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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入柴泊湖轻生 被路人及时发现

阳逻一青年淹水两小时后获救
消防官兵赶到时，青年正抱着桥墩喊救命
本报讯（记者谢冰林 通讯员武消宣）
前天傍晚6点28分， 一年轻男子因经济压
力过大突生轻生念头， 跳入阳逻柴泊湖，
幸好消防官兵将其救起。
前天傍晚6点28分， 武汉市消防支队
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新洲区柴泊湖大
桥有人落水。 接警后，武汉市消防支队立
刻调派阳逻中队1辆抢险救援车、7名消防
官兵赶赴现场救援。
6点42分，消防官兵到达事故现场，经
询问了解， 被困人员是一名年轻男子，一
时想不开轻生跳桥后落水。
消防官兵赶到时，该男子尽力抱着桥
墩，距最近岸边约有130米，桥面距水面约
10米。 该男子下身已经淹没在水中，口里
不停喊着救命。 从落水到报警已过去两个
小时，眼见他体力渐渐不支，时间就是生
命，消防官兵迅速展开救援。

消防官兵首先启动抢险救援车救生
照明设备，提高湖面亮度和视野，进一步
确认男子被困位置和周边情况，并安排当
地群众用方言与男子进行交流， 安抚情
绪。 随后，消防官兵一边联系附近民用渔
船，一边从桥面下放救生衣、救生圈等救
生设备。
7点07分，渔船到达事故现场，消防官
兵乘船来到男子身边，迅速将男子救上渔
船， 并为男子披上提前准备好的保暖衣
物。
据了解，轻生男子今年26岁，新洲区
阳逻街人，无固定职业，因压力过大，一时
想不开突生轻生念头， 后被路人发现报
警。 目前，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已被父母
接回家中。
右图：消防官兵将男青年救上渔船
武消宣 摄

是赶到商场服务台，请求广播寻找失主。
李先生从周师傅手中领回失物时，内
心无比激动。 他说，这枚钻戒是他花了大
半年积蓄购买的，为的就是在情人节当天
向女友求婚，如果丢失找不回来，他今年
春节算是不能好好过了。
李先生拿出钱向周师傅表示感谢，但
被周师傅婉拒了。

武汉市公交集团 武汉晚报 合办

有人发牌放哨 有人兑现抽头

一聚众赌博窝点被仙桃警方捣毁
本报讯 （记者谢冰林 通讯员付水平
周宏伟）100元起注，5000元封顶，现场摆
放验钞机进行赌博活动。 昨天，记者从仙
桃警方获悉， 当地公安机关多警种联手，
在一居民小区捣毁一个聚众赌博窝点，抓
获涉案人员20人。
元月以来，仙桃市公安机关部署依法
打击赌博专项行动，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
发，组织民警深入辖区摸排走访。2月7日，

该市沙嘴派出所民警获悉城区黄金大道
一高层居住楼有人赌博。 民警连夜组织化
装侦查和蹲守，摸清了赌博地点和现场方
位，并及时向市公安局报告。 8日凌晨3时
许，仙桃警方调集沙嘴派出所、特警支队、
巡警支队等警力30多人，展开抓捕。 在15
楼一单元房内，民警现场抓获涉案人员20
人，扣押赌资146900元。
经查，2月7日23时至8日3时许，王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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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超瑜荣登“武昌好人榜”
本报讯 （记者李爱华 通讯员郑
杨）一女子半身悬空26楼楼顶欲轻生，
过路男子吴超瑜自告奋勇上楼施救，
瞅准时机越翻一米多高的栏杆冲上前
一 把 将 轻 生 者 死 死 拽 住 …… （本 报
2017年10月8日4版曾报道）昨天，武昌
区发布2017年“武昌好人榜”，吴超瑜
成为武昌区“时代楷模－武昌好人榜”
上榜人物。
吴超瑜不顾危险英勇救人的事迹
经本报报道后，感动了万千市民，吴超
瑜因此也获得了公益项目——
—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一等奖。 前不久武昌区
发动群众评选推荐身边的平民英雄，
吴超瑜成为2017年12月份“武昌好人
榜”上榜人物。
昨天， 南湖街党工委副书记王慧
红给吴超瑜颁发了奖金。

寻找老大姐胡金荣

女司机跑进商场广播寻“病人”
不见了， 里面装有一枚价值万余元的钻
戒，是自己准备在情人节当天向女友求婚
用的。 李先生顿时急得汗珠直流，一时间
也想不起东西到底丢在什么地方了。
正当李先生焦头烂额之时，商场里广
播突然一遍遍喊出他的名字。 李先生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赶去商场服务台，才知道他
丢失的东西被公交车司机捡到了，李先生
闻讯又惊又喜。
原来，公交女司机周师傅在车上捡到
了塑料袋，发现里面有一个装有钻戒的首
饰盒和一本病历。 她猜测病历上的名字就
是失主， 且失主多半是在商场内购物，于

自告奋勇上楼救下轻生女

跟踪报道

公交乘客遗失情人节求婚钻戒和一本病历

本报讯（记者李爱华）昨天上午，一名
粗心小伙子前往商场购物，下车时竟将一
枚价值万余元的求婚钻戒遗失，多亏公交
车女司机捡到了失物，并通过商场广播寻
找失主。 半个多小时后，失主终于被找到。
李先生家住汉口常青花园小区，昨天
上午10点多，李先生在常青公交枢纽站乘
坐一辆792路公交车前往硚口区宜家荟聚
购物中心。 公交车到了宜家终点站时，李
先生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他慌忙下车
时，竟将随身携带的一个塑料袋遗失在了
座位下。
李先生进了商场才猛然发现塑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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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某组织唐某、赵某等人，邀约金某、田
某、彭某等十余人，以扑克牌“斗三公”的
方式赌博，100元起注，5000元封顶。 该赌
博团伙分工明确，有专人负责发牌、放哨，
有专人用验钞机兑现、抽头等，已非法获
利3万余元。
目前， 王某等6人涉嫌赌博罪被依法
刑事拘留，其他人员被行政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

万汉英女士：我今年70岁，退休前
在武汉第三机床厂工作。 在厂里，我和
同事胡金荣关系非常要好， 她大我几
岁，是我的一个老大姐。 生活困难时，
我们相互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可
惜单位改制后，她又搬了家，我们失去
了联系。 失散的这20多年来，我一直很
想念她， 恳请知情读者助我们在新年
里早日重逢。
电话：18995633565

寻找中专老同学张明清
刘润生先生：我今年73岁，是原武
汉船舶工业学校61603班学生，1965年
毕业。 老同学们都特别怀旧， 经常聚
会， 可惜一直打听不到男同学张明清
的消息。 他是武汉人，原住江汉区江汉
四路老圃，我们也去这个地方寻找过，
但那一带拆迁了，无从得知他的去向。
大家 都盼 望能 在 新春 佳 节里 与他 重
逢，望热心读者为我们提供他的消息。
电话：15802735844
记者李红鹰

寻找
主持人：李红鹰
13886158100

征集新闻线索

82333333
微信号：whwb82333333

一封家书诉衷情 谁是张近东春节最牵挂的人？
春节临近，这些天，春运的新
闻不断“刷屏”。 那些默默奉献的
春运服务者们感动着亿万网友。 2
月12日， 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
近东一封温暖的家书，让一场“春
节不打烊”的“快递春运”和10万
名为之服务的快递小哥显现在聚
光灯下，引发网友纷纷点赞。 正如
这封家书中所说，“这个春节，你
们是最温暖的力量。 ”
春节是年货采购 的 高峰 期，
消费者最担心的就是“买买买”却
停了快递。 这两天，尽管各行各业
都在陆续放假， 但苏宁物流的快
递员却仍奋战在苏宁覆盖全国的
两万多个快递网点中、 穿梭在每

一条大街小巷。 为了保障春节期
间快递“不打烊”，一部分快递员
依然要坚守岗位， 保障每一个用
户包裹的准时抵达。
这群在万家团圆的时刻离家
忙碌的快递小哥们， 最让张近东
牵挂， 他专门写下一封情真意切
的 家 书 ，“我 代 表 集 团 为 你 们 点
赞！ 感谢大家在春节期间依然坚
守岗位，同时，我们还要向那些在
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家人们说声
感谢， 你们是我们不断前行的重
要力量！ ”
一封家书温暖人心， 苏宁更
是拿出“真金白银” 正式启动了
“春节不打烊快递员关爱行动”。

据了解，春节期间，苏宁为快递员
们推出了一系列的专项福利。 不
仅准备了节日团聚， 还为每名快
递员及家人置办了年货， 对于节
后补休，推出了返乡探亲补贴。 此
外， 苏宁还为快递员的子女制定
了奖学金计划， 后期还将陆续出
台更多的政策措施， 助力快递员
工生活的改善和事业的发展。
如今， 苏宁物流已迈入发展
的高速期， 已经成为苏宁O2O智
慧零售的重要支撑。 张近东在信
中明确表示， 今天的苏宁也凝聚
着10万名苏宁快递员的奋斗和努
力。“无论何时，你们都是值得敬
佩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