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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籍员工远在家乡的孩子突患重病，启东籍老板顾洪涛

雪夜驱车千里护送员工回乡
万水，也有近千里之遥。热心的顾洪涛主
动问急得团团转的黄春雷怎么走？黄春
雷说只有乘 3 日傍晚 6 点多从南通发往
河南郑州的火车，到站后再转乘 2 个小
时左右的公共汽车赶往驻马店。顾洪涛
一听急了，这样辗转下来，最快也要到 4
日中午时分才能到家。顾洪涛当即决定，
亲自开车送他们回老家。鉴于路途较远，
一人开车较累，他又拉上会开车、有驾照
的员工赵师傅。3 日中午 12 点，草草扒拉
了一些饭菜的顾洪涛、赵师傅，加上黄春
雷夫妻俩，4 人从南通出发直奔河南驻马
店。
车行至安徽，遭遇大雪，高速公路封
路，一行人改走国道。在顾洪涛全力护送
黄春雷夫妻二人安全赶往河南的途中，
孩子的爷爷突然打来电话：
“因孩子病情
过于严重，驻马店医院限于医疗条件已

经无力医治，建议家属把孩子带回家！”
顾洪涛和黄春雷夫妻二人商量后，电话
通知孩子的爷爷、奶奶和家中其他亲属：
赶快将孩子用救护车紧急转往省城郑
州，到郑州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抢救！
在漫天飞舞的一路风雪中，
凭着他们
的胆大心细，途中没喝一口水、没吃一点
干粮，
终于在 10 个小时之后的 4 日凌晨 4
时 30 分，
安全抵达郑州大学附属医院。
6 日中午，郑州大学附属医院专家会
诊的最终结果出来了，黄春雷的孩子患
重症病毒性脑炎，人还处于昏迷状态。经
济困难的这一家已为抢救孩子花费了五
六万元。面对员工的焦急和无奈，顾洪涛
决定：
“这个忙，
帮到底！”
。
顾洪涛千里护送员工回乡救儿的事
迹经南通媒体报道后，不少热心人自发
捐款。同时，顾洪涛带头发动饭店员工捐

款。截至目前，已经收到了 36000 多元的
爱心善款。这笔钱，已经全部打给黄春雷
解燃眉急。而顾洪涛的善举，在南通城也
被传为佳话。
记者得知，顾洪涛是咱们启东人，老
家在东海镇（原新安镇）。2002 年从南通
市农资总公司下岗，2004 年夫妻二人创
业。通过艰苦打拼，在卖掉南通唯一的一
套房子后，凑了 60 多万元承包了原南通
西园饭店客房部。从此，一步一个脚印
10 多年间将事业一路坚持下来。
顾洪涛的善举感动了南通城，同样
也是我们启东人的光荣。
“ 不管身处何
方，我是一名启东人。”今
年 50 岁的顾洪涛坚定地表
示，血总是热的，生命大于
天。
（王天威）
（扫码看更多 ）
▲

本报讯 这几天，
“ 南通好老板顾西
园雪夜驱车千里，护送员工夫妻回乡救
治患病孩子”的事迹在通城被传为佳话。
巧的是，这位好老板顾西园是咱们启东
人，真实姓名顾洪涛。
事情还要从一个礼拜前说起。1 月 3
日这一天，南通西园大酒店厨师黄春雷，
接到了远在家乡河南的一个电话。电话
中，黄春雷的父亲告诉儿子：
“ 孙子在家
突发急症，全身抽搐发抖、说话不清，口
吐发紫的血！现在，孩子已经送到了驻马
店当地医院！你们夫妻俩赶快回家！”黄
春雷一边急忙将这一凶讯通知妻子，一
边拔腿找老板顾洪涛请假。心忧如焚的
夫妻二人收拾东西，准备以最快的速度
赶往南通火车站购票，争分夺秒赶回河
南老家救子！
从南通到河南驻马店，不说是千山

开车撞人肇事失踪
警方全城征集线索
本报讯 一辆电瓶三轮车撞上一辆两轮电瓶车，
电瓶车驾驶人受伤，电瓶三轮车上一男一女将伤者送
去医院后，却再也没有露面。警方呼吁，电瓶三轮车驾
驶员出面处理事故，也希望知情者提供线索。
2017 年 11 月 25 日清晨 5 时 30 分左右，在 336 省
道希士营房路口，一辆电瓶车与一辆蓝色的电瓶三轮
车发生了交通事故，电瓶车驾驶人受伤，电瓶三轮车上
人员将伤者送至医院离开后，再也没有露面。
据了解，伤者高某为我市东海镇人，今年 55 岁。当
天早上事故发生后，电瓶三轮车上的一男一女将高某
送往第四人民医院时，驾驶的是交通事故中他们开的
电瓶三轮车。到医院后，2 人称回家取钱便离开了医院，
直至目前不知所踪。高某在医院等待无果后，电话联系
了家人，高某家人赶到医院后报了警。接警后，寅阳交
警中队多次到寅阳派出所、惠萍交警中队调取监控录
像展开调查，并张贴了协查通报。为了找到事故的另一
方，民警多次组织询查，均无结果。
经诊断，高某右脚胫腓骨骨折，住院 20 多天，前后
共花去了 5 万元左右，事故给高某带来了身体和精神的
双重打击，也给他的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警方呼
吁 ，电 瓶 三 轮 车 驾 驶 员 及 知 情 者 与 寅 阳 交 警 中 队
（83778300）或 110 联系。对提供破案线索者，经核实后
将予以奖励。
（王天威 季锡聪）

抢劫坐牢不思悔改
出狱半年再次犯案
本报讯 因抢劫被判无期徒刑，在监狱经过 24 年
的改造依旧不思悔改，出狱半年再次抢劫并逃到启东。
近日，市公安局北新派出所将网上追逃的抢劫犯罪嫌
疑人姜某抓获。
2017 年 12 月 29 日下午，北新派出所民警在对流
动人口进行管控工作中，发现辖区一名姓姜的外来人
员身份可疑，一查竟是被列为网上追逃的逃犯。
犯罪嫌疑人姜某（男，黑龙江人，1975 年出生）。经
查，2017 年 11 月 13 日晚，受害人范女士（女，44 岁，青
岛人）下班后走到住所单元门口时，被姜某从身后用手
臂勒倒，范女士呼喊抢劫救命时，姜某持匕首将范女士
左脸划伤后，将范女士背包抢走。这个姜某并非第一次
作案，原来早在 1993 年时姜某就因抢劫被判处无期徒
刑，在坐了 24 年牢后于 2017 年 5 月刑满释放。谁曾想，
他没有选择好好做人，出狱半年后再次犯案。
目前，青岛警方已派人来启，相关移交工作正在进
行中。
（王天威 刘小羽）

冬练
我快乐

1 月 9 日早晨，寒风中，在市人
民公园广场晨练的市民舞步依旧，
谈笑风声，大家在冬练中尽情享受
快乐。
郁卫兵摄

旅客大意遗落手包
车站多方找寻失主

坚持义务出板报 乐当校外辅导员
——记南苑二村社区老党员滕建德
本报记者 黄晓燕 通讯员 梁佳欢
1 月 10 日上午，在团结新村 10 号楼
西侧，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正一笔一划
地出黑板报，
“ 党的十九大特别报道”几
个大字尤为显眼。
这位老人叫滕建德，是南苑二村社
区的老党员。退休后，他与老伴范玉芳继
续发挥余热，不仅十多年如一日地为社
区义务出黑板报，还担任了社区校外家
庭辅导站的辅导员，定期对学生进行思
想道德教育及学习上的一些辅导。
自从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滕建德
的生活中又多了一件事，每天认真学习
研究十九大报告，为出黑板报寻找素材。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寒冷的天气抵不住滕
建德的热情，写完最后几个字，滕老取出
毛巾擦了擦汗。
为了提高黑板报的质量，
滕老自费订
报纸、买书籍，老俩口每天坚持用 3 个小
时左右读书看报，
广泛收集各种知识和信
息资料，
从党的方针政策、社区好人好事，
再到名言警句、
养生常识，
涉猎非常广泛。
每次出报前，滕老都会提前打好草
稿，然后再进行反复修改。每出刊 1 期黑
板报，从收寻材料开始，要花费两三天的
时间。滕老初稿写好后，由他的老伴范玉
芳进行阅读、修改。在出刊时，范玉芳给
滕老读稿。有时，为了发挥黑板报的时效
性，遇上天气不好也出刊，他俩一个书
写，一个撑伞挡雨；在炎热的夏天，滕老

【走进太平洋百货】之一——了解篇

书写，范玉芳给他扇风纳凉。如今，大到
方针政策、社会热点，小到社区政务和好
人好事，黑板报都会不失时机地进行宣
传，周而复始，年复一年。
滕建德不只关心政治时事，还十分
关心社区里的孩子。当他了解到小区内
很多双职工家庭孩子下午放学后到家长
下班前的时间段内无人监管。于是从去
年初开始，他主动担任起了社区校外家
庭辅导站的辅导员，多次给辖区学生进
行课外辅导。
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记住历史，每
到特定假日，滕建德总会用不一样的形
式来教导学生。清明时，滕老以清明节为
背景，以“缅怀革命先烈，寄托我们哀思”
为主题，教育孩子们要不忘革命先烈的

丰功伟绩，永远怀念他们，要珍惜现在的
幸福生活，要好好学习、奋发向上；六一
儿童节的时候，滕老给孩子们宣讲“学党
史国史，做美德少年”；重阳节来临之际，
滕建德和老伴范玉芳带领孩子们前往老
干部、老党员家进行慰问，让孩子们了解
重阳节的风俗及民族文化的涵义，培养
敬重老人、关心老人的良好品质，弘扬中
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
“要多弘扬
我们的民族文化，让孩子们从小接受中
华文化的熏陶。
”滕建德笑着说。

本报讯 1 月 6 日中午 12 点多，在市客运总站的安
检口边，一名男子将一面写有“拾金不昧 高风亮节”八
个大字的锦旗交到了一名身穿客运站工作服的女子手
中，并连声道谢。
1 月 6 日中午，启东客运总站安检员茅红辉全神贯
注地注视着安检显示屏。11 点左右，当又一拨旅客安
检完自己的行李，走向候车室时，她发现安检仪出口下
方有一只黑色手包。
“一定是哪位旅客着急上车忘记拿
了，怎么办？”茅红辉赶紧喊来值班长陆蕾，打开包，里
面有 2000 多元现金、一部手机、数张银行卡，包里没有
找到失主的相关信息，而手机也需用密码打开。无奈之
下，陆蕾一边让广播室循环播放失物招领启事，一边让
检票员在每个班次发车前上车询问寻找失主。
正当工作人员在紧锣密鼓寻找失主时，失主施辉
已经上了 11：15 发往上海总站的班车。当开车前检票
员上车询问是否有旅客丢失手包时，他四下一看惊出
了一身冷汗“我的包哪去了？”在检票员的引导下，施先
生下车来到安检处，经过核对，手包确系施先生遗留在
安检口的。他表示，要不是你们工作人员上车反复询
问，我根本不会发现我的包已经不在身上了。激动之
余，施先生从包里拿出 100 元要塞给茅红辉以示感谢，
被婉言谢绝。于是，他转身出去制作了一面锦旗，因而
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黄晓燕 周玲屹）

台湾百货业第一大巨头入驻启东——

市区人民路太平洋百货将成启东
市区人民路太
平洋百货将成启东
“徐家汇
徐家汇”
”
1 月 28 日，太平洋百货将盛大开业，位于
市区人民东路的欣乐城由此变身启东“徐家
汇”，成为我市规模最为宏大、设施最为齐全、
服务最为时尚的全新商业圈和购物中心。
一年前，来自祖国宝岛台湾的百货业第
一大巨头“太平洋集团”与全省房地产五十强
之一的欣乐集团强强联手，在市区人民东路
联合创办启东太平洋百货。经过紧锣密鼓建
设，目前各项建设全面竣工，正式开业指日可
待。
放眼国内商业圈，数太平洋百货最为耀
眼！30 年前，台湾太平洋百货成立，并将之定
位于一个“家庭全业态”的综合型百货商业
体。1993 年，太平洋百货开始进入大陆百货
零售市场，目前在大陆及台湾共设有 38 个店
家，其中就包括启东百姓耳熟能详的上海太
平洋百货徐汇店、淮海店、不夜城店。在台湾
则先后开设了台北太平洋百货忠孝本馆、敦
化新馆、新竹店、高雄店等 6 家百货店。

秉持“改革、速度、挑战”的经营行动方
针，以专业、系统的管理制度，30 年来，太平
洋百货直面网络购物对百货零售业的巨大挑
战，不断地以家庭为服务基点，并为之提供更
广面、更充实、更优质、更周全的零售服务，从
而展现新气象、新希望、新愿景，引领新都市
生活空间，乐观向前再创荣耀。
30 年创业，太平洋百货不论在台湾，还
是大陆都创下了傲人业绩。这些年里，太平洋
百货总是以优质的商品、良好的服务、愉悦的
环境，坚持以时尚的领导者为己任，承袭太平
洋百货集团高格调、大众化的经营理念，时时
以顾客生活形态来办理各项百货的促销活
动，展现了一个时尚、前卫的国际化百货公司
形象，树立了太平洋百货集团的国际化服务
风范。因而引领一方消费风尚，成就更加辉煌
事业。
牵手太平洋百货，欣乐城“欣欣然乐在其
中”名副其实！这个总营业面积达 3 万平方米

气派商业中心，必将在 1 月 28 日太平洋百货
开业后，成为市区唯一融购物、餐饮、休闲、娱
乐、住宅于一体的高端城市综合体！并缔造我
市城东商业中心！
欣乐于时尚、风尚于城市，启东太平洋百
货作为我市新的商业标杆，必将在打造具有
现代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购物体验新中心的
同时，成为启东市区规模最大、最富有创意和
体验感的商业集中区，一个启东绝对的商业
中心正呼之欲出！

【太平洋百货家庭主题 mall 定于
2018 年元月 28 日正式开业，开业至
春节期间，将开展一系列的线上线下
宣传活动，整体活动策划及氛围包装
均紧密围绕“家庭·亲子·体验·生活”
为核心主题。太平洋百货的开业，必将
再次引起全市话题，创造史无前例的
开业盛况和业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