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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12 月《陕西好人
榜》1月 10日揭晓，此次共有 36人
（组）好人上榜，本报报道的 90后继
父张明龙就是其中之一，获孝老爱
亲类陕西好人。

90后装修工继父
借90万救子感动众人

结婚前，安康 90后张明龙知道
渭南华州薛娇有一个身患重病的儿
子武靖尧，他毅然承诺：不管有多苦，
和她一起给孩子看好病。两个离异
的人组成了家。

《花光积蓄抵押房子继父借债
90万救子》《罕见！婚前得知对象儿
子患重病，陕西 90后继父竟这样
做》……2018年9月11日，三秦都市
报和公益记者公众号报道的90后好
继父的消息，引发全社会强烈关注，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本报奖励
好继父1万元。

爱心接力不分职业、不分年龄、
不分地域，在全国各地上演。志愿者
团队代表和公益记者一起将 10100
元善款交到张明龙手中，另外有7000
多人捐款123969元。

此外，新华社官方微信转发了本
报的报道，2018年9月12日23:02发
布头条消息《一声爸，一辈子！残疾
农民工借债90万救继子》，图片配有
三秦都市报报道截图，阅读量10万，
点赞量6755。华州区文明办积极推
荐他申报陕西好人。

“无私援助爱心无价！”2018年9
月18日，张明龙将一面锦旗送到报社，
感谢本报公益记者公众号以及众多爱
心人士的无私帮助。2018年10月22
日21:20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之《家
的滋味》，播出了他和妻子的故事。

获评陕西好人
他说爱心人士才是好人

1月12日，记者联系张明龙时，
他憨憨地笑道：“我真的被评上陕西

好人了？其实，帮助我们一家人的爱
心人士和爱心单位，才是真正的好
人。”妻子在一旁说，他是孩子眼中的
好爸爸，自己眼中的好老公，没想到
还能评上陕西好人。

“医生说，孩子现在进行二次骨
髓移植手术的风险比较大，目前每个
月做复查、治疗，以及吃进口药，进口
药一个月得花去1万多元。前段时间
复查，除了血小板的情况不太好，其
他方面还可以。”张明龙说，最近几
天，他还要带孩子到西安复查。

眼瞅着离过年不远了，一家人准
备回张明龙的安康老家过年。年后，
他得出去打工，给孩子继续赚医疗费。

华州区文明办工作人员说：“张
明龙被评为陕西好人，是我们华州区
的骄傲，是干部群众学习的好榜样，是
新时代孝老爱亲的典范。他的事迹非

常感人，从小
被人抱养长
大，也没上过学，后
来自学成为一名装修工。继
子患病做骨髓移植手术，他
想尽办法，借的借，卖的卖，抵押的抵
押，前后总计花费了90多万。我们将
大力宣传他的先进事迹，并以此为契
机，树立华州好人品牌，让更多的华
州好人成为陕西好人和中国好人。”

首席记者姬娜

孤身老人突发疾病无法动弹，帮不
帮？三府湾客运站员工用行动给出了答
案！事情要从1月10日中午说起，一位老
人颤颤巍巍地来到三府湾客运站安检口，
之后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术”，迈不开脚
步，无法动弹。安检员发现了老人的异常，
第一时间拿出凳子让老人坐下休息，负责
人周越立即走上前来查看，发现老人除了
眼珠在动，其他部位无法动弹。便俯下身
伏到老人耳边，听见老人说：“我口袋有药，
帮我拿一下，我吃了药就好。”

有的倒热水，有的喂药，待老人服药
后缓过神来，大家要将他送到医院救治时，
老人说，不用去医院，服了药休息一会儿
就好。

原来，他患有帕金森综合征19年，近

年来每隔2-3小时就得服用药物，当天独
自出门去康复路买东西，未曾想刚走到三
府湾客运站门口就过了药效，病症突发。

“我怕没人帮忙，就没敢再往站牌那走，进
了客运站求助，谢谢你们及时帮我服了
药！”老人激动地说。待老人身体恢复正常
后，大家把他送上车。

昨日，客运站提醒广大旅客，作为子
女，大家不要忽视对父母的照顾，最好不要
让年纪大、身体不好的老人单独外出，如果
一定要出门，建议子女陪同或在老人口袋
里装个纸条、卡片，上面写清联系号码、家
庭住址、子女姓名及电话、病史等信息，这
样可以确保老人遇到突发状况时能及时
得到帮助。

首席记者姬娜实习生强璐璐杜豆

本报讯（记者张彦刚）八旬老人
独自乘地铁外出买药，进入地铁站内
却不知如何换乘，由于老人严重耳背，
无法交流，站务人员用纸笔与其沟通，
还为老人手写搭乘攻略，并通知沿线
车站关照老人。这温暖的一幕发生在
西安地铁二号线会展中心车站。

1月7日11时许，地铁二号线会
展中心车站保安员巡查时，发现一名
老大爷焦急地在站内穿梭，保安员上
前试图主动帮助，却发现老人听力不
好，无法正常交流，立刻将这一情况
报告给车站。当天值班站长任琳等
将老大爷接入车站控制室，通过老人
身上一张换乘字条，经过多次沟通，
终于明白了老人的去向。老人外出
去李家村购药，听说地铁也可以去，
就来到地铁站，却不知自己如何乘
车，便有了上面的一幕。

为了让老人安全出行，克服交流
中的障碍，任琳随即拿来纸笔与老人
沟通。确定老人要去李家村后，任琳
想到从会展中心到李家村站，要在小

寨站换乘三号线，然后还要到大雁塔
站换乘四号线，两次换乘会使老人出
行不便。他一边老人交流，一边用文
字和箭头的直观方式，为老人家手写
搭乘攻略图，并叮嘱老人下车后一定
找站务人员帮忙，必要时向站务人员
出示这张字条，并在字条上说明，请
同事帮助老人做好指导。

将老人送上北去的列车后，站务
人员还让热心乘客为老人让了座。
列车开动的时候，车站值班员立刻通
过车站电话通知小寨站和大雁站的
站务人员，注意上车接这位需要帮助
的老人，还及时向小寨站的工作人员
告知了老人所在的车厢位置。

昨日，记者采访时任琳说，同事
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非常热心，车到
小寨站，站务人员立刻上车接到了老
人，考虑到老人还要在大雁塔站换乘
四号线，小寨站干脆就派出志愿者一
路护送老人到了目的地李家村站。
听到老人安全抵达的消息，站务员们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本报讯（记者赵丽莉）记者昨日获
悉，西安一家电力科技公司的经理助理马
先生1月11日下午出门办事，乘坐27路公
交车返程时，一时大意将装有公司重要资
料的文件袋丢在了公交车上，公交三公司
工作人员随后通过查询两家网站寻找信
息，最终将文件袋物归原主。

当日22时左右，公交三公司27路驾
驶员张军军结束营运工作，进行车厢遗留
物检查时，在车厢最后一排座位上看到一
个蓝色的文件袋。他同调度员一起打开文
件袋，看到里面装着一家公司的营业执照、
开户许可证、一枚公章及一枚私章，“这么
重要的物品丢了，失主肯定着急啊！”因为
没有找到可以联系到失主的信息，张军军
只能将文件袋交给调度员暂时进行保管。

1月12日上午，始终没有乘客到27路
石家街调度站寻找失物，路长耿欣琢磨着
该如何将文件袋物归原主，突然他想到这

家公司说不定会通过网络进行招聘，于是
他登录了猎聘网输入了公司名称，但是只
查到一个邮箱并没有联系电话，耿欣给这
家公司的邮箱发了邮件，一个多小时过去
了，失主还是没有同他联系。耿欣在百度
输入“如何查询公司信息”，词条信息显示
了“天眼查”——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工商
征信查询，耿欣随即下载该APP并注册，
没想到成功查询到该公司信息，按照电话
拨打过去，正是失主马先生接听的电话。

原来，11日19时许，失主马先生办完
事后乘坐27路公交车到鲁家村与朋友聚
会，上车后便打了个盹，吃完饭又去附近超
市购物，直到第二天早上醒来才发现装有
公司重要资料的文件袋不见了，马先生赶
忙到聚会饭店和超市寻找，正当寻找无果
准备登报挂失再重新补办时，突然意外的
接到了公交公司打来的电话。中午12时
许，马先生来到石家街调度站拿到了失物。

8岁癌童婷婷的新年
愿望很微小，她仅仅想要

一套美术画具画自己喜欢的世界。
为帮助婷婷及更多的癌童患者

实现她们的画画微梦想，在全社会进
一步营造关心关爱患癌儿童的浓厚
氛围，帮助特殊儿童树立生活自信心，
感受社会关爱和温暖，近日，西安交通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宣传部部长买秋
霞、西安市青少年宫主任毛复平以及
来自西安市青少年宫综合培训部的
美术教师们一起来到了西安交大二
附院的小二外科病区病房，对十余名
癌童患者赠送了新年礼物，并在医院
的病房里上了一堂特殊的美术课，根
据孩子们的兴趣爱好，老师们准备了

贺卡、窗花剪纸、泡泡泥和绘画用品，
圆了孩子们的“五彩梦”。

据毛复平介绍，西安市青少年宫
仅在2018年就有十余次到市儿童医
院、西北妇幼儿童医院等医疗机构开
展绘画课堂进病区活动，他表示少年
宫的资源是属于全社会的，正常的孩
子和特殊儿童都可以平等享用，少年
宫的大门会永远为这些特殊的孩子
打开，也希望通过短暂的绘画课堂和
爱心陪伴，能够让这些孩子们重新找
到生活的乐趣和自信，点燃她们对生
活的梦想，更希望更多的爱心人士贡
献出身边的富余资源，为营造和谐温
暖的大西安贡献力量。

文/图本报记者陶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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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突发疾病无法动弹
客运站工作人员忙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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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妻子在一旁说，他是孩子眼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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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做复查、治疗，以及吃进口药，进口
药一个月得花去1万多元。前段时间
复查，除了血小板的情况不太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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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他还要带孩子到西安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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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爷焦急地在站内穿梭，保安员上
前试图主动帮助，却发现老人听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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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给车站。当天值班站长任琳等
将老大爷接入车站控制室，通过老人
身上一张换乘字条，经过多次沟通，
终于明白了老人的去向。老人外出
去李家村购药，听说地铁也可以去，
就来到地铁站，却不知自己如何乘
车，便有了上面的一幕。

为了让老人安全出行，克服交流
中的障碍，任琳随即拿来纸笔与老人
沟通。确定老人要去李家村后，任琳
想到从会展中心到李家村站，要在小

寨站换乘三号线，然后还要到大雁塔
站换乘四号线，两次换乘会使老人出
行不便。他一边老人交流，一边用文
字和箭头的直观方式，为老人家手写
搭乘攻略图，并叮嘱老人下车后一定
找站务人员帮忙，必要时向站务人员
出示这张字条，并在字条上说明，请
同事帮助老人做好指导。

将老人送上北去的列车后，站务
人员还让热心乘客为老人让了座。
列车开动的时候，车站值班员立刻通
过车站电话通知小寨站和大雁站的
站务人员，注意上车接这位需要帮助
的老人，还及时向小寨站的工作人员
告知了老人所在的车厢位置。

昨日，记者采访时任琳说，同事
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非常热心，车到
小寨站，站务人员立刻上车接到了老
人，考虑到老人还要在大雁塔站换乘
四号线，小寨站干脆就派出志愿者一
路护送老人到了目的地李家村站。
听到老人安全抵达的消息，站务员们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本报讯（记者赵丽莉）记者昨日获
悉，西安一家电力科技公司的经理助理马
先生1月11日下午出门办事，乘坐27路公
交车返程时，一时大意将装有公司重要资
料的文件袋丢在了公交车上，公交三公司
工作人员随后通过查询两家网站寻找信
息，最终将文件袋物归原主。

当日22时左右，公交三公司27路驾
驶员张军军结束营运工作，进行车厢遗留
物检查时，在车厢最后一排座位上看到一
个蓝色的文件袋。他同调度员一起打开文
件袋，看到里面装着一家公司的营业执照、
开户许可证、一枚公章及一枚私章，“这么
重要的物品丢了，失主肯定着急啊！”因为
没有找到可以联系到失主的信息，张军军
只能将文件袋交给调度员暂时进行保管。

1月12日上午，始终没有乘客到27路
石家街调度站寻找失物，路长耿欣琢磨着
该如何将文件袋物归原主，突然他想到这

家公司说不定会通过网络进行招聘，于是
他登录了猎聘网输入了公司名称，但是只
查到一个邮箱并没有联系电话，耿欣给这
家公司的邮箱发了邮件，一个多小时过去
了，失主还是没有同他联系。耿欣在百度
输入“如何查询公司信息”，词条信息显示
了“天眼查”——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工商
征信查询，耿欣随即下载该APP并注册，
没想到成功查询到该公司信息，按照电话
拨打过去，正是失主马先生接听的电话。

原来，11日19时许，失主马先生办完
事后乘坐27路公交车到鲁家村与朋友聚
会，上车后便打了个盹，吃完饭又去附近超
市购物，直到第二天早上醒来才发现装有
公司重要资料的文件袋不见了，马先生赶
忙到聚会饭店和超市寻找，正当寻找无果
准备登报挂失再重新补办时，突然意外的
接到了公交公司打来的电话。中午12时
许，马先生来到石家街调度站拿到了失物。

8岁癌童婷婷的新年
愿望很微小，她仅仅想要

一套美术画具画自己喜欢的世界。
为帮助婷婷及更多的癌童患者

实现她们的画画微梦想，在全社会进
一步营造关心关爱患癌儿童的浓厚
氛围，帮助特殊儿童树立生活自信心，
感受社会关爱和温暖，近日，西安交通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宣传部部长买秋
霞、西安市青少年宫主任毛复平以及
来自西安市青少年宫综合培训部的
美术教师们一起来到了西安交大二
附院的小二外科病区病房，对十余名
癌童患者赠送了新年礼物，并在医院
的病房里上了一堂特殊的美术课，根
据孩子们的兴趣爱好，老师们准备了

贺卡、窗花剪纸、泡泡泥和绘画用品，
圆了孩子们的“五彩梦”。

据毛复平介绍，西安市青少年宫
仅在2018年就有十余次到市儿童医
院、西北妇幼儿童医院等医疗机构开
展绘画课堂进病区活动，他表示少年
宫的资源是属于全社会的，正常的孩
子和特殊儿童都可以平等享用，少年
宫的大门会永远为这些特殊的孩子
打开，也希望通过短暂的绘画课堂和
爱心陪伴，能够让这些孩子们重新找
到生活的乐趣和自信，点燃她们对生
活的梦想，更希望更多的爱心人士贡
献出身边的富余资源，为营造和谐温
暖的大西安贡献力量。

文/图本报记者陶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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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老人地铁站迷路
站务员为他手写搭乘攻略引路

老人突发疾病无法动弹
客运站工作人员忙急救

西安市青少年宫教师
圆了患癌儿童的“五彩梦”

公司重要证照丢失
公交人员上网“找到”失主

90后继父张明龙

获评陕西好人

病房里的美术课

花光积蓄抵押房子继父借债90万救子 后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