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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的哥捡上万元立刻寻找失主
拒绝 1000 元酬谢金 把失主孩子的救命钱如数归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实习生 朱雷通
3月24日早晨，
豫NT5822出租车
司机陈师傅收车打扫车内卫生的时候，
在车后排座下面的地板上发现了一个
女士手提包，
打开一看里面有1万多元
现金、银行卡等贵重物品。陈师傅立
刻通过当地交通广播寻找失主。

拾金不昧的驾驶员师傅
3 月 25 日，记者联系到正在休息
的出租车司机陈言国，据陈言国介
绍，3 月 24 日 7 时许，当时陈师傅拉
着一位女乘客，到商丘市第一人民医
院附近的站牌坐公交，下车时陈师傅
还提醒她别忘了带自己的东西。该
女士走得着急，把装钱的包丢在了车
上。在收车打扫车内卫生的时候，陈
师傅发现车内有一黑色女士手提包，
里面厚厚一沓百元大钞，还有银行
卡、社保卡等贵重物品。
“大概有 16000 多元，看到这么
多钱，心情激动，这么多钱我开出租
三个月才能挣到。”陈师傅说，丢钱的
人也一定很着急，现在能带这么多现
金出门的不多，肯定是很着急的事，
随后陈师傅通过出租车朋友圈和当
地交通广播全城寻找失主。
“女乘客下车后，我又拉了一位
乘客，坐在了前面，我们都没有发现
后座下面的黑包，直到我收车打扫车

内卫生才发现。”陈师傅说，9 时许，经
过多方的努力，终于和失主取得了联
系，并将手提包归还给失主。失主崔
女士为了感谢陈师傅，从包里拿出
1000 元钱，被陈师傅拒绝。
“这是孩子的救命钱，我不能要，
将心比心，换做其他人也会这么做
的。
”陈师傅说。

“真的太感谢陈师傅，
捡到了我的
救命钱，并将钱归还给了我。”崔女士
拿到钱激动地说。当天早上，崔女士
从老家带钱来商丘第四人民医院为孩
子交住院费，由于下车太着急将装有
钱和证件的手提包掉在了出租上。
“我坐出租车去商丘市第一人民
医院附近的站牌坐公交，这样能省点
钱。刚上去公交发现装钱的包不见
了，当时惊出一身冷汗。”崔女士说，
当时说好的 8 点赶到第四人民医院
交钱，眼看就要晚点，而且崔女士带
的东西特别多，下车时一着急就把包
忘在了车上。正在崔女士着急的时
候，从车上听到了广播，崔女士随即
赶往交通广播站，
找回了救命钱。
“还是好人多，如果不是碰到陈
师傅，真是不敢想象。”崔女士心情跌
宕起伏，如是感慨道。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宁田甜 通讯员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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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岁乡村校长去世 上千人送别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于扬 通讯员 张本宝 王洪振

上万元救命钱被归还

阻止乱扔橘子皮的车长
获 5000 元正能量奖金
本报讯 郑州一私家车主随意往
路上扔橘子皮，且一扔就是好几次。
郑州一公交车长实在看不下去，下车
将橘子皮捡起来，还给私家车司机，
并对其进行教育。这一幕受到乘客
点赞。大河报和大河客户端对此报
道后，社会反响强烈。读者网友纷纷
为郑州车长的社会责任和担当点
赞。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也被郑州
好车长的举动所感动，独家联合大河
报，奖励车长 5000 元正能量奖金。
25 日下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联系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决定
联合大河报为张恒颁发“天天正能
量”特别奖及正能量奖金 5000 元。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给张恒的
颁奖词为：
“ 果断下车，弯腰捡起，霸
气递回，严词说教……一连串霸气的
举动里，不仅有躬亲力行的文明示
范，还有一份对环卫工的体恤关爱；
不仅让车主认识到错误，也给每一个

把一濒临倒闭 20 多人的小学发展成 200 多人的寄宿学校

看到视频的网友，上了一堂生动的文
明课。
”
“文明不是嘴上说说，更需要用
行动证明。希望我们都能做一个高
素质的文明人，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在目睹不文明行为时，都能够有勇气
站出来说‘不’。”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负责人表示，这也是天天正能量给
张恒颁发正能量奖励的初衷，希望能
够唤醒更多人心中的文明素养。
得知自己获得天天正能量奖，张
恒很意外，他说只是做了一件举手之
劳的小事，却受到媒体和社会这么大
的关注和褒奖，太意外了。今后，他
还会尽己所能，为文明郑州建设贡献
自己一份微薄之力。
据了解，天天正能量是一个专注
于奖励平凡人的善行义举的知名公益
平台，由阿里巴巴集团联合大河报在
内的全国 100 多家主流媒体共同打
造，
迄今已在全国奖励了 6100 多人。

寻求合作

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本公司定于
2019 年 4 月 4 日上午 10 时在洛阳饭
郑州西大片荒山流转五 店三楼会议室公开拍卖库存物资（产
可做旅游、种植、养殖 成品、模具）及设备一批。展示时间
广告 十年，
为 4 月 1 日、2 日，望有意者到我公
等，山坡可开垦很多土地和 司了解、咨询、办理竞买手续。报名
其它用处，租金低、费用少，截止时间4月3日下午5时。
咨询电话:0379-60261182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有意者现场看。
13353790965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前景良好，
监督电话:0379-62325608
3.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100米纬一路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洛阳天启拍卖有限公司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电话：13343783087

王岗生前照片

送别

偏远的周口市郸城县东风乡郑庄小学离附近最近的村庄也有 2 公里，生
前的王岗就是在这个农村学校坚守了 20 年，硬是把一个濒临倒闭仅有 20
多人的小学发展成为在校生 200 多人的标准化寄宿制学校。
而这一切，就在 3 月 21 日，随着年仅 37 岁的王岗突发疾病离世，成了人
们最永远的记忆。3 月 24 日上午，郸城县东风乡郑庄行政村大王庄一个普
通的农家院内外，挽幛轻垂，哀乐低回，数千名师生、群众自发前来送别他们
的好校长王岗。

一定要把学校办好
王岗兄妹四个，他是老三，也是家
中的独子。20 多年前，师范毕业的他，
硬是被父亲拉回了老家，到郑庄小学任
教。当时他的父亲觉得，自己是郑庄小
学的校长，儿子在身边工作，心里踏实，
并且希望儿子不要远走，年龄大的时
候，
能在身边尽孝。
带着父母的期盼，他在这里一干就
是 20 年，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这
方热土。2013 年，即将退休的父亲，在
学校老师的强烈要求下，把发展郑庄小
学的接力棒交到了儿子王岗手上。
在上任的第一个教师会上，王岗撂
出了一句狠话“把学校办好”，而这，也
是王岗一直坚守践行的诺言。
“爸爸当校长的时候，王岗为给父
亲‘捧场’，常年吃住在校，就连谈恋爱
也没出过郑庄小学的校门。”王岗的妻
子于金梅边哭边唠叨，
“ 这王岗当了校
长，爸爸给王岗‘捧场’，也是吃住在校，
以校为家”
。
于是，
王岗、
王岗的爸爸、
王岗的妻子
一家三口都守在郑庄小学。在学校里，
于
金梅免费当起了陪寝员，
平时还到食堂帮
忙、
亲自下厨，
为住宿的学生做饭。

学校旧貌换新颜
昔日的郑庄小学，虽经几任老校长
的努力，怎么也抵挡不住时世的变迁：
生源急剧减少，校舍越来越破旧。附近
的老百姓不是把孩子送到城里，就是送
到民办学校，或者跟随父母远离故土到
外地求学。
老百姓极不满意。王岗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他跑乡里、县里要项目、建
学校。他带领老师们除草、清理垃圾，
一砖一瓦地搞建设。为了节省经费，他
把家里的东西拉来，无偿给学校使用。
日积月累，学校办学设施越来越完善，
餐厅、淋浴房、宿舍楼一应俱全，返乡就
读的学生越来越多，生源由最初的 50
多人发展到目前的 200 多人，学校由最

初的 3 排平房变成今天的 4 座楼，而正
在建设的近千平方米的现代化综合楼，
今年秋季也将投入使用。
目前的郑庄小学，更是成了一所标
准化的寄宿制学校，为农村小学树起了
一个标杆。
“他经常给我说，一定要好好干、下
劲干，不能丢人，不能对不起党委政府，
一定要让农村孩子享受和城里一样的
待 遇 ，吃 得 好、睡 得 好、学 得 好、玩 得
好。”学校一位骨干教师说，王岗校长心
里始终装着学校，唯独没有他自己，虽
然王岗不舍得吃，也不舍得穿，但学校
里缺啥，他就买啥，为了学校发展就是
舍得，
一点也不怕花钱。

上千人自发送别
3 月 21 日上午，连续忙碌的王岗在
去县城购买彩旗和办公用品时，不幸突
发疾病憾然离世。
3 月 24 日上午，郸城县东风乡郑庄
行政村大王庄一个普通的农家院内外，
上千名师生、群众自发前来，为这位乡
村好校长送上最后一程。
周口市教体局领导来了，郸城县政
府副县长肖炜来了，郸城县教体局局长
刘现营来了；
各乡校校长来了，
王岗最爱
的学生、
同事来了；
学生家长也来了……
大家胸佩白花，向这位爱岗敬业的基层
校长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哀悼。
“事实证明，选择是对的！孩子病
了，王校长马上带着去诊所看病，比我
这做爷爷的对孩子都好。”就是冲着王
校长真正为孩子着想，村民郑方义先后
把三个孙女送到该校。他说：
“ 今天我
特意把三个孙女都带来，
送送王校长。”
“每天早上做早操，王校长总是在
队伍前面领跑，很多学生会主动与王校
长‘赛跑’，他的身影让我们充满力量。”
听闻王岗去世，该校六年级学生张亚豪
如是感慨。
然而，
一位让师生爱戴、
家长赞许的
校长，就这样突然凋谢在他终生热爱的
教育事业路途上……王岗，
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