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夫妻俩角色互换 只为照顾生病母亲

很多传统家庭都采用男主
外女主内的生活方式，家住安康
平利县、今年52岁的张安兵原本
也是这样。可是4年前，已经79
岁的母亲生病了，这一年里，光
医院就去了好几趟，每次进城看
病都像是一场硬仗。为了照顾
母亲，张安兵辞掉了矿上的
工作。

为了让母亲少受点罪，每次
进城看病，张安兵都会提前借一
辆摩托车，给母亲穿戴暖和之
后，稳稳地带着母亲向平利县城

驶去。距离虽不太远，可山里的
路不好走，车速不能太快。一路
上母子俩默默赶路，等到医院已
经是3个小时后了。

有一次，张安兵的母亲凌晨
两点多，由于受到脑萎缩的影
响，不幸摔到床下，摔伤了胳
膊。不少人知道后都劝他说，年
纪这么大了，你就在村子里找个
人看看就行了，但张安兵还是坚
持带母亲去医院看好了胳膊。

母亲在他的照顾下，过得
开心快乐，街坊邻里了解到张

安兵的孝顺，都纷纷竖起大拇
指，为他点赞。但毕竟一家老
小的生活需要开支，从矿上辞
职后回来没多久，他手里的积
蓄就快花完了。这时候，没上
过学、从没独自出过远门的妻
子站了出来，主动提出要出去
打工挣钱，让张安兵全职在家
照顾母亲。

如今妻子在石家庄一家制
衣厂上班，每个月工资仅有2000
多元，但她每月都会省吃俭用给
家里寄1000多元作为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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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的精心照顾，医院里
的好多大夫和护士都成了张安
兵的老熟人。大夫说：“每次都
是张安兵背着母亲来看病，他
照顾母亲就像照顾婴儿般无微
不至，真是个大孝子”。但在张
安兵心里，最感激的还是自己
的妻子。

张安兵说：“母亲有 4个孩
子，大姐有点语言障碍，二姐在
外地打工，四妹身体不好，我是
唯一的男孩，所以我应该担起
这个重担。母亲养儿小，儿养
母亲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情。只是照顾老人是个细致
活，她年纪大了大小便不能自

理、无法独自行动，需要我24小
时守着。老婆经常打电话叮嘱
我脾气放好一些，母亲想吃什
么就给她买，她虽然在外地，却
生怕我把母亲没有照顾好。她
从经济上、精神上的支持，让我
心里很踏实。”

本报记者李佳

本报讯（记者张晴悦）约网
恋女友见面，结果被其盗走了钱
包内的 2300元现金，小伙曾某
算是“伤心”又“伤财”。而“女
友”王某也没好过多少，近日因
犯盗窃罪被西安市雁塔区检察
院提起公诉。

2018年 4月 8日 6时许，被
害人曾某报警称：自己在与网友

“李某”见面时，钱包内的 2300
元丢失。而“李某”拒不承认钱
财丢失跟自己有关。后接案民
警将二人带到派出所调查。经
查，曾某在网上征婚交友群与

“李某”结识，两人平日像普通情
侣般煲电话粥、发信息，你来我
往。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感情
突飞猛进，遂约定见面，先吃饭，

再去KTV唱歌。而在唱歌期间，
二人交换查看身份信息时，“李
某”发现曾某钱包内装有 2300
元现金，便产生了盗窃的念头。

接下来，“李某”开始实施自
己的计划，先以了解钱包品牌为
由向曾某要了钱包，然后将钱包
扔向了沙发远处。为掩盖自己
的盗窃行为，“李某”还让曾某做
俯卧撑，又假借上厕所，在其不
注意时，从钱包内悄悄偷走了现
金。得手后，“李某”要走，于是
二人离开KTV。各自分开没一
会，曾某发现2300元不翼而飞，
遂追上“李某”询问，“李某”拒不
承认，曾某于是报警。经公安机
关调查，“李某”的真名其实叫王
某，之前就曾因盗窃被追究刑事

责任，这次又化名故技重施。
雁塔区检察院认为，王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
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
六十四条，构成盗窃罪。遂对其
提起公诉。

检察官提醒：网恋要建立在
彼此较深入的了解和精神交往
上，因此，那些刚一相识就提出
要见面约会的，市民还应保持警
惕。除此之外，市民在网上交友
时，最好不要随意把自己的姓
名、住址、电话或者任何可能影
响到自身安全的资料和盘托
出。如果约定了见面，一定要保
持谨慎，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
同时也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

西延路新增一处施工围挡
计划工期25天

本报讯（记者张晴悦）“辛苦
挣来的血汗钱终于讨回了，我代
表大家感谢你们！”10月6日，农民
工代表张某一大早就来到西安市
长安区法院执一庭，将一面印有

“执法公正一心为民”的锦旗，送
给帮他们追回被拖欠工资的姚化
鹏法官。

原来，张某等20人因劳务合
同与陕西某公司发生纠纷，后将
对方诉至法院，法院判令该公司
支付张某等 20人劳务费共计 30
余万元。而判决生效后，被执行
人却一直未履行给付义务。眼看
着大家辛苦挣的血汗钱一直没有
着落，申请执行人张某等20名工
友，无奈向长安区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收到执行案件后，承办法官
姚化鹏认真梳理了案情，决定将
自己承办的其中13起案件合并执
行。通过网络查询被执行人的财
产线索，积极联系被执行人，对被
执行人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严重性

和企业及个人诚信的影响做了详
细释明，并对其不履行法律义务
的后果进行了明确解释。就这
样，为了帮助农民工早日拿到血
汗钱，法官一边耐心安抚农民工，
指导其向企业讨薪；一边与被执
行人积极协商，劝导企业及时履
行相关义务。在法官的不懈努力
下，最终，被执行人同意支付所拖
欠 20名农民工的全部 30余万元
劳务费。

国庆假期前一天，被执行人
将包括另外 7 起案件在内的全
部 20 起案件的执行款，汇入了
长安区法院执行账户。20名农
民工陆续来法院办理了领款手
续，一颗颗悬着的心终于踏实
了，一张张幸福的笑脸在眼前
绽放。

得知为他们辛苦奔忙的姚化
鹏法官国庆假期还在加班办案，
为了感谢法官为维护他们权益所
做出的不懈努力，13名工友便自
发派代表为法官送来了锦旗。

法官助力讨薪
农民工送锦旗表谢意

昨日中午，在西安天子出租
车公司一间办公室里，当市民闫
女士拿到自己丢失的挎包和万余
元现金时，激动地连声道谢：“非
常感谢，非常谢谢郭师傅，也谢谢
天子出租车公司。”这一切，还得
从昨日早上说起。

10日早上7时许，闫女士在
西安西稍门乘坐出租车去三桥，
到目的地后，着急下车的她把包
落在车上，等想起来时，出租车早
已离开她的视线，她也没记住车
号，这可怎么办？包里装着急需
办事的一万多元现金和票据，如
果找不到，对她来说可就误了大
事。闫女士告诉三秦都市报记
者，都怪自己一时大意把包落在
了出租车后座上，“早上我一下车，
可能走了两三分钟，就反应过来
肩上的包不见了。”当时她就蒙了，

心想包里现金多，估计是找不回
来了。但她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态
度，联系了出租车公司客服人员。

这边闫女士刚给客服人员
反映了情况，那边的哥郭师傅也
发现了异常。昨日他告诉记者：

“我正在驾驶，准备拉载另一位客
人时，往后看了一下，就发现后排
座位上有一个黑色的女式挎包。”
由于第一时间联系不上乘客，为
了能尽快找到失主，郭师傅随后
直接把包送到所在车队。就在他
和车队同事正在想办法如何联系
失主时，通过客服得知失主也在
找包，他便立即联系了闫女士，并
放弃营运，一直守在车队等候闫
女士。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
幕。“东西还给失主后，我心里就
踏实了。”郭师傅说。

文/图本报记者葛兰

女子万余元现金落车上
的哥捡到及时归还

郭师傅将包和现金归还给闫女士

八旬母亲患病
儿子24小时照顾
有人说“久病床

前无孝子”，可是对
于张安兵而言，在年
过八旬的母亲生病
后，他与妻子商量重
新进行了家庭分工，
妻子赴外地打工挣
钱，自己床前伺候病
母，转眼这样的悉心
照顾已经4年多。母
亲过得开心快乐，街
坊邻里知道张安兵
的孝顺，纷纷为他
点赞。

首次见面 网友偷走2300元
警方一查对方原来是惯犯

本报讯（记者李佳）三秦都市
报记者昨日从西安市交警支队了
解到，西延路与西影路立交工程青
龙路西口第九联钢箱梁安装需新
增一处围挡，位于西延路——青龙
路丁字路口中央，围挡施工将于10
月 11日 23时开始，计划工期 25
天。施工期间道路变窄，施工路段
及周边禁止占道停车。请途经车

辆、行人注意交通安全，按照交通
标志、标线指示通行，或自行提前
择路绕行。施工期间预设交通方
案为，南北双向车辆禁止在西延路
——青龙路丁字路口左转和调头；
东来车辆禁止在路口左转通行；东
西向预留一条3米宽通道供行人、
非机动车通行，路口各个方向行
人、非机动车正常通行。

天气好的时候张安兵就背着母亲串门 本报记者陈飞波摄

全天24小时陪伴伺候 妻子的支持让他心里踏实

夫妻俩角色互换 只为照顾生病母亲

很多传统家庭都采用男主
外女主内的生活方式，家住安康
平利县、今年52岁的张安兵原本
也是这样。可是4年前，已经79
岁的母亲生病了，这一年里，光
医院就去了好几趟，每次进城看
病都像是一场硬仗。为了照顾
母亲，张安兵辞掉了矿上的
工作。

为了让母亲少受点罪，每次
进城看病，张安兵都会提前借一
辆摩托车，给母亲穿戴暖和之
后，稳稳地带着母亲向平利县城

驶去。距离虽不太远，可山里的
路不好走，车速不能太快。一路
上母子俩默默赶路，等到医院已
经是3个小时后了。

有一次，张安兵的母亲凌晨
两点多，由于受到脑萎缩的影
响，不幸摔到床下，摔伤了胳
膊。不少人知道后都劝他说，年
纪这么大了，你就在村子里找个
人看看就行了，但张安兵还是坚
持带母亲去医院看好了胳膊。

母亲在他的照顾下，过得
开心快乐，街坊邻里了解到张

安兵的孝顺，都纷纷竖起大拇
指，为他点赞。但毕竟一家老
小的生活需要开支，从矿上辞
职后回来没多久，他手里的积
蓄就快花完了。这时候，没上
过学、从没独自出过远门的妻
子站了出来，主动提出要出去
打工挣钱，让张安兵全职在家
照顾母亲。

如今妻子在石家庄一家制
衣厂上班，每个月工资仅有2000
多元，但她每月都会省吃俭用给
家里寄1000多元作为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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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的精心照顾，医院里
的好多大夫和护士都成了张安
兵的老熟人。大夫说：“每次都
是张安兵背着母亲来看病，他
照顾母亲就像照顾婴儿般无微
不至，真是个大孝子”。但在张
安兵心里，最感激的还是自己
的妻子。

张安兵说：“母亲有 4个孩
子，大姐有点语言障碍，二姐在
外地打工，四妹身体不好，我是
唯一的男孩，所以我应该担起
这个重担。母亲养儿小，儿养
母亲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情。只是照顾老人是个细致
活，她年纪大了大小便不能自

理、无法独自行动，需要我24小
时守着。老婆经常打电话叮嘱
我脾气放好一些，母亲想吃什
么就给她买，她虽然在外地，却
生怕我把母亲没有照顾好。她
从经济上、精神上的支持，让我
心里很踏实。”

本报记者李佳

本报讯（记者张晴悦）约网
恋女友见面，结果被其盗走了钱
包内的 2300元现金，小伙曾某
算是“伤心”又“伤财”。而“女
友”王某也没好过多少，近日因
犯盗窃罪被西安市雁塔区检察
院提起公诉。

2018年 4月 8日 6时许，被
害人曾某报警称：自己在与网友

“李某”见面时，钱包内的 2300
元丢失。而“李某”拒不承认钱
财丢失跟自己有关。后接案民
警将二人带到派出所调查。经
查，曾某在网上征婚交友群与

“李某”结识，两人平日像普通情
侣般煲电话粥、发信息，你来我
往。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感情
突飞猛进，遂约定见面，先吃饭，

再去KTV唱歌。而在唱歌期间，
二人交换查看身份信息时，“李
某”发现曾某钱包内装有 2300
元现金，便产生了盗窃的念头。

接下来，“李某”开始实施自
己的计划，先以了解钱包品牌为
由向曾某要了钱包，然后将钱包
扔向了沙发远处。为掩盖自己
的盗窃行为，“李某”还让曾某做
俯卧撑，又假借上厕所，在其不
注意时，从钱包内悄悄偷走了现
金。得手后，“李某”要走，于是
二人离开KTV。各自分开没一
会，曾某发现2300元不翼而飞，
遂追上“李某”询问，“李某”拒不
承认，曾某于是报警。经公安机
关调查，“李某”的真名其实叫王
某，之前就曾因盗窃被追究刑事

责任，这次又化名故技重施。
雁塔区检察院认为，王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
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
六十四条，构成盗窃罪。遂对其
提起公诉。

检察官提醒：网恋要建立在
彼此较深入的了解和精神交往
上，因此，那些刚一相识就提出
要见面约会的，市民还应保持警
惕。除此之外，市民在网上交友
时，最好不要随意把自己的姓
名、住址、电话或者任何可能影
响到自身安全的资料和盘托
出。如果约定了见面，一定要保
持谨慎，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
同时也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

西延路新增一处施工围挡
计划工期25天

本报讯（记者张晴悦）“辛苦
挣来的血汗钱终于讨回了，我代
表大家感谢你们！”10月6日，农民
工代表张某一大早就来到西安市
长安区法院执一庭，将一面印有

“执法公正一心为民”的锦旗，送
给帮他们追回被拖欠工资的姚化
鹏法官。

原来，张某等20人因劳务合
同与陕西某公司发生纠纷，后将
对方诉至法院，法院判令该公司
支付张某等 20人劳务费共计 30
余万元。而判决生效后，被执行
人却一直未履行给付义务。眼看
着大家辛苦挣的血汗钱一直没有
着落，申请执行人张某等20名工
友，无奈向长安区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收到执行案件后，承办法官
姚化鹏认真梳理了案情，决定将
自己承办的其中13起案件合并执
行。通过网络查询被执行人的财
产线索，积极联系被执行人，对被
执行人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严重性

和企业及个人诚信的影响做了详
细释明，并对其不履行法律义务
的后果进行了明确解释。就这
样，为了帮助农民工早日拿到血
汗钱，法官一边耐心安抚农民工，
指导其向企业讨薪；一边与被执
行人积极协商，劝导企业及时履
行相关义务。在法官的不懈努力
下，最终，被执行人同意支付所拖
欠 20名农民工的全部 30余万元
劳务费。

国庆假期前一天，被执行人
将包括另外 7 起案件在内的全
部 20 起案件的执行款，汇入了
长安区法院执行账户。20名农
民工陆续来法院办理了领款手
续，一颗颗悬着的心终于踏实
了，一张张幸福的笑脸在眼前
绽放。

得知为他们辛苦奔忙的姚化
鹏法官国庆假期还在加班办案，
为了感谢法官为维护他们权益所
做出的不懈努力，13名工友便自
发派代表为法官送来了锦旗。

法官助力讨薪
农民工送锦旗表谢意

昨日中午，在西安天子出租
车公司一间办公室里，当市民闫
女士拿到自己丢失的挎包和万余
元现金时，激动地连声道谢：“非
常感谢，非常谢谢郭师傅，也谢谢
天子出租车公司。”这一切，还得
从昨日早上说起。

10日早上7时许，闫女士在
西安西稍门乘坐出租车去三桥，
到目的地后，着急下车的她把包
落在车上，等想起来时，出租车早
已离开她的视线，她也没记住车
号，这可怎么办？包里装着急需
办事的一万多元现金和票据，如
果找不到，对她来说可就误了大
事。闫女士告诉三秦都市报记
者，都怪自己一时大意把包落在
了出租车后座上，“早上我一下车，
可能走了两三分钟，就反应过来
肩上的包不见了。”当时她就蒙了，

心想包里现金多，估计是找不回
来了。但她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态
度，联系了出租车公司客服人员。

这边闫女士刚给客服人员
反映了情况，那边的哥郭师傅也
发现了异常。昨日他告诉记者：

“我正在驾驶，准备拉载另一位客
人时，往后看了一下，就发现后排
座位上有一个黑色的女式挎包。”
由于第一时间联系不上乘客，为
了能尽快找到失主，郭师傅随后
直接把包送到所在车队。就在他
和车队同事正在想办法如何联系
失主时，通过客服得知失主也在
找包，他便立即联系了闫女士，并
放弃营运，一直守在车队等候闫
女士。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
幕。“东西还给失主后，我心里就
踏实了。”郭师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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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万余元现金落车上
的哥捡到及时归还

郭师傅将包和现金归还给闫女士

八旬母亲患病
儿子24小时照顾
有人说“久病床

前无孝子”，可是对
于张安兵而言，在年
过八旬的母亲生病
后，他与妻子商量重
新进行了家庭分工，
妻子赴外地打工挣
钱，自己床前伺候病
母，转眼这样的悉心
照顾已经4年多。母
亲过得开心快乐，街
坊邻里知道张安兵
的孝顺，纷纷为他
点赞。

首次见面 网友偷走2300元
警方一查对方原来是惯犯

本报讯（记者李佳）三秦都市
报记者昨日从西安市交警支队了
解到，西延路与西影路立交工程青
龙路西口第九联钢箱梁安装需新
增一处围挡，位于西延路——青龙
路丁字路口中央，围挡施工将于10
月 11日 23时开始，计划工期 25
天。施工期间道路变窄，施工路段
及周边禁止占道停车。请途经车

辆、行人注意交通安全，按照交通
标志、标线指示通行，或自行提前
择路绕行。施工期间预设交通方
案为，南北双向车辆禁止在西延路
——青龙路丁字路口左转和调头；
东来车辆禁止在路口左转通行；东
西向预留一条3米宽通道供行人、
非机动车通行，路口各个方向行
人、非机动车正常通行。

天气好的时候张安兵就背着母亲串门 本报记者陈飞波摄

全天24小时陪伴伺候 妻子的支持让他心里踏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