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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6 岁男孩独自乘坐 19 路公交车不知道家

穿山甲小区
“串门”

公交司机帮“小不点”找爸妈

别乱跑了

本报讯（陈新华 雷智春 浔阳晚报
记者 金璐/文 徐田刚/摄）7 月 10 日上
午，九江市公交公司 19 路公交司机佐岷
在公交车上遇到一名独自乘车的小男
孩，更令他着急的是，不管你怎么问，男
孩一直不说话，后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几
经周折，终于让孩子回到家人的怀抱。
10 日 7 时 30 分，佐岷驾驶公交车在
市双创基地始发站发车，行至九瑞大道
城西港管理局公交站，发现有个小男孩
独自一人坐车，没有大人陪同，佐岷当时
就上前询问男孩：
“ 大人怎么没和你一
起，家住哪里、又要去哪里？”但男孩只是
笑了笑，一直不说话。行车至第四加油
站公交站停站后，放心不下的佐岷再次
走下座位询问孩子有关情况，但孩子仍
然是默不作声。
佐师傅经向乘客打听后，无人认识
这个孩子。佐岷立即向第五营运公司分
管副经理伍尤志报告了情况，收到指令
后，便安排男孩坐到紧靠驾驶室的座位
上，并嘱咐他坐稳扶好、注意安全，随即
就继续开车跑班，准备在营运回程时把
孩子送到永安乡公安派出所，请当地民
警帮孩子找家长。
而与此同时，孩子的家人们正全体
出动心急如焚地到处找孩子，听说孩子
可能上了公交车，孩子的叔叔曹先生便
立即拨打了九江市公交公司的服务热线

穿山甲被带到丛林放生。
穿山甲被带到丛林放生
。
本报讯（帅云华 文/摄）7 月 8 日 7 时 30
分，修水县森林公安局三都派出所接群众
报案，称他们发现一只长相怪异的动物，并
转发手机拍摄的野生动物视频，要求民警
前往处置。接报后，民警迅速前往现场调
查。
经查明，当日凌晨 1 点，修水信华修江
新天地小区物业保安王锡豪在巡逻时发现
一只动物全身长满鳞片，四肢带爪，于是和
另外几个保安将该动物用塑料桶捕获。经
野生动物保护站工作人员判定，此动物为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穿山甲。该穿山甲
体长约 40 厘米，重约 2.5 公斤，身体没有伤
痕，
活动良好，适合放生。
当日 15 时 30 分，民警会同野保站工作
人员驱车 50 余公里，来到五眉山自然保护
区的丛林里将穿山甲进行放生。

电话，寻求帮助。公交热线工作人员立
即向公交 19 路各车驾驶员发出协查通
报。很快，小男孩在佐岷师傅车上并得
到悉心照顾的信息，就反馈给了孩子的
家人，并请其到永安乡派出所接小孩。
碰巧的是，当 8 时 30 分佐岷驾车从
城区返程营运时，佐岷的同事雷智春正
好坐这趟车，她便一路担负起照顾小男
孩的任务。9 时许，佐岷行车到九瑞大道
官湖路口公交站，在征得车上全体乘客
同意后，直接开车将孩子送到距离站台
不远处的永安乡派出所。经过民警确认
身份后，
孩子终于回到了家人的怀抱。
据孩子家人介绍，
男孩今年 6 岁，
不会
说话、不与外界交流，患有自闭症。发现
孩子不见了，全家人都非常担心，好在碰
到热心公交司机佐岷师傅。孩子家人拿
出两包烟向他表示感谢，
被他婉言谢绝。
“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只有帮
孩子找到家人，我才能安心！”佐岷师傅
说，
“ 我们公交司机都接受过专门的培
训 ，知 道 怎 么 应 对 各 种 突 发 或 特 殊 情
况。当发现孩子独自坐公交时，我们都
会特别留心照顾好，
确保孩子的安全。
”
为此，市公交公司提醒家长，在带孩
子外出时，一定要时刻盯紧自家小孩，以
免发生意外。最好让孩子熟记父母联系
方式与家庭住址等信息，或者制作信息
卡片放在孩子衣兜里，
方便和家长联系。

▲独自乘车的男孩
独自乘车的男孩。
。

猴面鹰饿得飞不动
田间歇脚

粗心丢落物品在公交车上顺利找回

本报讯（樊珍）7 月 8 日 10 时 40 分，修
水县森林公安局义宁派出所民警接宁州镇
茶舍村村民张某举报：张某在茶舍村田边
发现了一只猫头鹰，并送至茶舍村部，请他
们速派员前往救助。
接报后，义宁所民警迅速驱车赶到宁
州镇茶舍村委会，走进村部办公室，只见地
上蹲着一只棕色的猫头鹰，正睁着一双深
圆的大眼睛盯着他们。民警将这只猫头鹰
带到派出所，买来瘦肉对它进行喂食，同时
与县林业局野保站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并
请来专业人士对猫头鹰的身体进行了全面
检查，此鹰身体并无伤痕疾病，状态较好，
主要是饥饿所致飞落田边。
经县野保站工作人员鉴定，此鸟名叫
草鸮，俗名“猴面鹰”、
“ 东方草鸮”，中型猛
禽，属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面盘灰棕
色，呈心脏形，有暗栗色边缘，嘴黄褐色，爪
黑褐色，因似猴脸，故得俗名“猴面鹰”。吃
饱后的猴面鹰神采奕奕，拍打着翅膀。16
时许，民警随同野保站工作人员一起，驱车
来到了杨家坪自然保护区的一处山峦上，
将这只猴面鹰放飞大自然。

八旬老人专程感谢司机
本报讯（万慧贤 浔阳晚报记者 金璐）
7 月 9 日，景兴社区党支部 80 多岁的老党
员武官保同志专门乘车到九江市公交公
司感谢 16 路公交车司机陈健。
原来，7 月 7 日是武官保同志的生日，

车上的购物车，并交给相关部门进行妥善
保管。
武官保拿回了购物车，并表示：
“物品
虽小，但我很感谢陈师傅，这种拾金不昧
的精神，正是咱们公交的正能量。”

老人走失 救助人员系统助团圆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吴业园）近
日，一位老人出来玩时，不慎迷失方向回
不了家，幸好路人向市救助站报告后，老
人被接到救助站内。当天，通过查询市救
助站的救助人员系统，工作人员发现老人
是第二次走失，通过留档的电话找到其家
人，助老人安全回家。
7 月 10 日 10 时，市救助站接到好心市
民电话，称木家垄高速加油站旁有一位老

婆婆在高速上行走，非常危险。接到电话
后，该站工作人员立即前往木家垄高速加
油站。
“ 我们看到老人的时候，她神情恍
惚，问什么也不知道。随后，我们将她带
到救助站细心照料。”工作人员陈冯春告
诉浔阳晚报记者，由于天气炎热，老人在
休息区突然身体不适，蜷缩在地，工作人
员见状立即将她送往医院。
等老人情绪稳定后，工作人员经过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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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天已来临，为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不
断满足市民的健康需求，市中医医院从 7 月 17 日开始
开展冬病夏治“三伏贴”，患有哮喘、脾虚腹泻、关节
痛、肩颈腰腿痛、痛经、冻疮、肾虚腰疼等冬病的患者
现在可以预约咨询了。

技术好

爱心之家

头伏贴：7 月 17 日—7 月 26 日（约 10 天）
中伏贴：7 月 27 日—8 月 15 日（约 20 天）
末伏贴：8 月 16 日—8 月 25 日（约 10 天）
备 注：冬病夏治在三伏期间均可进行治
疗；对于部分病人可根据病情在
头伏贴前加做伏前贴或在中伏贴
和末伏贴之间加做加强贴。

贴敷地点：北院门诊：庐山南路261号 南院门诊：德化路555号 二门诊：环城路（兴业大厦旁）
咨询电话：0792-8188366 8188817 8188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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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询问，得知老人姓余，今年 78 岁，但一时
说不出住哪里。为此，市救助站将信息输
入救助人员系统，发现这位老婆婆在被救
助的系统内。原来，老婆婆曾经因为迷失
方向而走失，通过
系统留下了联系
电话，工作人员终
于将老婆婆的家
九江市救助站
人找到。

贴敷时间

福 彩

福彩刮刮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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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老伴一起乘坐 16 路公交车到大中大
附近去买菜，结果下车时将购物车落在了
公交车上。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武官保同
志来到 16 路公交车终点站，一问才知道，
16 路公交车司机陈健发现了遗落在公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