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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为做公交司机的儿子送饭
三年“零事故”为父亲节最好礼物

本报讯（记者张 偲 通讯员李立 晏杰）
“开公交车太辛苦，饮食没规律不行。”为开公
交的儿子送饭，好父亲一坚持就是 10 年。儿
子都长大成人了，为何还这么“惯着宠着”？
昨日下午，公交 736 路的乐文兵师傅开
完一趟车回到站里，67 岁的父亲已等在调
度室了。看到乐文兵回来，父亲拿出饭盒，

营养不够。就这样，只要乐文兵傍晚回到调度
室，父亲就一定在那里等着他。父亲的话不
多，每次都是同样的一句：“要注意安全。”
三年前，父亲患了痛风动了手术，病好
后，一条腿行动不便。乐文兵对父亲说，“不要
给我送饭了，您在家里好好休息吧。”父亲当
时没说话，但几天后一个下雨的傍晚，乐文兵

端出饭菜，还有藕汤。
乐文兵今年 36 岁，10 年前进入 736 路
成为驾驶员，由于妻子在外打工，上班时根本
顾不上吃饭。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常常给
乐文兵送饭。很多次，乐文兵说，不用送了，太
麻烦了，“ 我就在外边随便吃的，垫一下就
行”。可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认为外面的东西

回到站里时，父亲还是来了，将盛藕汤的饭盒
送到他手上。端着那碗汤，乐文兵眼睛红了。
昨日恰逢父亲节，乐文兵得知这个月考
核中，他没有一起事故、投诉和违章，他连
续取得了三年“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的
佳绩。乐文兵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亲，他说
这是他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

大学生写家书感动父亲
家长：笔尖划过信纸的时候有着最真挚感情的流露

本报讯（记者杨佳峰 通讯员李玉婷）
“其实我一直在想，父亲为什么这样强大，
那个暑假，见到离别在外工作的父亲时，看
着他满手的老茧，给了我最好的答案……
爸，这些年，您辛苦了。换我来照顾您吧。”
6 月 18 日父亲节，武汉科技大学城市
学院 15 级机械四班刘派同学的父亲，读着
儿子写给自己的信，眼眶有些湿润了。父亲
节前夕，该校城市之光记者团举办了写给
父亲的“情书”活动，20 名同学选择用手写
书信的方式，对父亲诉说埋藏在心里的爱。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爱是不可或

缺的。为了给同学们提供一个可以表达对
父亲的爱和感谢的平台，让爱不断的流传
下去，该校城市之光记者团提前一个多月
策划了此次给父亲手写书信活动。 20 份
“情书”在父亲节前 3 天统一邮寄了出去，
以便父亲节之前能够收到。
“总是向你索取全部，却不曾谢谢你，
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 .”同
学们纷纷以感恩的心，在信中表达对父亲
的真实情感，诉说着平时不轻易和父亲说
的话。对于为什么让同学们手写书信，活
动负责人刘诚表示：“ 手写书信寄出去，最

主要的是为了以这种传统的‘家书’形式
给家长带来父亲节的惊喜。在当今这个信
息发达的时代，相信每位父亲突然收到儿
女从远方寄来的纸质‘情书’，会觉得很感
动，很欣慰。”
16 级财贸学部李同学的父亲收到女
儿来信时说，“ 笔尖划过信纸的时候有着
最真挚感情的流露，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
很多人都忘记了还有笔的存在，一切都是
手机、电脑记录，难得孩子有这份心情能
静下心来给家长写封信，这样的方式让我
很感动。”

商务车撞护栏，一段护栏被撞飞

“爸”气演绎童话

面包车遇飞来横祸，所幸无人受伤
本报讯（记者杨荣峰）昨天早上 7 点
左右，武昌友谊大道七星路，一辆商务车
撞了一排护栏。 其中一段护栏弹起后，
碰到了停在路边的一辆面包车，所幸无人
受伤。
据周边市民介绍，早上 7 点左右，一

辆商务车行至此处，撞了一大排护栏后，
紧急停车。但一段被撞的护栏被弹飞，碰
到了停在路边的一辆面包车。商务车损坏
严重。
知情人介绍，该面包车是司机前天晚
上停过来的，车主就住在附近。昨天早上，

面包车主正准备出门办事，没想到其面包
车便遭遇“躺枪”。
上午 8 点左右，交警将商务车和被撞
护栏拖走。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
国通信托”正式亮相，转型之路砥砺前行

本报讯（记者杨莉）6 月 16 日，由武汉
市金融工作局、武汉金融控股集团主办，
“国通信托”承办的 2017 年金融高峰论坛
暨国通信托揭牌仪式在武汉举行。湖北省
及武汉市有关领导，人民银行、银监局等监
管部门领导出席了会议，另有知名经济学
家，在汉各金融机构代表及媒体代表，近三
百人参加。
本次论坛以“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为主题，促进了政、商、学界的深度探
讨和交流；与此同时，各界与会嘉宾还共同
见证了“国通信托”（原名“方正东亚信托”）
隆重揭牌的历史性时刻，这标志着一家全
国性金融机构将开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
新征程。
武汉市金融工作局局长方洁指出，武
汉金融控股集团控股“国通信托”意味着稀

缺性金融牌照正式回归，同时这也是武汉
金控集团全牌照布局非常重要的一步，具
有里程碑的意义。
武汉金融控股集团负责人表示，武汉
金融控股集团近年实现跨越式发展，已经迈
入中国五百强行列，正全力打造业态齐全、
风控严密、产融结合，品牌卓越的全牌照地
方金控航母，成为服务省市实体经济和武
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
国通信托将以此次更名为契机，发挥
信托制度和功能优势，坚持市场化经营机
制，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在“实业投行、资
产管理、财富管理”等领域打造国内一流
金融品牌，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优秀践
行者为己任，积极推进转型发展，助力区
域供给侧改革，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金融
新动能。

新锐互联网家装“帮你装”开业
全城征集 68 套样板间
2017 年 6 月 18 日，武汉帮你装互联
网整装 O2O 体验馆盛大开业，帮你装借
助“互联网 + ”的背景，在武汉中心城区
设置 O2O 家装体验馆，里面涵盖工艺样
板间、软装样板间、 VR 体验等。做到用
户真正的所见即所得，从材料透明、价
格透明、施工透明，真正做到零增项，
而且为客户提供从设计到选材、从装修到
家具配置及居家整体环境营造的一体化服
务模式。
上午 9 点 38 分，活动在水鼓中火热
开幕。武汉建筑装饰协会秘书长杨萍女
士、北京帮你装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付

向阳先生、武汉帮你装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杨宣顺先生等出席开业庆典。据杨总
介绍，武汉帮你装以“互联网 +”的形式
展示在武汉消费者面前，通过整合上下游
资源，知名品牌供应商，以“标准化、产
业化、科学化”的理念，致力于改造传统
家装不规范，不透明的现状，让装修变得
简单、透明、精致、性价比高。
开业现场活动力度相当大，预交定金
最高可优惠 5000 元，签单即可获全房空
调 ( 含柜机 )，预交定金的客户还可参与砸
金蛋免费赢家电的优惠活动。现全城火热
征集 68 套样板间。

昨日，关山公园“风车课堂”开课，不同
于以往妈妈带娃，父亲节里父亲们“爸”气
登场，主动承担起带娃重任，积极参与趣味
演绎绘本活动。读绘本是爸爸与孩子建立
沟通的一个好方法，在场的爸爸们搞怪变
身，接力把绘本演绎成童话剧，诙谐的演技
逗乐了孩子们。
记者苗剑 通讯员魏航 摄影报道

招租公告
本 集 团 现 有 22 套 房 屋 对 外 招 租 ，有 意 者 请 于 6 月 23 日 前 联 系 徐 先 生 ，电 话 ：85782449
序号

楼盘名称

面积
（m2)

1
武昌南湖半岛 8号楼 301
198.06
2
武汉世茂龙湾二期 186栋 1层 01室
159.74
3
绿地铭创商办 C1#楼 9层 5室
279
4
鄂州红莲湖高尔夫国际社区 16-3
187.68
5
湖墅观止 26幢 1单元 1-3层 2号房
192.41
6
华中万商广场 8楼 8059（已装修）
161.74
7
华中万商广场 8楼 8002、8003号（已装修）
86.95
2
8
泰合广场 12层 1室86.87m（已装修）
86.87
9
长江大厦 12层 A3号，B1号（已装修）
256.8
10
江岸区塔子湖东路以西奥林紫园 4-2-2301号房
95.15
11
江岸区塔子湖东路以西奥林紫园 2-2404号房
118.68
12
江岸区塔子湖东路以西奥林紫园 2-403号房
99.11
13 江汉区新湾路与新湾五路交汇处福星华府 1栋 2单元 18层 02号房 90.42
14 江汉区新湾路与新湾五路交汇处福星华府 1栋 2单元 18层 03号房 90.1
15
江汉区新湾路与新湾五路交汇处福星华府 9-2-4403房
137.89
16
盘龙城巨龙大道 33号恒大名都 93-1-301（已装修）
156.87
17
盘龙城巨龙大道 33号恒大名都 93-1-401（已装修）
156.87
18
黄陂区盘龙城巨龙大道 88号 名流·人和天地 605栋 18层 2房
89.16
19 黄陂区盘龙城巨龙大道 88号 名流·人和天地 609栋 2单元 27层 3房 77.99
20 黄陂区盘龙城巨龙大道 88号 名流·人和天地 609栋 2单元 28层 2房 77.99
21
汉阳龙阳大道升官渡与芳草一路交汇处 中水龙阳广场 B-0525
54.81
22
珞喻路 456号东亚大厦第四层整层（已装修）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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