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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真的在合肥没有收入，真的遇到困难，你可以

来本店，告诉本店前台人员，来份‘单人套餐’，吃完直接

走，不用客气。”在合肥市庐阳区固镇路上，一早餐店张贴

着一张引人注目的告示，开业6年以来，几乎每个月，店里

都会接待一两位这样的“特别顾客”，不问缘由，从不求证，

一句“单人套餐”，即可在此吃饱吃好。

店里有两条特别的店规：遇到困难没钱吃饭，顾客可

以吃完就走；残疾人来店里吃饭，都会有打折优惠。店老

板是来自阜阳市太和县清浅镇的王素侠和孙玉喜夫妇，他

们曾在困境中受到别人的帮助，因此在 6年前推出“爱心

餐”，尽己所能把爱心传递下去。

10月29日，这对夫妇获评“太和好人”。11月2日，笔

者来到这家温暖的小店，倾听这个温暖的故事。

特别的店规
“顾客说出‘单人套餐’暗号，吃完不用付钱直接走”

11月 2日上午，笔者来到王素侠夫妇的早餐店时，二

三十平方米的大堂里坐满了顾客。王素侠站在工作台前

忙着为顾客点餐。

收银台旁的墙上，“免费吃饭”的告示十分显眼。告示

是 2020年下半年张贴的，但该店的免

费“单人套餐”已经供应了6年。

2010年王素侠夫妇来到合肥，开

了家公司经营建筑模型。因为经营不

善和客户拖欠货款，出现了严重亏

损。2014年，两人开始卖早晚餐。“卖

早晚餐可以收到现款，缓解一下家庭

的经济压力。”2015年，他们拿出 15
万元开了这家早餐店。

开业不久，一位顾客吃饭后既

不付款，也不离开，“一直坐在餐桌

前不说话。”

孙玉喜猜测，这名顾客一定是

遇到了困难，没钱付费。他拉着妻

子悄悄走进后厨，告诉了她。

“肯定是爱面子，自尊心比较

强。”王素侠赞同丈夫的观点。于

是，二人悄悄地躲在后厨。直到

顾客离开，才重新回到大堂。

从那以后，王素侠夫妇就定

了一个店规：有困难的人到店里

吃饭，没钱付可以免费。

几年来，这个店规一直在老

顾客与店员中流传，外界的知晓

率不高，每月前来吃免费餐的人

不多，“少的时候一两个，多的时

候四五个。”

去年下半年，两人干脆把这个店规写成告示，贴在店

门前和大堂内。

他们把这种免费餐命名为“单人套餐”。“只要顾客说

出‘单人套餐’这个‘暗号’，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顾客

吃完饭直接走人就行，不用客气，也不用留下任何信息。”

让王素侠夫妇没想到的是，告示贴出去后，来吃“单人

套餐”的顾客并未明显增加。然而，他们依然把这一善举

坚持了下来。

简单的想法
“人总有遇到难处的时候，能帮一点是一点”

在王素侠店里，笔者看到，他们推出的餐食有鸡蛋、油

饼、豆浆等 10多个品种。“单人套餐”也没有固定的菜式，

只要是店里有的，“特别顾客”就可以自由选择。

“放开了吃，一顿饭也就是七八块钱。”说起“单人套

餐”，王素侠就会想起以前外出打工的事。

丈夫孙玉喜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在山东进行海上养

殖，在温州电子厂当工人……工资最低时每月200元。为

省钱，他常年不吃早饭。

困难时，夫妇俩都曾得到他人的帮助。现在有能力帮

助他人，两人认为这些都是他们应该做的，“人总有遇到难

处的时候，能帮一点是一点，我们是小本生意，就那么大能

力，就帮那么多，尽己所能吧！”

周边的商户告诉笔者，几年来王素侠夫妇除了推出

“单人套餐”之外，还对残疾人给予照顾，“每次都能打折”。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王素侠的哥哥是聋哑人。她定

下了这条店规后，附近的一些残疾人经常来光顾。

温暖的期望
“希望受帮助的人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如果我遇到困难，受到别人的帮助后，心里会想些什

么？愿意让别人知道我的信息吗？”经历过生活的磨难，王

素侠夫妇深知受助者的心理。因此，在帮助他人时他们一

直坚持“不多问，不多说”的原则。

这份理解让受助者感动。一对外地夫妇均是聋哑人，

来到合肥讨生活，每次来吃饭均享受到打折优惠。几个月

前，两人打算离开合肥，走之前专门来到店里，在王素侠的

手机上敲下“非常感谢，后会有期”几个字。

一名乞讨人员在店里吃了几顿“单人套餐”后，再也不

愿来。问及原因，他说：“不能总是给好人找麻烦。”

王素侠夫妇眼中的小事，也感染着身边的人。

阮红霞是合肥市民，2017年到王素侠的店里工作。目

睹了王素侠夫妇的做法之后，她也积极参与其中。现在，

阮红霞能一眼认出谁是需要帮助的人，默默地将“单人套

餐”送过去，悄然离开。

“即使什么也不说，他们今后有能力了，也会帮助身边

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把爱传递下去。”王素侠说。

“王素侠、孙玉喜6年来坚持帮助遇到困难的顾客，用

一件件力所能及的小事，温暖着困难群体的心；用自己的

执着坚守和无私付出，展示了太和人民助人为乐的高尚品

质。他们的善行义举贏得了人们的尊敬和赞许，是新时代

文明实践的生动体现。”10月 29日，太和县文明办下发文

件，授予王素侠、孙玉喜夫妇“太和好人”称号。

（曹亚伟 方克奎/文 渐秀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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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合肥一餐饮店坚持为“特别顾客”提供爱心套餐

11月12日，马鞍山市冯
桥小学的学生们在乡村少年
宫里参加衍纸、机器人、竹笛
等兴趣课程。该校积极落实

“双减”政策，充分利用乡村
少年宫阵地，结合学生兴趣
爱好，利用课外时间开展丰
富多彩的拓展课程，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欧宗涛 杨四来/摄

乡村少年宫助力乡村少年宫助力““双减双减””落地落地

本报讯 近日，从一块小小的电表“起源”，合肥警

方与合肥供电公司“顺藤摸瓜”，联合发现一起涉及面

达10省市、108户的大型窃电案件。

今年 8月 31日，合肥橡树湾小区台区线损率的连

续异常波动引起了供电人员的注意。供电人员于 9月
1日对小区公共电力线路、设备及 400多个住户的电表

箱进行了一轮“地毯式”排查，最终将目标锁定于小区

28栋某住户的家庭电表上。工作人员经仔细检查发

现，该电表存在着伪造封印的可能，且手法相当隐蔽，

一般人很难发现。

工作人员进一步检查发现，该户电表的电流和功

率不匹配，差了整整三倍。也就是说，该住户每使用 4
度电，电表只能计量到1度。经核算，在近三年时间里，

累计损失电量达 14000度左右，涉及金额近 8000元。

工作人员立即向警方报案。

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刑警队经过侦查讯问，最

终将嫌疑人锁定为替该户进行装修的工人李某。李某

交代，他通过网络上的“小广告”，联系到能进行“电表

节能”的陶某，并约陶某来到合肥，对电表内部接线进

行了改动，并支付了费用。

警方立刻对陶某采取了强制措施，陶某到案后交

代，他和自己的亲兄弟们自 2015年起就一直通过网

络小广告、熟人介绍等途径，前往全国各地从事电

能表、燃气表等表计的“改动”生意，每次收取

2000至3000元费用。由于手艺“精湛”，且在多

地流窜作案，他们多次侥幸逃脱了当地供电部

门的检查。陶某的两位兄弟因为违法行为暴

露，已先后依法被判刑。结合在其住所发现

的 4部手机，经公安机关进一步排查，案件涉

及范围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大。“4部手机里

共有 280户要求改表的人员，108条已实施的

窃电涉及上海、湖北、江苏、浙江、河南、山东等

10省市。”

据了解，这是近年来我省发现的涉及面最广的

一次窃电案件，相关省市的供电部门和公安机关已

进行了一轮联合执法，对存在窃电行为的不法分子进

行了现场查实处置。截至 11月 7日，本案仅合肥地区

就查实窃电 12户，涉及金额达 21.67万元。目前，该案

还在进一步侦查中。

（李岩 秦晗 本报记者 何雪菲）

合肥：警企联动破获大型窃电案

本报讯 11月 8日，淮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

师刘春收到该市市民刘先生送来的一封感谢信和一面写

着“见义勇为 救人危难”的锦旗，对其奋力营救落水孩

子的义举表示感谢。

事情还要从10月24日说起。当天下午，刘先生四岁

的女儿小欣（化名）跟着哥哥姐姐在小区内玩耍时，不慎

掉入湖中。由于小欣年纪较小，且湖堤长满青苔十分湿

滑，她扑腾了一会便渐渐沉入湖中。此时，正在阳台晒衣

服的李锦锦发现此情况后，立即呼唤丈夫刘春，夫妻两人

迅速下楼救人。

李锦锦第一时间向物业工作人员求助，刘春则跑到

湖边，毫不犹豫地跳入冰冷的湖中，抱起小欣。闻讯赶来

的物业工作人员和小区其他业主从湖中拉出怀抱小欣的

刘春，此时小欣脸色苍白，呼吸已暂停。对急救知识有所

了解的刘春立刻为小欣做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经过刘

春的及时抢救，小欣恢复呼吸并苏醒过来。随后赶到的

120急救车将小欣接到医院进行后续治疗。小欣的家人

对刘春的义举十分感谢，于是便送来了感谢信和锦旗。

淮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对刘春见义勇为的英勇

事迹进行了宣传和表彰，授予其“见义勇为好党员”称号，

号召全体教师向他学习。 （徐小雪）

点赞！
大学教师勇救落水女童

陶芳礼是安庆市经开区菱北社区学雷锋党员志愿服务

队的一名家电维修志愿者。20多年来，他为小区居民义务

修理电风扇、电水壶、电饭煲等小家电，义务服务近 500人
次，被街坊邻居称为“身边的雷锋”。今年 10月份，他被评

为“安庆好人”。

1994年，下岗后的陶芳礼在菱建小区开了一家便民超

市，顾客基本都是周边居民，一来二去，他和居民们的关系

处得非常好。平常居民们来找他借东西、换零钱，他都热情

帮忙。

有一次，一位居民在和他闲聊的时候，说到家里不少小

家电容易损坏，却没地方进行维修。陶芳礼便说了一句：

“你拿来让我试试。”

能说这话，陶芳礼是有底气的，“我之前在望江县做电

影放映员，有一些电工基本知识和技能。”那位居民听后，很

快便将家中损坏的电水壶拿过来，陶芳礼仔细检查后发现，

有个零部件坏了，经过他的维修，电水壶可以正常使用了。

附近居民听说后，都拿着小家电来请陶芳礼维修，他也全部

应允下来，逐个进行检查。

为了快点修理好这些电器，陶芳礼经常一琢磨就是几

个小时，有时候缺少零配件，他便自掏腰包购买。时间长

了，多少有些影响生意，女儿对此不理解，也有点埋怨，可

他却说：“都是街坊邻居，能为别人帮点忙，我乐意，人家也

高兴。”

各种小家电在他的巧手下再次“上岗”，可每当邻居要

支付他费用时，他总是拒绝。“现在也很难找到修这些物件

的地方，要是没有他给我们免费修，我们又得换新的，节省

了很多钱呢。”周边居民都对陶芳礼竖起了大拇指。

社居委得知社区里有这样一位“修理高手”后，邀请陶

芳礼加入社区学雷锋党员志愿服务队，他立马同意了。只

要社区有号召，陶芳礼便义务为群众服务。

陶芳礼不仅为居民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还经常为附

近的困难居民提供帮助和支持。小区附近有一位流浪老

人，陶芳礼不时为老人送一些食物。去年疫情防控期间，他

还主动担任单元长，一家一户进行摸排，为疫情防控贡献自

己的力量。 （汪峰）

“维修达人”20余年为居民义务修家电

父女爱心接力
温暖莘莘学子

本报讯 近日，含山县运漕中学阶梯教室内

座无虚席，原来，这里正在举行“徐仙禄奖学金”颁

奖仪式，这是该奖学金第 11次举行颁奖仪式。该

校 76名学生分获总奖金为 8.8万元的“品学兼优”

“学习优秀”“志强奋进”等奖项。

“徐仙禄奖学金”是由运漕中学学子徐仙禄个

人捐资，于2004年在该校设立的，奖学金每年发放

一次，旨在资助、激励家乡的莘莘学子。2011年，

徐仙禄突发脑梗，此后坐了 8年轮椅，因为生活不

便，奖学活动也由此中断。

2019年 5月，79岁的徐仙禄带着念念不忘奖

学、助学的遗愿在上海去世。在料理完老人的后

事后，三女儿徐丽表达了要完成父亲的遗愿、继续

设立“徐仙禄奖学金”的意愿，提出每年出资8万元

至 9万元，帮助家乡那些有志、有为的孩子们早日

成才。

据不完全统计，“徐仙禄奖学金”自 2004年设

立至今，先后颁奖 11次，累计发放奖金 60多万元，

全镇约480名中学生受到奖励捐助。

今年，徐丽又提议：奖金每年追加6万元，在该

校增设“徐仙禄园丁奖”，每年评选 3名“爱心园

丁”、3名“教学成果优秀园丁”、3名“教科研成果优

秀园丁”和 1名“优秀教育工作者”，每人奖励 6000
元。 （苏自山 张德林)

涡阳警方破获一起跨境赌博案
本报讯 记者 11月 15日从涡阳警方了解到，

日前，当地警方成功破获一起利用网络通讯工具

聊天群组开设赌场、组织赌博活动的跨境赌博案

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3名，涉案资金流水达 780余
万元。

据了解，今年 7月 4日，涡阳警方接上级指令：

在涡阳县城存在洗钱窝点。县公安局立即组织警

力开展侦查，于当晚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赵某、唐

某。9月 16日，侦查员通过不懈努力，在县城某小

区将另一名犯罪嫌疑人赵某（女）抓获，依法扣押

作案工具电脑4台、手机5部、银行卡3张。

经查，犯罪嫌疑人赵某通过网络通讯工具创

建聊天群组，利用聊天群关联境外赌博网站开奖

结果作为依据，以猜数字、押大小、押单双等方式

在群内招揽人员参赌。参赌人员以充值现金兑

换等额积分的方式，在聊天群组内进行赌博。犯

罪嫌疑人唐某、赵某（女）为该赌博聊天群组客服

人员，并使用其名下银行卡、微信等交易支付工

具进行赌资收拢、发放，盈利后转入赵某个人银行

卡内。

8月 13日，赵某、唐某两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

被公安机关执行逮捕。10月 21日，赵某（女）因涉

嫌开设赌场罪被依法逮捕。目前，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倪亮 本报记者 蒋云帆）

11 月 9 日，怀
宁县石镜 乡 太 平

村 500 亩菊花基
地里，村民们忙
着采摘、搬运菊
花 。 近 年 来 ，
石镜乡积极调
整农业产业结
构 ，积 极 发 展

“菊花经济”，带
动农民增收，助

推乡村振兴。
檀志扬 刘铮/摄

“菊花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王素侠王素侠、、孙玉喜夫妇孙玉喜夫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