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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月 '日凌晨 $时多，顾宏虎
走出位于上钢二村 &(号的家门赶
去上班。一阵寒风吹来，顾宏虎下
意识地裹紧了身上的衣服。不论寒
冬酷暑，作为一名环卫工，顾宏虎
已经习惯披星戴月、踏着这个时间
点上班了。

熟悉的小区，顾宏虎已经在这
里生活了 !%多年。经过 #)号门口，
埋头赶路的顾宏虎不经意地抬头
张望了下。“谁家半夜还亮着灯？”
顾宏虎略有迟疑：“不对，像是火
苗。”顾宏虎警觉地停下了脚步。观
察了数秒，他意识到：$楼一户居民
家失火了。危险！
“着火啦……”顾宏虎立即一

边大声呼叫，一边掏出手机拨打
##%报警。

此时，大家都在酣睡中。火势

越来越大，“快起来……着火了
……”顾宏虎不顾火势蔓延扯高了
嗓门不停地呼喊。居民们从睡梦中
惊醒，#、!、$……在顾宏虎协助下，
不断有人从楼道里逃生出来。

在消防车赶到事发现场前，楼
里的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风助火
势，这时大楼三楼以上已成火海，晚
一步楼里人员都将无法逃脱。
现场正庆幸躲过了生命劫难的

#)号居民回过神来，开始寻找救命
恩人，但在现场已不见人影。
原来，在看到居民都安全撤离

后，顾宏虎悄悄地离开人群。见上班
时间紧迫，一向节俭的顾宏虎破天
荒地拦了辆出租车。到了单位，顾宏
虎也没向任何人提及上班途中的见
义勇为。
被救的居民没有忘记恩情。他

们四处打听后，了解到顾宏虎是徐
汇区绿化市容局日旭环境保洁服务
公司的员工，于是联名给区绿化市
容局领导写了封表扬信。在信中，居

民们说：“顾师傅是你们教育下的好
员工，是我们居民的好邻居。”#!月
!%日，居民杨女士还特地打电话向
局领导表达对顾宏虎的感激之情：

“如果没有顾宏虎及时呼救，我们一
幢楼的居民损失的可不仅是家庭财
产，还有所有人的生命。”

记者 吴梅

凌晨，居民楼窜出火苗……
———环卫工顾宏虎见义勇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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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吕娜）
#!月 !(日，斜

土街道举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宣
讲专场报告会，特邀市宣讲团成员、
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管理学院院长、
教授章友德主讲。
章教授在报告中介绍了《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总体框架，深刻阐述了全面

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重
点任务和重大举措，围绕《决定》提出
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结合实例
进行了深入解读。章教授的报告内涵
丰富、生动深刻、联系实际，具有很强
的感染力，是一场十分精彩的宣讲报
告，对于全社区深入学习领会十八届
三中全会精神是一次重要的辅导。

斜土：举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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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周方）
#!月 !%日下

午，徐汇区体育总会举行第五届会
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区体育总
会第五届理事会。审议通过了修改
后的《徐汇区体育总会章程》。
徐汇区体育总会是依法成立的

群众性体育组织。目前拥有会员 '(

名，它是全区最大的体育社团组织。
在过去几年里，区体育总会努力推

进“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
划”，积极倡导“体育生活化”理念，
加强制度建设，规范体育社团管理，
组织和举办了一系列有较大影响的
全民健身活动和体育赛事，使全区
体育事业呈现出持续、健康发展的
良好态势。修改后的《徐汇区体育总
会章程》也反映了区体育总会的发
展需求。

区体育总会完成换届
! ! ! !

本报讯 （华宣）圣诞前夕，华
泾镇的葛霏霏布艺工作室举办圣
诞主题开放日活动，!天的活动吸
引了华泾镇机关工作人员以及社
区居民近 *"人参与。

葛霏霏布艺工作室成立以来
坚持定期开放制度，在日常的工作
室开放活动中，工作室成员发现居

民们对于实用的物件以及家居饰
品非常感兴趣。临近年末，圣诞和
新年即将到来，一些精美可爱迎合
节日气氛的布艺小饰品，无论是自
用还是赠予他人，都是十分受欢迎
的。因此，布艺工作室举办了圣诞主
题开放日，葛老师特地设计了圣诞
袜、圣诞树抽口袋、圣诞靴手机挂件

等。工作室成员加班加点 !天准备
相应的材料包，供来访者体验。

华泾镇的葛霏霏布艺工作室
立足华泾的本土资源，为社区居民
提供学习和体验的场所，为志愿者
提供服务与提高的舞台，积极传播
与推广黄道婆布艺文化，努力打造
华泾镇社区教育特色品牌。

心灵手巧 扮靓圣诞
华泾镇葛霏霏布艺工作室开放活动

! ! ! !“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
&!月 !& 日的下午，市八医院门诊
大楼的儿科“爱心角”传来阵阵圣
诞歌曲，身穿“蓝马甲”的百雁志
愿者们正在为前来就诊的患儿们
共同举行儿科“爱心角”圣诞欢乐
派对。

儿科“爱心角”作为市八医院
的志愿服务特色品牌，吸引了大量
医务志愿者与社会志愿者广泛参
与，减轻小朋友们就医时的紧张
情绪，创造充满人文关爱的医疗
环境。

儿科“爱心角”圣诞欢乐派对
以摊位游戏的形式进行，既有健康
知识小问答、动画角色猜猜看等贴
近小朋友们健康及生活的环节，也

有以回收再利用为理念的圣诞手
工小作坊，由志愿者扮演的圣诞老
人还走到儿科候诊区和儿童输液
区，亲切地和每个小朋友打招呼，
安慰正在哭闹的小朋友并送上笑
脸徽章。“往往小孩一哭，我们家
属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有了圣
诞老人和蓝马甲志愿者来陪伴小
孩，分散小朋友的注意力，看孩子
们笑地多开心呀！”一位家属这样
说道。
儿科“爱心角”因为有了志愿者

的身影而洋溢着浓浓的温暖氛围。
未来社工部还将与医护人员共同探
索，不断拓展儿科“爱心角”的服务
对象和服务范围，为更多的孩子带
去健康与关爱。 胡建平

健康欢乐 浓情圣诞
———市八医院儿科开展“爱心角”圣诞主题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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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陶建幸）
&!

月 !$日上午，长桥四村居委民政干
部带着一家企业的深情厚谊来到小
区孤老谢阿婆家，献上品牌羽绒服，
居委干部陈女士还帮助试穿，衣服大
小正好，谢阿婆非常满意，连声称谢。
据了解，此举由上海市慈善基

金会徐汇分会牵线搭桥，上海服装

集团品牌发展有限公司为感恩社
会，近日向全区孤寡困难老人捐赠
各型羽绒服 *""件。
值此圣诞节来临之际，社区干

部也纷纷上门，向辖区 $$位孤老和
困难老人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这
恰似一股暖流，给困难老人们带来
丝丝暖意。

“上服”向四百位困难老人送礼

! !来沪找工作没成功还被骗了
钱，为了回家走投无路的小韩最终
选择了一个最蠢的办法———抢劫。
日前，徐汇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
案，被告人小韩因抢劫罪获刑三年。

小韩是河南人，刚满 !"岁。初
中毕业之后就四处打工。今年 )月
!$日晚上，他从老家赶来上海，准
备面试一份工作。在第二天上午的
面试中，他的表现并没有得到老板
的赏识，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回家。
然而，买票的过程当中却出现波
折，最终导致了后面悲剧的发生。

当天下午三点多，他来到上海
南站准备买票回家。回河南的火车
本就不多，又适逢暑假，他毫无意
外的买不到当天的车票。没有办
法，他只得将目标转向黄牛。

黄牛手中也没有当天的车票，
但却提醒他说可以坐汽车回去。没
有其他选择，小韩拿出身上仅有的
$"" 元钱中的 !+$ 元从该黄牛手
中买了一张回老家的汽车票。

按照黄牛的说法，他来到西区
汽车站准备乘坐这辆 (点半发车
的客车回家。当他来到车站后，司
机看了下小韩手中的票，告知他这
张票只能坐到徐州，如若坐到郑州
还需要另付 ("元。而此时，他的身
上已经付不出 ("元了。

得知被骗，小韩又回到上海南
站准备找黄牛讨要说法，把票退
了。从 +点到晚上 &"点，他苦寻 *

个小时黄牛都没有再次现身。晚

上，身上不足 *"元的他找了一家
网吧过夜。

四进便利店酝酿抢劫

第二天上午，小韩继续到南站
寻找那个骗他钱的黄牛，还是没有
任何结果。七月的上海，天气炎热。
钱被骗了，没钱回家，怎么办？小韩
心里无比焦急。&&点多，口渴难忍
的他找到一家私人便利店买了瓶
矿泉水解渴。

这家便利店在上海南站附近。
买水的时候，小韩看到店里只有一
个三十出头的妇女和一个两岁左
右的孩子。出了店，他突然有了抢
钱的想法：店里只有女的和孩子，
应该比较好抢！他在路边捡了一块
米黄色的鹅卵石放在裤子口袋里，
再次进了这家便利店买了瓶水。
这次小韩并没有着急出去。表

面平静的他内心在做着激烈的思
想斗争。他深知抢钱是不好的，是
违法的。显然，这次他还是没有下
定决心。过了一会儿，他又出去了。

不知道在门口转了几圈，他觉
得实在没有办法了。终于，小韩下
定了决心。第三次进去，他买了一
根棒冰，边吃边看店内的电视。期
间，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他还和
老板娘聊起了天。

突然，小韩用只有他自己才能
听到的声音说了一句：“抢劫。”老
板娘没有听清，他鼓起勇气大声

说：“抢劫！”老板娘以为他在开玩
笑，说：“抢什么抢”。他感觉老板娘
一点儿都不怕，就退出了便利店。

小韩在门口站着，他很害怕。
(分钟后，他再次鼓起勇气走进了
店里。看到老板娘拿着手机在打电
话的样子，他以为在报警。情急之
下，他伸手就去夺手机。老板娘一
闪，他没有抢到。接着，他抱起地上
的孩子，拿起口袋里的鹅卵石佯装
要砸小孩头部以此威胁老板娘，喊
道：“抢劫，把钱拿给我！”
看到自己的孩子有危险，老板娘

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抢孩子。小韩把孩
子放在地上，就去打开柜台拿钱。这
时，老板娘冲到门口，大喊抢劫，寻求
帮助。小韩抓起一把钱就往外跑。

沿着石龙路跑了不到 *""米，
小韩就对自己的举动后悔了。而此
刻，老板娘和邻居也驱车赶到，将
他拦住。马上，警察来到清点了小
韩手中的钱数，共计 ,+"元。

事后，被害人老板娘也认为他
是一时糊涂，对他表示谅解。

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被告人
韩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以暴
力胁迫方式劫得他人财物，其行为
已构成抢劫罪。鉴于其被被害人控
制后无暴力反抗，退还了全部被劫
财物，未造成严重后果，具有悔罪
表现，并取得了被害人谅解，依照
刑法相关规定判处其有期徒刑三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通讯员 马超

无钱买车票抢劫便利店获刑三年

面试未果被黄牛骗钱

顾宏虎正在清运垃圾 戴文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