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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8 月 19 日，
新华社微信公众号在4个小时内
就转发了辽宁两个正能量事件：
下午5时许转发了抚顺小伙肖春
旭从起火轿车里救司机的报道，
晚9时许刊发了铁岭“外卖侠”李
默过肩摔擒贼的报道。

本报记者采访时得知，李默
和肖春旭都是90后，肖春旭出生
于1993年，李默出生于1997年。

李默当了两年兵后退役，
出手擒贼时刚刚 22 岁。虽然只
有 22 岁，但这位 90 后有着超出
同龄人的成熟和稳重，把窃贼
摁倒在地时仍不忘工作，通过
耳机向外卖站领导交代工作上
的事：订单调给别人吧，我抓小
偷呢送不了啦。

肖春旭同样很年轻，但他在
危险面前表现出来的英勇让人
感动，在他人遇到生命危险的
时候，不顾个人的安危，勇敢地
冲上前去拉开车门，给了被困
司机一个逃生机会，他搀扶司
机刚走出十多米远，汽车就燃
起大火，旁观者都吓坏了，但肖
春旭非常镇定，表现出了超常
的心理素质。

肖春旭和李默，两位90后代
表人物，在危难之时该出手就出
手，一个徒手拉开起火的车门救
出被困人员，一个用漂亮的过肩
摔擒获偷钱包的窃贼，充分说明
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 90 后已经
成为正能量事件的主角。辽沈
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吉向前

2019 年 10 月“中国
好人榜”日前发布，辽宁有
三位好人上榜：商场门口
勇擒小偷的外卖小哥李
默，从起火轿车中勇救受
伤司机的 90后小伙肖春
旭和勇抗病魔履行职责的
东港市孤山派出所所长谷
向阳。其中，李默、肖春旭
的事迹经本报报道后被中
央媒体转发，得到全国读
者的关注，此次上榜“中国
好人榜”，是对他们正能量
的一种高度肯定。

在10月“我推荐我评
议身边好人”活动中，经过
网友推荐点赞、地方文明
办筛选审核、中国文明网
集中展示、公众代表评审
评议等环节，全国共有98
位身边好人光荣登上“中
国好人榜”。

8月17日，在铁岭市太平洋购物中心门前，
外卖小哥李默抓住一名偷了东西逃跑的男子，
男子试图脱手逃离，李默从背后搂住他的脖子，
男子发现反抗无望后再次试图逃跑，李默一个
过肩摔将他摔倒在地。男子第三次试图逃离现
场，李默再次过肩摔将他摔倒，并死死按住他的
双手。

8 月 17 日，肖春旭和朋友路过抚顺一处交
通肇事现场，他看到车上有火苗，几步跑到出事
车前。当时汽车前机盖冒出了火苗，车体变形
挺严重，司机昏迷……肖春旭使出全力拉车门，
解开受伤司机身上的安全带，搀着他赶紧离
开。在肖春旭的搀扶下司机勉强走到路边，刚
走了十几米远，车一下子就燃起了大火。

李默和肖春旭都是“90后”
同一天做好事同一天被中央媒体关注

人物：见义勇为好人李默
送餐遇女孩被偷 过肩摔当街擒贼

人物：助人为乐好人肖春旭
司机被困 他救人后车辆燃起大火

10月“中国好人榜”辽宁三人上榜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王鹏报道 小区外人行道上一个
鼓鼓的黑色钱包被遛弯的于先生捡
到，打开钱包，里面是厚厚一沓百元
大钞。于先生和妻子来回看了好几
次也没见到有人在此经过，他就拿着
钱包在原地等失主，直到天黑失主也
没出现，于先生只好求助警方。

昨日上午，经过一上午查询，沈
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泉园派出所终
于联系上了失主，失主这时候刚发现
钱包遗失，正在发愁呢，民警的电话
打过来了。

昨日一大早，泉园派出所跑进来
一名中年男子，见到值班民警周明星
后表示，他姓于，是附近小区居民，边
说边从兜里掏出一个黑色钱包，“警
察同志，我昨晚捡了一个钱包，里面
有不少钱，我等失主好长时间也没找
到，能不能帮着查查失主。”周警官听
完男子的叙述后把他请进办公室。

“就在前一天晚上，于先生和妻
子到小区外遛弯，在小区外甬道上捡
到这个钱包。当时，于先生看到钱包
里有大量现金，还有银行卡和身份
证，担心失主着急，他就在原地等失
主来找钱包，可一直等到很晚也不见
失主，没办法他就先回家了。第二天
一大早就跑来派出所求助。”周警官
回忆说。

周警官和于先生一起对钱包内
的现金进行了清点，总共 7200 多元。

“当时我就想，失主一定是刚从银行
取的钱，因为现金全都是新票。而
且，现在手机支付这么普及，手里一
下子拿大量现金的人不多了。失主
一次性取这么多现金一定是有急
用。”于先生对周警官说。

因为有身份证信息，周警官开始
寻找钱包的主人，直到中午时分，终
于查到了一个联系方式，这个号码正
是失主的。

“电话接通以后，对方说刚发现
钱包丢了，正不知所措的时候就接
到了民警电话。当时他在高速公路
口，马上就开车来到派出所。”周警
官说。10 分钟后，失主赶到派出所，
见到钱包和一分不少的现金十分感
激。他告诉民警，当天下午他去银
行取了 7000 多元现金，原定第二天
给员工发奖金，因为自己衣服是新
买的，衣服内部的设计让他误认为
是内怀兜，将钱包放在里面后走路
回家，钱包什么时候丢的自己根本
不清楚。

当他得知是于先生捡到钱包并
在原地等他到深夜，派出所民警查找
他的信息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后，失
主十分感动，随后打开钱包掏出一摞
现金递给于先生表示感谢，被于先生
婉言谢绝。失主和于先生一道从派
出所离开时还不停地说，“现在还是
好人多，太感谢你们了！”

捡个装7200元的钱包 他大冷天等失主到深夜

捡到钱包的于先生求助沈河民警寻找失主。 视频截图

一辆大货车失火后开往收费口，
盘锦交警让大货车赶紧驶离收费口，
并引导着冒浓烟的大货车开出去1公
里，停到车少的地方，多名交警从值
班室拿来灭火器进行扑救。

昨日，盘山县消防救援中队对交
警的扑救措施给予肯定：让失火货车
驶离危险区域再扑救，紧急处理措施
得当，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我刚要到单位接班，就看到一辆
大货车失火冒着浓烟”，昨日，盘锦交
警京沈高速大队一中队中队长支剑介
绍：11月1日下午4时许，他像往常一
样到单位接班上岗，驾车刚到大队门
前时，发现京沈高速盘锦北站的匝道
里有一台大货车轮胎处冒出火苗并伴
有浓烟，缓慢地向盘锦北站出口处驶
来，“这辆车着火了，但不能让车停在
收费口，要不然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支剑考虑到收费口车来车往、人
流密集，如果通过收费口时火势变
大，引燃了收费亭等设施，那火情就
不可控了。他迅速停车跑到收费站，
告诉高速收费员赶紧把停车杆抬起
来，“想让失火大货车交费再抬杆通
过收费口是不可能了，必须采取应急
措施。”支剑说，此时大货车正好开到
了收费口，“司机说知道车起火了，所

以想通过收费口驶离高速公路，我让
他跟着我的车走，带着他到车少的地
方停车然后再灭火。”

司机一下子就明白了，此时大货
车轮胎起火冒烟，但还能行驶，大货
车司机跟着支剑把车开出了约1公里
远，来到 305 国道一处车辆比较少的
地方停下了车。

支剑安顿好司机，回到车里抄起

对讲机通知在大队办公楼里的同事，
“带上单位的灭火器赶紧下楼，过来
一起灭火！”

几分钟后，大队教导员侯大雨等5
人拎着灭火器赶到现场，民警们首先封
闭了火场周边的道路，以免路过的车辆
受到损害，然后拿着灭火器开始灭火。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大货车燃起
的大火呼呼地直卷车厢上部，民警把

几支灭火器喷完也没把火灭掉，司机在
旁边焦急地喊“不行啊，不好使”。“砰砰
几声，大货车的轮胎烧爆炸了，类似险
情我们也经过，所以不怎么害怕。”支剑
说，巨大的爆炸声没有吓退救火的民
警，他们向过往车辆征用灭火器继续灭
火，“我安慰大货司机，没事儿，消防队
离得很近，一会儿就能到了。”

几分钟后，盘山县消防救援中队
赶到将火扑灭。

昨日，盘山县消防救援中队指导
员姜涛表示，交警把失火大货车引离
收费口到车少的地方再灭火，这种处
置措施非常正确，避免了高速公路收
费站被引燃造成更大损失。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吉向前

失火大货车直奔高速收费口……

盘锦交警京沈高速大队一中队中队长支剑拿着灭火器灭火。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