶手

心脏缺氧昏倒车上 同行乘客主动帮忙

本报讯 （记者张全录 通讯员潘莉
刘亭）昨天，年过七旬的张爹爹和老伴乘
坐608公交车从汉阳回家，车到汉口澳门
路时， 张爹爹突发心脏病昏倒在公交车
上，司机彭四清和乘客们一起，采取掐人
中等临时急救措施，为救治赢得了时间。
张爹爹被送医后，医生表示，幸亏送来及
时，若略有耽搁，后果难料。
事情发生在上午8点15分， 当时，公
交608路210号车由马鹦路邓甲村往发展
大道红旗建材家居方向行驶， 进澳门路
开明路站时， 正在车上进行巡线检查工

出一把小刀， 捅了司机罗师傅两刀后，下
车逃跑。目前，警方正在详细调查，紧密追
查犯罪嫌疑人。
事发后， 本报新媒体迅速做出报道，
引起网友热评。许多网友在武汉晚报官方
微博和头条号留言， 对受伤司机表示安
慰，并对吸烟男子的暴行进行谴责。

孩的喜宴，因为赶时间，还有一袋生姜没
有卖出。 问徐婆婆要不要姜， 只要两块
钱。
徐婆婆见男子手中的一袋姜有1斤
左右，想着两元钱还蛮划算，又能帮助别
人，就答应下来。 她拿出钱来准备付款，
该男子又提出，他手里都是零钱，给朋友
包红包不好看， 能不能帮忙换300元整
钱。 徐婆婆想着，做好事就做到底，就同
意了。
随后，男子拿出一沓10元零钞，数了
一下，递给徐婆婆。 婆婆接过钱发现只有
28张，就提出质疑。 男子从婆婆手里拿过

钱又数了一遍，接着连声说数错了，同时
拿出一把1元零钞，数了下有19元。 男子
说，算了，谢谢婆婆，姜就算您1元钱。 随
后男子把钱对折，交给婆婆。
徐婆婆没有再数，把钱放进随身携带
的小包回家了。 当晚，她跟女儿说起这件
事。 女儿说，你肯定被骗了。 婆婆赶忙查
看， 果然发现那沓零钱只有3张10元和19
张1元，她好心帮助别人，没想到被骗了。
徐婆婆告诉武汉晚报记者， 希望能
通过她的遭遇，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小心
这种换零钱骗局。 在外遇到陌生人求助，
一定要小心谨慎。

记者杨涛 摄

用户骑后没打乱密码
捡漏人免费骑小黄车
本报讯（记者姚传龙）前天下午5
点，9岁的欣欣（化名）从小区外归来，
和她一起回到家中的还有一辆小黄
车。“你没有手机怎么扫码取车的？ ”
“有的车可以直接打开，免费骑。”面对
爷爷的疑问，欣欣这样回答。
欣欣就读于武昌大成路附近一所
小学，前天下午，欣欣放学和爷爷一起
回家。 一路上， 欣欣对停放着的小黄
车车锁逐一尝试开锁，可都没有成
功，这一特殊的举动，引起了爷爷
的 注 意。
“我问欣欣在干嘛，欣欣说有的小
黄车车锁可以不扫码直接手动打开。”
由于欣欣没有打开一辆车， 爷爷并未
在意。 可是回家后，欣欣外出玩耍，骑
回来一辆车。“快送回去，车辆是大家
用的，你不能占为己有。 ”在爷爷的教
育下， 欣欣将小黄车停在公共区域锁
好。
为什么个别的单车能够打开？ 小
黄车工作人员表示， 小黄车部分车辆
使用机械密码锁，是因为“相较于电子
锁，密码锁受信号、天气等多种外界因
素影响小，更稳定，但也出现了个别用
户忘记打乱密码的情况。目前ofo的锁
正在更新换代中， 更安全更可靠的智
能锁将逐步代替机械锁。
“我们特别向用户强调，车子用完
锁上后，切记要将密码打乱。用户年龄
应为国家法定允许骑行自行车上路的
年龄（12周岁以上）。 ”工作人员说，公
司对小黄车实施网格化管理， 每个指
定区域都会配一个运维师傅， 负责修
车和车辆摆放， 这些师傅会统一着装
和戴工牌， 遇到未成年人骑车会及时
劝阻、教育，上下学高峰期加强学校周
边的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