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有温馨之家
却因车祸土崩瓦解

今年 35 岁的马军伟，是河南
省尉氏县朱曲镇五村人。由于家庭
困难，16 岁那年，他就只身远走
深圳，成了农民工大军中的一名新
丁。马军伟模样周正、为人豪爽，
又特别能干，进厂之后，年纪虽不
大，人缘却非常好，并因此赢得了
一位四川妹子的芳心。

2003 年 12 月下旬，21 岁的马
军伟带着女友回到五村，依照当地
习俗举办了婚礼。

婚后，夫妻俩继续到深圳打
拼。第二年，前妻为马军伟生了一
个女儿。时隔一年，又为他生了一
个儿子。儿女双全，他们在经济上
虽说不上富裕，小日子却过得特别
温馨。

谁都没有想到，马家的小日子
竟会毁于一场惨祸。

2008 年五一小长假，马军伟
的一位发小结婚，一向重情的马军
伟带着前妻和两个孩子，专程从深
圳赶回老家见证儿时挚友的“百年
好事”。婚礼现场，马军伟跑前跑
后地帮忙张罗，前妻则负责照看两
个少不更事的孩子。

喜宴过后，新郎家的一位亲友
不顾劝阻，硬要驾驶农用车去帮厨
师送还炊具。结果，由于事先喝了
不少酒，手脚都有些不听使唤，车
子刚刚发动就失去了控制，将马军
伟正在一旁玩耍的女儿撞到在地，
并且从其腹部重重地碾压了过去
……

才刚刚4岁的女儿竟然惨死在
车轮之下，这残酷的现实，让马军
伟和前妻很长时间都无法面对。痛
定思痛，小俩口开始互相埋怨，马
军伟怨前妻没有看好两个孩子，前
妻则怪他“压根儿就不该大老远跑
回五村参加这个婚礼”……天长日
久，积怨日深，一对曾经有情有义
的夫妻，终于走到了恩断情绝的境
地。

2015 年春节过后，马军伟跟
前妻办了离婚手续，带着儿子，从
深圳回到尉氏，在老母亲的帮助
下，过起了既当爹又当娘的日子
……

几斤鸭梨牵线
顾虑太多难下决心

因为要照顾年迈的母亲和未成
年的儿子，离婚之后，马军伟不再
出去打工，而是回到村里种起了西
瓜。他购置了一辆农用车，地里的
西瓜熟了，就用车子拉着亲自到郑
州叫卖。其它季节，农闲之时，就
批发一些水果，到郑州去摆摊。马
军伟喜欢在郑州市秦岭路铁路下的
隧道里支摊，既不影响交通，夏天

里也不会晒太阳。
马军伟和王改婷就是因为卖梨

买梨结识的。
2016 年 农 历 八 月 十 四 日 下

午，下班路上，王改婷到马军伟的
水果摊前买了五块钱的鸭梨，顺手
放进电动车篮子里，推起车就走，
后经马军伟提示，这才意识到还没
给钱。站定之后，王改婷掏遍衣兜
才发现没带现金，就要加马军伟的
微信，给他发红包。马军伟想，反
正自己天天都在这地方摆摊，她要
真想给，以后可以补上，就说：

“算了算了，拿回去给孩子吃吧！”
“我们非亲非故的，咋能白吃你的
东西？”王改婷却坚持要通过手机
付费，并且说，如果不给他微信
号，梨子她就不要了。马军伟
见王改婷态度坚决，只好暂时
收下了她的红包，并且等她一
离开，就把红包给退了回去。

王改婷刚回到家，就发现
红包退了回来，“当时就感觉这
人怪实诚的”，也没再说啥。第
二天上班的路上，她刻意准备
了一张五元的钞票，郑重其事
地送到了马军伟手里，并且跟
马军伟聊了几句。没想到这一
聊，两人都觉得“挺对脾气”。

那 之 后 ， 无 论 买 不 买 水
果，每天上班下班路过时，王
改婷总要到水果摊前跟马军伟
寒暄几句。时间一长，马军伟
了解到，王改婷是附近一家火
锅店的服务员，来自新乡市原
阳县，比他大 3 岁，因感情问
题，去年刚跟前夫离婚，两个
女儿虽都被判到前夫名下，可
她不仅要按月支付抚养费，还
要为她们的生活操心，一直过
得很艰难很累。相似的经历，
让两个单身的中年男女惺惺相
惜，很快就都把对方当成了无
话不说的好友。

在马军伟眼里，王改婷是
个贤惠能干的好女人，“后半生
要是能跟这样的女人走到一
起，就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刚
动这个心思时，马军伟也怕王
改婷不答应，弄得双方都尴
尬，就拐弯抹角地“试探”了
几回。见对方一直不作正面回
应，2016 年春节前夕，马军伟干
脆“厚着脸皮直接提出想和她在一
起”，没想到王改婷却说，她被第
一段婚姻伤透了心，暂时不想考虑
再婚问题。王改婷后来说，其实，
她很欣赏马军伟，但真要在一起过
日子，她又有些顾忌：“他有一个
宝贝儿子，我有两个女儿，两家合
成一家，万一一时看走了眼，我怕
让两个女儿跟着受委屈……”

路见有人遇险
奋不顾身跳水施救

马军伟生性达观，是个很会过

日子的男人。从前在深圳打工时，
一有空闲，他就喜欢独自跑到河边
去钓鱼。离婚回老家之后，除了种
西瓜卖西瓜、摆摊卖水果，难得有
点空余时间，他就会拿着鱼竿，找
到有水的地方去甩上几竿子，让紧
绷的神经放松一下。

今年5月4日上午，马军伟跑
到尉氏县城新修不久的人工河边，
找到一个僻静的一些的地方，坐下
来，把鱼钩轻轻地甩到水里。可能
是河道新修不久，鱼儿不多，马军
伟手握鱼钩枯坐了半个多小时，也
没见鱼漂有啥动静。他正嘀咕着想
换个地方，突然听到有人大喊：

“谁会游泳？快来救人呀！”站起身
来一看，距前方大约500米的河边

围了一群人，大呼小叫的。马军伟
心里一惊，丢下鱼竿就跑了过去。

双手拨开围观的人群，马军伟
才发现，河道中间，有个女子趴在
水里，看似已经没力气挣扎了。

“一看情况危急，我也没有多想，
三下两下就脱掉T恤和大裤衩，只
穿一条内裤，噗通一声跳到了河
中，一个猛子钻进了水里。”游到
落水女子身边之后，马军伟先是用
力地把她翻过来，脸朝上，然后拽
着其后背的衣服，奋力地向岸边游
动。眼见着马军伟越游越吃力，岸
上围观的群众不知从哪儿紧急找来
了一根绳子，用力地抛到了河里。
马军伟一手揪着绳子、一手托着落
水女子，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被众

人拉上了河岸。
围观的人群中，有位略懂急

救的热心人，当即将落水女子面
朝下托起来，用手拍打起背。几
分钟后，落水女子终于有了反
应，并且被抬上了应声赶来的救
护车。到医院之后，经紧急救治
和认真检查，获救女子除心理上
比较紧张之外，身体已无大碍
……

据落水女子后来回忆，她是
尉氏本地人，当时正独自坐在河
边的栏杆上打手机，没想到栏杆
竟突然断了，她一下子掉进了河
里。由于她不会游泳，闻声赶
来的热心人也都不识水性，以至
于她越挣扎就离河岸越远，就在
她感到自己可能要被淹死之时，
危急关头，幸亏有马军伟赶来相
救，她这才捡回了一条性命……

视频被传上网
一段良缘翩然而至

马军伟说，把落水女子救上
岸之后，围观者的注意力都集中
在该女子身上，趁这工夫，他独
自蹲在一旁抽了一根烟，平复了
一下极度紧张地心情，然后，便
穿上 T 恤和大裤衩，悄悄地回到
了刚才钓鱼的地方。“反正是人

也救上来了，我当时也没有多
想，压根也没想到，竟会有人用
手机把当时的情景拍了下来，并
且发到了朋友圈里。”

事实上，马军伟奋力救人的
视频一经上网，就赢得众多网友
竞相点赞。因一时不知救人者的
真实姓名，有细心的网友发现马
军伟下水救人前后穿的是红色 T
恤，便直呼其“红衣哥”。

马军伟奋力救人之时，王改
婷正在店里上班。根据店里规
矩，上班时间不得打电话聊天，
她是当天中午下班之后才看到朋
友圈里的视频的。看到圈里好多
朋友都在夸赞“红衣哥”，她便
点开视频看了看，这一看不要

紧，激动地当时就大声地叫了起
来 ：“ 哟 ！ 这 不 是 那 个 谁 吗 ？”
激动之余，又有些担心，当即给
马军伟打个电话，得知他“身体
好好的”，这才放下心来。

晚上下班回到租房处，王改
婷连晚饭也没心思吃，躺在床上

“想了很多很多”。然后，她从
床上坐起来，给正在尉氏跟朋友
喝酒的马军伟打了个电话，告诉
他：“你原先说的那个事儿，俺
想好了，你要是现在还有那个意
思，就找个媒人到原阳去，跟俺
娘家人提亲吧！”马军伟没想到
王改婷竟会主动打电话来说这
事，惊喜万分，当即又开了一瓶
酒，把座上的两个好友都灌翻
了。

马军伟不知道王改婷看到了
他救人的视频，回家之后还感到
有些纳闷，就给王改婷打电话，
问她“怎么突然打消了顾虑”。
王改婷笑着答道：“你这样的男
人，有情有义，八竿子打不到的
人，你都能豁出去，俺们娘仨，
你指定不会叫俺们吃亏……”王
改婷的话，让马军伟听了非常激
动，当即把他跟王改婷的事跟老
娘说了一遍。老娘一听，也是高
兴万分。

第 二 天 ， 马 军 伟 就 亲 自 开
车，陪着老娘请来的媒人，大老

远地跑到原阳，找到了王改婷的
娘家。一对有情有义惺惺相惜的
单身中年男女，一个愿娶、一个
乐嫁，王改婷的娘家人除了高高
兴兴地送上祝福之外，还能说
啥？

5 月 12 日 ， 星 期 六 ， 按 常
规，婚姻登记处本不办公，但因
有众多有情人都想在“吾要爱”
这一天领证，县民政局便让婚姻
登记处“特事特办”，照常开门
为大家办证。从工作人员手中接
过大红色的婚姻登记证，马军伟
深情地望了王改婷一眼，两人一
起笑了起来……
（本报特稿 版权所有 转载必究）

屡遭不幸 见义勇为赢得真爱
文/阿拉丁 图/张琮

非常视点
他曾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却因一场意外的惨祸而分崩离析；她是两个

女儿的妈妈，却因感情问题而不得不选择离婚。他们原本素不相识，却因
一次小小的交易成了好友。他曾向她求婚，她却心有顾虑。后来，他奋不
顾身跳河救人的义举被人用手机拍成视频，并且在朋友圈里广为传播。他
的举动打动了她的心，一对有情人终于牵手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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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军伟夫妇一块卖西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