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李砺瑾/文 杜卿/图

雨夜，一辆满载西瓜、坏在滨河北路市区与宜阳县交
界处的手扶拖拉机，一起碰撞事故，拿不出的25元钱，城
管队员的帮助，交警的垫付……这是从9日晚上8点27分
到10日凌晨1点37分发生的真实故事。

遭遇：刚进城，满载西瓜的手扶拖拉机坏了
9日晚上8点27分，本报接到家住宜阳县高村镇宋屋

村的陈银虎师傅打来的电话。他说，他和妻子开着一辆手
扶拖拉机走了4个多小时，刚进市区，拖拉机就突然爆胎坏
到了路上。他求助晚报“助农爱心联盟”。

接到陈师傅的电话后，记者立刻出发，在路上联系到
了高新区城市管理局执法大队。到达现场，记者看到陈银
虎夫妇站在雨中，载着满满一车西瓜的拖拉机坏在路边，
一辆电动车撞在拖拉机的左后方。

看到出了交通事故，记者联系了交警部门，高新区城
市管理局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也赶到现场，在大雨中联系
维修师傅。此时已近深夜，雨越下越大……

帮助：他们帮瓜农垫付赔偿费、修车、卖瓜
晚上10点多，市交警支队事故处理大队二中队的两

名交警来到现场，通过调查了解到，原来，陈师傅的拖拉机
坏了后停在了路上，因为大雨视线不清，一辆自西向东行
驶的电动车撞上了拖拉机的一侧，电动车受到一定程度的
损坏，车上的人员并无大碍。

经协商，电动车车主坚持要50元赔偿，但陈师傅和妻
子身上只有25元钱。为了能尽快解决问题，交警表示自
己先垫付50元。收到钱后，电动车车主在大家帮助下离
开现场。晚上11点9分，交警处理完事故后，送给陈师傅
一个反光锥筒，希望能给其他过路车一个提醒。

在处理这起意外的同时，在现场的高新区城市管理局
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修鹏，协调来一辆货车，跟着又来了七
八名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原来，高新区城市管理局工
作人员了解到陈师傅的情况后，联系爱心人士买下了整车
瓜。随后，大家齐力把西瓜转移，转移完毕后，两名修车师
傅来到现场，这时已近晚上12点。

修车工乔师傅检查后说，这辆拖拉机已经用了十几年，
内胎老化，承受不了一车西瓜这么大的重量，才会在半路上
爆了胎。大家打开环卫车灯和手机灯照明，让乔师傅补胎。

心声：感谢大家帮忙，下次来还想把钱还了
轮胎补好了。正当大家以为陈师傅可以和妻子回家

的时候，他却说，他还欠那位交警50元，他卖了瓜要把钱
还给人家。看着在场脸上有雨水也有修车汗水的大家，陈
师傅说：“晚报之前就帮我卖了瓜，这次又帮了这么大的
忙，真的感谢你们！”

昨日下午，记者联系陈师傅得知，昨天一早，陈师傅夫
妇去交警队找到了那位交警，但对方告诉他这钱不用还
了，得知他们还没有吃饭，交警队还给了他们送了早饭。

陈师傅说，他下次来市区还要去找那位交警，还是要把
钱给人家送去。现在，他要赶紧把地里剩下的几千斤瓜摘
出来，二女儿今年考上了一本，他们要赶快给孩子攒学费。

从前日晚上到昨日凌晨，宜阳瓜农陈师傅
在来市区卖瓜的路上亲历了一幕幕故事

雨夜，一辆卖瓜拖拉机
刚进城就爆胎了……

姓名：聂政钦
手机：18037968012
卖瓜地：宜人路
心愿：宜阳县三乡
王岭村的家中还有
3万斤西瓜，一下雨
就担心好多西瓜坏
到地里，希望赶紧
卖完。

姓名：高彦子
手机：13949256071
卖瓜地：环城北路
建安门前
心愿：下雨了，剩下
的700多斤西瓜不好
卖，着急回家照顾刚
做完胃癌手术的妻
子，想对西瓜进行促
销，有意者请联系。

姓名：韩麦娥
手机：18738404990
卖瓜地：牡丹桥北
桥下西侧文兴阳光
水岸小区门口
心愿：因为下雨，
2000 多斤西瓜，三
天没卖出去多少，家
里还有一万多斤西
瓜，希望好心人来买
西瓜。

姓名：辛利民
手机：13633871309
卖瓜地：前进南路
与周山路交叉口
心愿：天下雨瓜不
好 卖 ，家 里 还 有
6000 斤，希望洛阳
晚 报 能 呼 吁 帮 着
卖瓜。

□记者 李砺瑾/文 张怡熙/图

昨日，本报在头版发出爱心
倡议，呼吁大家在最近阴雨连绵
的天气里，能够多买瓜农西瓜，
让他们早日回家。

倡议一经发出，立即引来众
多市民和爱心企事业单位的响
应。市轨道公司、河南科技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洛阳九洲集团有
限公司、鑫沃集团、致同凯桥事
务所、洛阳昊祥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洛阳万通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等众多爱心单位纷纷致电本
报，希望能在下来的活动中认购
瓜农的西瓜，献出爱心。

与此同时，本报“助农爱心
联盟”的热线也接到众多瓜农的
求助。40多名瓜农打来电话，
希望在阴雨天得到帮助。

昨日下午，本报摄影记者在
西工区牡丹桥下西侧文兴·阳
光水岸小区门口，遇到了家住
宜阳县高村镇的贫困瓜农韩麦
娥，她说家里房子前年失火，至
今还欠着七万多元的债，家里
负担很重，基本上要靠他们老
两口支撑。今年她65岁了，老
伴儿也已经70岁，但他们仍然
种着地，全家人就指望着这些
地生活。

韩麦娥和老伴儿亢师傅已
经来洛阳3天了，他们住在桥
下，平时吃饼、喝免费汤，3天来
没吃过咸的。这两天下雨生意
不好，拉了3000多斤西瓜只卖
出了40元钱的，家里还有近两
万斤西瓜。说着说着，她流下
了泪……

了解到韩麦娥家的情况，作
为活动的发起者，本报也想为瓜
农们尽尽心，让他们早日回家。

帮助瓜农韩麦娥
的倡议在晚报编辑部的微
信群里一经发出，不到1个
小时，本报员工就踊跃捐
款4000多元。随后，记
者立刻出发，将韩麦娥家
这车瓜买了下来。

昨晚7点多，买下这
车瓜后，记者冒雨和韩麦
娥来到洛阳地铁1号线牡
丹广场站，将这些爱心瓜送
给奋战在地铁建设一线的
工人们，作为对他们为
洛阳建设付出辛勤
汗水的敬意。

据悉，中国
铁建承建的洛
阳地铁1号线
一、二、三工
区，共有谷水
站 、秦 岭 路
站 、武 汉 路
站 、长 安 路
站、上海市场
站、牡丹广场
站六个站，数百
名地铁工人们两
班倒，连续不间断
施工。

看到我们送来
的爱心瓜，该标段相关
负责人说，感谢晚报的
爱心，他们将以实际行动
投身到地铁建设中，让洛阳
老百姓早日坐上地铁。

尊敬的读者，本报“助
农 爱 心 联 盟”的 其 他 后 续
活 动 将 陆 续 启 动，请 您 继
续关注。如果您愿意献爱
心，或 者 您 是 需 要 帮 助 的
瓜农，都可以拨打本报热线
66778866和我们联系。

□记者 张怡熙 杜卿 文/图

昨日，记者在一些路段发现，不少瓜
农西瓜难卖。我们搜集了部分瓜农的信
息，如果他们在您家附近或者您需要大量
西瓜，请您伸出援手助瓜农早日回家。

如果您身边也有需要帮助的瓜农，
请拨打晚报热线66778866告诉我们。

若遇到他们
盼您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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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倡议引关注
接力助农暖人心

众多爱心单位纷纷致电本报，希望能在活动中认购西瓜
本报员工捐款4000多元，买下贫困瓜农的一车瓜送给地铁工人

□记者 智慧 实习生 陈晓敏

“请您多买一个瓜，好让瓜农早回
家”。昨日，本报头版发出这一爱心倡
议后，市民纷纷响应，雨中，街头的瓜农
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关心。“卖瓜就怕
下雨，晚报牵头，咱也能帮就帮！”不少热
心市民拨打66778866，为“助农爱心联盟”
点赞。

实际上，从7月3日启动至今，晚报“助农
爱心联盟”的公益队伍一直在不断壮大。他
们中，有“爱管闲事”的小区居民，有忙忙碌碌
的企业老板，更有无数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他们借助微信、微博等渠道传递瓜农信息，点滴
爱心，汇聚成一条顺畅的“卖瓜路”。64岁的瓜
农亢相知，对此最有体会……

一个群消息，卖出近千斤西瓜

亢师傅来自洛宁县河底镇元村。7月7日晚，
听说第二天要下雨，在洛龙区书香苑小区北门卖
瓜的他，满面愁容。出门散步的书香苑小区居民
王勇，无意间与他攀谈起来，得知老人的担心后
也着了急：“前几天看晚报，不少人给瓜农帮忙，
既然遇上了，我也得伸把手！”

当晚9点 12 分，王勇在书香苑的业主群
内发了一条信息：“@所有人，小区有人买西
瓜没？洛宁的一个伯伯两口子，在北门卖西
瓜，我看西瓜挺大挺甜……有人一起组团
去买吗？”

“现在吗？下楼吧”“支持”“马上
到”……尽管早已料到会有人支持，小区居
民的热情还是让王勇颇为意外：“大家太积
极了，有些人也没回复，直接就去了。”

虽将近晚上10点，书香苑小区北门
却格外热闹，大家围着亢师傅的拖拉
机，你两个、我三个，把西瓜拎回了
家。与此同时，王勇也与书香苑小
区所在的大学城社区取得了联
系，除了买瓜，社区的工作人员
还特意腾出一间有空调的活
动室，想安顿亢师傅老两口
住一晚。

7日晚上10点半，
看着只剩下瓜藤的

拖拉机，亢师傅拉
住王勇连连道

谢：“要是没
你 帮 助 ，

这将近1000斤西瓜还不知道得卖到
啥时候！”在社区活动室稍作休息后，
担心地里未摘的西瓜被雨水泡坏，亢
师傅和老伴儿匆匆踏上了返程路。

一条朋友圈，引来三位
“大买家”

每年7月，是亢师傅最忙的时候。
为了让地里成熟的西瓜早点儿卖完，
他和老伴儿常常夜以继日，奔波在瓜
田和市区之间，往返 12个小时的车
程，让他们把自己的休息时间压缩到
了极限。

8日晚上10点，亢师傅拉着西瓜
再次来到市区，因为对市区道路不熟
悉，他再次来到上次卖瓜的地方继续摆
摊，盼着第二天能有好生意。然而，9
日的降雨，让他只能坐在拖拉机旁焦急
等待。到了晚上10点多，加班回来的
王勇再次发现了他。

“邻居们已经买了不少瓜了，我
就想把信息发到朋友圈里，看能不能
帮上忙。”王勇说，当晚10点半前后，
他拍下亢师傅卖瓜的照片，发出了求
助信息，没想到，这次，来了三位“大
买家”。

洛阳昊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肖湘是买家之一，听说瓜农
来自洛宁，她直接表示让亢师傅回洛
宁后，把1000斤瓜送到洛宁县城她所
在的公司里，以免到市区奔波。还有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爱心女士认购了
600多斤西瓜。

昨日中午 12点多，在淅淅沥沥
的小雨中，亢师傅和老伴儿坐上拖
拉机，载着仅剩的 30 多个西瓜，向
郭寨方向驶去。在那里，驻洛某部
官兵已从上述两位买家手中接过

“爱心接力棒”，准备将这些西瓜全
部买下。

如果您愿意
遇见瓜农就买个瓜吧

亢师傅家种了2亩西瓜，如今，在
大家的帮助下，田里的瓜已经剩得不
多了，但是，在市区的大街小巷，还有
许多像他一样的瓜农，在焦急中无奈
地等待着。亲爱的读者，如果您愿意，
看到他们就买个西瓜吧，让我们一起
搭把手，助他们早日回家。

晚报“助农爱心联盟”继续壮
大，热心市民主动为洛宁瓜农

提供帮助并多方联系买家

爱心接力

▼ 本报员工捐款
买的爱心瓜，送到了洛
阳地铁1号线牡丹广场
站工人师傅手中

讲到家里的情况和这两天的瓜情，韩
麦娥流下了眼泪

一车西瓜卖完了，韩麦娥松了口气，
露出了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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