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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通讯员

吕军萍 陈子昕）

10月9日下午， 在广州

地铁2号线三元里站上演了一场激烈的

“追逐”。 一名见义勇为的乘客、一名地

铁站务人员和两名辅警，合力将一个偷

拍女乘客并企图逃跑的男子被制服。 昨

日， 记者从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获

悉， 该男子已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

被处以行政拘留三日。

发现偷拍，机智乘客向司机求助

10月9日下午， 记者接到市民萧先

生报料， 地铁2号线有男子在偷拍女乘

客。 在东方航空工作的他当天恰好出门

办事。“等车的时候我听到‘啪’的一声，

发现是一个男的掉了东西，再一看发现

他的手机好像在偷拍身边的女士。 ”

被偷拍的女事主陈小姐想起当天

的事情还心有余悸。 她告诉记者， 事

发那天下午她刚刚去机场送完一个客

户， 从 3 号线的机场南站搭地铁到嘉

禾望岗站换乘 2 号线， 偷拍者和萧先

生也在同一个屏蔽门前等车。 但她没

想到的是， 偷拍从这个时候就已经开

始了。

萧先生说，他平常就是比较警觉的

人，当时就觉得该男子形迹可疑。 上车

后，该男子迅速抢占了被拍女士对面的

座位，并且开始继续用手机偷拍。 萧先

生在确认有偷拍行为之后，用手机记录

下了作案过程，保留作证据。

萧先生回忆，当时他们乘坐的位置

在车头， 距离站台的工作人员比较远，

所以他决定求助司机。 在列车到达飞翔

公园站时， 他用手机编辑了一行文字：

“有个人在偷拍女乘客， 下一站找人来

帮忙，第一个车门”。 然后通过车厢外的

玻璃门向司机传递信息，并且看到司机

对他点了点头。

四人合力最终制服偷拍者

这名被提醒的司机是广州地铁一

级司机一级电客车司机陈佳洪。 据他介

绍，自己在开门立岗的时候看到了萧先

生的提醒。“出于对其他乘客安全，我点

头示意了一下乘客就关门动车了，期间

将情况报告行调。 ”

飞翔公园的下一站是三元里。 接到

通知后，三元里站站务员陈鸿斌马上赶

到对应车厢守候。

“上车后一位蓝衣男乘客

（即萧先

生 ）

对我说有人偷拍女性， 并且指着

偷拍的白衣男乘客， 我马上让他们和

被偷拍的当事人先下车。” 陈鸿斌回忆

道， 刚开始白衣男子还比较配合地下

车， 但是当被询问有没有做了类似偷

拍的举动， 该男子明显开始慌乱并且

想离开， 他于是通车控室寻求辅警同

事的帮助。

白衣男子听到辅警要过来已经很

慌乱，并且试图删除手机中的照片销毁

证据，但被阻止。 随后该男子挣脱往扶

梯上面跑，萧先生和陈鸿斌二人就立即

追上去站厅，在站台阻拦他防止他跳出

栏杆，紧接着辅警赶到现场制服了该男

子。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刘漫英）

“感谢你们培养

出来的雷锋式好司机……” 10月8

日， 国庆长假结束后， 学子们基

本回归学校。 这天， 广州公交346

线天河学院总站站长郑丽美收到

天河学院彭同学的一封感谢信，

拜托她一定要交给张永乐车长或

者黄桂香站长。

是什么事情， 令彭同学如此

坚持？ 直到郑丽美看完了表扬信，

才理解彭同学的一片用心。 事情

还得从9月30日说起。 当天上完课

后， 彭同学和同学们一起拉着行

李， 去乘坐广州公交集团三汽四

分公司346线公交车， 准备到天河

客运站转车回家。 一路上， 彭同

学沉浸在与同学们讨论假期行程

中。 下车后， 她没有拉上自己的

行李箱， 便匆匆忙忙去天河客运

站赶车了。

当班车长张永乐在检查车厢

时发现这件行李箱。 一番等待后，

不见失主前来认领行李箱。 张永

乐只能将行李箱带回天河学院总

站交给黄桂香站长妥善保管， 并

帮忙寻找失主。

黄桂香在天河学院闲置群里

发布失物认领信息， 从而找到彭

同学。 当天， 彭同学让比较晚离

校的老乡帮忙领回失物。 心中始

终十分感谢公交人员， 彭同学便

利用假期时间写一封感谢信， 贴

上爱心小国旗， 在10月8日返校时

将感谢信送到天河学院站长室。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

近日，天河区林和街派出所民警拿

着一份客户联回单复印件到农行

广州林和西路支行核查相关业务，

银行职员“火眼金睛”看出该复印

件的印章有疑，最终经核实该印章

是伪造的。为此林和街派出所特意

送上感谢信。

据介绍，几天前，林和街派出

所民警手持一份农行《个人结算业

务申请书》 客户联回单的复印件，

到农行林和西路支行柜台，要求确

认该笔业务的银行流水。农行临柜

员工郑东梅在接到该复印件后，凭

借多年的工作经验立刻对该申请

书上所加盖的业务印章表示怀疑，

并马上向后台主管人员和运营主

管通报情况。

为进一步确认该业务的真实

性， 农行职员通过系统进行查询，

并根据印章上经办人员名章、时间

等要素展开核实，最终确认该笔回

单和其印章为伪造，并向经办民警

详细说明情况，解答其疑惑。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从城市

辗转农村，他在基层扎根3年，脚下沾着

泥土，倾注真心真情。 他就是今年3月获

评“广州好人”的越秀区派驻清远扶贫

队长陈志龙。 原本到4月份，陈志龙在清

远的扶贫工作已结束， 但记者近日获

悉，他却选择继续留在那里再干两年。

三年前，陈志龙还在越秀区六榕街

综治办工作。 自2016年5月起，他成为一

名扶贫干部，来到清远市清新区三坑镇

枫坑村担任扶贫队长。

在走访中，陈志龙得知村里有一名

叫作陆国平的老人家境贫穷，由于一些

特殊原因， 其女儿的户口一直没解决。

于是，陈志龙先后十多次带着老人跑镇

派出所、民政部门办理，筹集5000元帮

父女做亲子鉴定，解决户口问题。 同时，

他还垫资补交了老人以前的农村医疗

保险和养老保险， 并根据相关规定，将

父女二人纳入低保户。

陈志龙了解到村民一直饮用山泉

水和井水，没有任何净化过滤处理。 他

随即向帮扶单位以及镇政府汇报，利用

越秀区扶贫资金11万多元，在村里建设

了饮用水净化过滤蓄水池。

为摘掉贫困村的“帽子”，陈志龙组

织村委干部考察多个基地，结合各地经

验多番论证，确定建设种养结合示范基

地，成立了枫顺专业种养合作社。 不久

后，枫坑村种上了西瓜、黑糯玉米等农

作物。 经过一年半的运作，村民迎来丰

收。 随后，陈志龙链接社会资源，帮助农

产品寻找销路。“项目带动18人到基地

就业。 ”陈志龙高兴地说，每户贫困户通

过基地就业增收18000多元。 去年底，枫

坑村100多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今年4月， 陈志龙三年的扶贫工作

已结束，但他却放心不下那个他洒过热

汗的地方。“这里的扶贫工作还没做完。

我跟村民都熟悉了， 还是我比较合适，

而且家人也支持我。 ”陈志龙说，于是他

选择继续留在当地再干两年扶贫工作。

发现偷拍 乘客“隔空”求助司机

事发2号线三元里站，站务人员辅警和乘客合力制服“偷拍男”

公交人接力寻失主

大学生写感谢信点赞

三年扎根农村“广州好人”再上扶贫路

越秀区派驻清远扶贫队长陈志龙扶贫工作结束后选择继续留在当地

银行职员“火眼金睛”

一眼认出伪造印章

偷拍男子被制服。 受访者供图

陈志龙经常深入田间地头了解村

民生产生活情况。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

萧先生用手机编写

的求助信息。

荨

乘客萧先生 （左）用

手 机 向 地 铁 司 机 陈 佳 洪

（右）寻求帮助。（场景还原）

信息时报 记者 陈引

见习记者 胡瀛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