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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八旬盲人洗被褥、垫钱找保姆
唐昌文获天天正能量二等奖

见到八旬盲人独居在家，素昧平
生的唐昌文主动承担起照顾老人的担
子，从做饭、打扫到奔走找保姆，一腔
热心肠暖了众人心。

经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推荐，唐昌
文获得了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公益平
台发起的“天天正能量”第275期评选的
二等奖。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将联合天
天正能量为唐昌文发出5000元奖金。

1月21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报
道一则暖心新闻：1月6日，市民唐昌文
偶遇在院子里求助的代玉超，双眼失
明的代玉超独居，吃饭喝水都成问题。
唐昌文主动上门，帮老人收拾被打湿
的床被，给老人买饭、打胰岛素，还几
经周折、垫付部分费用雇了一个保姆，
这才将代玉超安顿下来。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给的颁奖
词是这么写的：独居的老人，眼盲孤
单，原本他的世界一片黑暗。但世道人
心，总有温暖。陌生人上门帮洗被褥，
还垫钱替他找了保姆。从此，老人的世
界有了一线光明。没有血缘，素昧平
生，但总有一些温暖不期而至，总有人
与人之间的善意超出预期。

“天天正能量”是阿里巴巴集团联
合本报在内的全国100多家主流媒体共
同发起的大型网络公益项目，以“传播
正能量、弘扬真善美”为宗旨，致力于打
造社会正能量传播的公益开放平台。截
至目前，“天天正能量”已奖励5000余
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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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驾驶
9号线首列车下线
预计下个月到成都

作为成都轨道交通首条无人驾驶
线路，9号线的进展一直备受成都市民
和地铁迷们的关注。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从成都轨道交通集团获悉，1
月22日，9号线一期项目的首列车在长
春正式下线了！同时记者了解到，这列
车预计将在下个月抵达成都。

“地铁二环”9号线
成都轨道交通第一条“无人驾驶”线路

沿锦城大道-太平寺机场南侧-
簇锦南路-武青南路-武青北路-成飞
路顺时针敷设，9号线一期正线长约
22.18km，均为地下线，设地下车站13
座，此后其将和9号线二、三期工程围
合成成都地铁的第二条环线。

而作为“成都地铁二环”的一部
分，9号线一期将成为成都轨道交通第
一条全自动无人驾驶线路。

“无人驾驶”，即无需司机操作，列
车具备全自动正线运行、自动进/出
站、自动开/关门、自动唤醒/休眠等功
能。从已投运的北京燕房线，到已开建
的南京地铁7号线和成都的9号线，“无
人驾驶”已成为全国轨道交通的一个
发展趋势。

据成都轨道交通集团相关负责人
介绍，和目前成都地铁既有线的自动
列车运行系统（ATO）相比较，9号线
的全自动无人驾驶运行系统（UTO）
有两个优点：一是对平均无故障率要
求更加严格，因此列车运行的可靠性
更高；二是后者也能进一步节约人力
成本。“相信9号线一期之后，成都以后
也会有更多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线路。”

首列车已正式下线
“大块头”有“大智慧”

1月22日下午，国内首列长编组全
自动运行车辆暨成都轨道交通9号线
首列车下线仪式在长春举行，这个“大
块头”第一次官方亮相。

叫它“大块头”，是因为9号线的列
车采用的是8A编组，也就是8节长编组
的A型车。具体来说就是，和目前成都
地铁已投运的7号线列车的车厢一样
大，但还要多两节车厢。同时记者了解
到，9号线列车的最高速度可达每小时
100公里，最大载客量为3456人。

此外，“大块头”还十分“智慧”。
列 车 应 用 了 国 际 最 高 等 级

（GOA4）的全自动运行技术，车辆从
清晨的自动唤醒、自检、出库，到运行、
停靠站、折返，再到回库、洗车、休眠，
各项任务均可自行完成，无需人工参
与，搭配通过以太网实时传输的网络
控制系统和故障检测装置，列车可谓
是兼顾了智能性和安全性。

据成都轨道交通集团介绍，这列
已正式下线的列车预计将于今年2月
抵达成都。

同时记者了解到，目前9号线一期
13座车站中5座车站已完成主体结构封
顶，其余车站正在进行主体结构及土方
施工，预计将于2020年底开通运营，成
为西南地区首条全自动运行的线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尹沁彤

钟师傅代表了成都服务行业的形象，代表了成都市民的好客、热
情、善良，让外地客人的成都之行充满了温暖。

““被冤枉被冤枉””的司机在默默配合的司机在默默配合，“，“被折腾被折腾””的民警在耐心解释的民警在耐心解释，，
““被转移被转移””的手机竟是他自己放进朋友包里的……的手机竟是他自己放进朋友包里的……

粗心外地客，被成都感动
23日，已回到湖北十堰的苑二刚

回想起21日的一幕，仍然觉得“无地
自容”。在整个过程中，被误会的滴滴
司机钟师傅始终非常淡定地配合他，
被折腾的民警一直在耐心向他解释
相关规定。丢手机、找手机、报警、手
机被找到，苑二刚回忆起出差成都的

“意外插曲”，他觉得，成都是一座好
客、善良、温暖的城市。

乘客乘客 //
手机丢在滴滴车上了

从滴滴网约车下车 10 分钟后，
苑二刚发现手机“不见了”。从下车到
和朋友相见，他并没用过手机。在车
上，苑二刚还使用过手机。因此他认
为，手机，一定是掉在了滴滴车上。

1月21日下午3点左右，苑二刚
从龙泉打车赶往清水河公园一酒店
与朋友见面。两位女性朋友坐在后
排，苑二刚就坐于副驾驶席，下午 3
点40分左右，抵达目的地。

“我下车帮两位朋友拿了后备箱
的行李。”苑二刚说，因为是出差，行
李很多，到了房间坐下后，这才发现
手机不见了。

“赶紧四处找，都没有找到。”苑
二刚告诉记者，朋友紧接着拨打他的
手机，但无人接听。“应该掉在了滴滴
车上。”因为是朋友的手机叫的车，朋
友联系滴滴网约车客服，客服人员解
释，滴滴司机没有接听电话，根据客
服人员提供的电话，朋友拨过去，还
是没有人接。“司机是不是故意不接
电话的？”苑二刚选择了报警。

司机司机 //
主动配合报警寻找

滴滴司机钟师傅终于接了电话，
但他表示，并没看到副驾驶席有手
机，上一单结束后，也没有新的乘客。
钟师傅找遍车上各个角落，还是没看
到手机。“我给司机说，手机是有定位
功能的，还有防盗功能，别人拿了也
没有用，已经报了警。”

“司机主动说‘那我开回来吧’。”
大约 15 分钟后，钟师傅开回了清水
河公园，下车后，钟师傅沉默地站在
车外抽烟，苑二刚和朋友则“毫不客
气”地翻找了起来，来来回回翻遍了
整个车，都没发现手机。

此时，民警打来电话，得知两人
正在一起，便让两人前往派出所说明
情况。苑二刚搭乘钟师傅的车，赶到
了机投派出所。

民警民警 //
乘客在派出所折腾两小时

4点半左右，苑二刚和钟师傅到
了派出所，民警在了解经过后表示，
既然没有在车上找到手机，钟师傅又
是主动回来配合查找，那就只能按照
手机遗失进行登记。

苑二刚着急了，“如果警察（给手
机）定个位，很快就能找到啊！”民警
耐心解释说，（定位）属于技术侦查措
施，必须要有立案决定书，但苑二刚
的手机只是遗失。

苑二刚说，无论几个民警如何解
释办案流程，自己仍然不信，在派出

所的接待处、民警办公室往返多趟
“据理力争”，坚持要让民警“深入记
录”以‘保护群众利益’。”

苑二刚说，在派出所期间，自己
一直没有和钟师傅说话，钟师傅沉默
地站在派出所报警接待处，表情很淡
然，更没有一丝时间被耽误的不耐
烦，连解释的话也很少。

时间过去了快两个小时，充满耐
心的民警按照苑二刚的要求，一丝不
苟地做完详细记录准备上报，就在最
后要签字确认时，苑二刚借用的朋友
手机响了起来，“你的手机找到了，在
我的手提包里。”苑二刚这才回忆起，
自己下车时，手里提着自己和朋友的
几个包，应该是没留意，把手机放进
了朋友装满资料的包里，刚开始翻找
时，因为文件太多没有找到。直到朋
友打开包拿东西时，才发现了手机。

乘客乘客 //
成都是一座好客善良的城市

“顿时我就无地自容了。”苑二刚
说，自己赶紧向做登记的民警道歉，
民警也松了一口气。听到手机找到的
消息，钟师傅也笑了。

此时已是下午6点多，苑二刚已错
过了火车，钟师傅主动说：“那我送你回
酒店吧。”苑二刚满脸愧疚，钟师傅既没
有要求道歉，也没有索要精神损失和经
济损失赔偿，更没有被冤枉后的愤怒，
反而是主动提出要送自己回去。

在车上，苑二刚不知道如何表达
歉意，身上只有 120 元现金，但钟师
傅拒绝了，“他说理解我丢了手机后

的心情。”苑二刚顺手将钱塞在了手
刹位置，又把一包没有拆封的香烟送
给了钟师傅，“他笑了下，可能觉得不
好再推辞，就收下了。”

重新买票后的苑二刚于22日抵
达湖北十堰，但一直如坐针毡，怎么也
过意不去，是自己的粗心大意，引起了
不小的误会。而钟师傅默默地承受了
误会，极力地配合调查。苑二刚觉得，
钟师傅代表了成都服务行业的形象，
代表了成都市民的好客、热情、善良，
让自己的成都之行充满了温暖。

司机司机 //
这是每一个司机都应该做的

23日上午，记者通过滴滴出行公
司，尝试联系钟师傅，但工作人员几
次拨打电话，钟师傅都没有接听，“应
该是在开车。”直到下午4点多，钟师
傅才回复信息，他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请求。在回复工作人员的短信中，钟
师傅表示，“这是每一个滴滴司机应
该做的，为乘客着想，（是）做（作）为
一个窗口服务行业人员应该和起码
的职业道德水准，要多为乘客着想，
为乘客提供更多方便。”

记者从乘客提供的行程界面发
现，钟师傅是一位五星好评司机。同
时，记者也从武侯区机投派出所证实
了这一情况，派出所法制员徐忠民告
诉记者，当时报警人确实十分激动，
无论民警如何解释都不理解。在发现
手机找到后，报警人也十分惭愧，真
诚地向民警表达了歉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去年2月的春联活动

去年4月的奇怪啤酒啪啪馆

一年换一年换1717个招牌个招牌
这家快闪店装着成都故事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
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
不停留……”一首《成都》，让

“玉林路”成了全国文艺青年熟
知的地标。

在成都待了十多年的黑豆，
就是小店的老板，决定做一件很
文艺的事——用一个月拍几百
张照片，记录了玉林的24小时。
照片里，是在玉林大街上穿梭、
逗留的各种面孔。他选出50多
张，在3月举行了玉林24小时摄
影展。街那边是小酒馆的“音”，
街这边是自己创作的“影”，黑豆
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告诉人们：这
才是玉林，这才是成都。

黑豆今年35岁，广汉人，上
大学时来到了成都。2006年毕业
后，本来有机会去别的地方发
展，但因为“太习惯成都”，就留
了下来。一开始在一家外企上
班，后来辞职成为一名自由职业
者，做设计和摄影。“前后总共拍
了近700张照片。”黑豆表示，“早
上看到太阳出来了，就赶紧冲过
去‘扫街’；晚上要拍省体育馆，
也是挑有演唱会的日子。”黑豆
希望以后能出一本关于成都的
街拍图集，告诉人们，成都除了
玉林，还有很多精彩。

去年9月，黑豆的愿望实现
了。和他所希望的自己出一本

街拍图集不同，这个成都生活
美学摄影展由大家共同完成。
展出的上百幅作品，从数千幅
投稿中筛选而出。主办方的目
标是：装下整个成都。观展人跟
随一幅幅作品，潜入成都的角
落，就好像在观看这座城市里
曾经发生的一个个故事。留言墙
上的小纸片仿佛也成了“会说话
的照片”：“一直在成都上学，本
想一毕业就回家，结果发现成都
还真是一座来了就走不了的城
市啊。一直在想成都为啥会吸引
我留下，可能就是因为烤兔太好
吃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林聪 实习记者 彭祥萍

“现在这儿右边是‘老码
头’，以前成都最大的火锅店，
前头还有个小面馆。”盲人江
大爷轻声介绍着玉林街头的
模样。这天是黑豆开车从芳草
街接江大爷到玉林西路店上
班的日子。

十几年前，江大爷在玉林
开了一家按摩店，江湖人送外号

“仙人掌”。因为他能摸出来人的
高矮胖瘦，捏两下就知道客人
哪里不舒服。后来江大爷跟着
女儿去了绵阳，没了街坊熟客
的唠嗑陪伴，只剩孤独作伴。左

思右想，江大爷决定趁着“手还
没生”重出江湖。他的第一站选
在了黑豆的店里。每当听到江大
爷语重心长地告诉来按摩的年
轻人，多运动少熬夜，都会有
种长辈叮嘱晚辈的感觉。

2018年3月大地回春，小店
让江大爷找回了“仙人掌”。而
就在前一个月，一副副春联让
小店周围的街坊邻居找回了以
前无话不说的熟络感觉。“印刷
的东西感觉冷冰冰的。”黑豆表
示，免费写春联活动不仅吸引
了社区的中老年人，外地游客

也接踵而至，还有外国友人在
这里第一次拿起毛笔。“有时人
气超过了对面的小酒馆”。

站在门口，挂满春联的小
店格外红火。今年，有人将这无
人值守的店铺当作一方精神自
留地，自愿过来打理。“今年是
第二次做春联活动了。”黑豆表
示，希望这个活动可以成为保
留节目。

就像去年8月，小店化身深夜
邮局的时光慢寄活动，长辈的叮
嘱、美好的祝愿，仿佛是一封老成
都从过去寄给现在的家信。

“喝了这口酒，我的嘴好
麻！”王先生在“奇怪啤酒啪啪
馆”试饮了一款啤酒后说。这是
去年4月店里举行的一次全国
线下精酿啤酒鉴赏活动，汇集
全国12款网红精酿啤酒。成都
是这次活动的首发站，作为东
道主，成都有两款精酿啤酒入
选：花椒味啤酒和芫荽味啤酒。

“故事下酒”自然不能错过。
去年9月，该店举行了“100个喝
醉酒的故事”主题展。店里堆放
着100个气球，每个上面都有故
事。驻足看完后，顺手饮上一杯。

花椒加啤酒，过日子，成都
人有自己的节奏和方式。以前
老成都可能更倾向于慢速档，
当今天年轻人将开关拨到另一

端时，会发生什么呢？去年8月
小店里发生的故事给你答案。

8月的小店是成都极限飞
盘爱好者的主场，墙上书写着
极限飞盘运动在成都的发展
史。在中国飞盘圈，大家评价成
都队时经常提到三个字“速度
快”。2018年的全国赛，24支队
伍，成都队最终排名第九。

盲人江大爷听声识街 春联店人气胜小酒馆慢有温度慢有温度

喝了这口酒我的嘴好麻 全国“飞盘高手”成都集结快有潮流快有潮流

成都生活美学摄影展：装下整个成都细品成都细品成都

快
闪
店
里
的
温
度

2月春联免费送，
3月玉林24小时摄影
展，4月精酿啤酒鉴
赏活动……去年，玉
林西路一间18平方
米的小店，以每月最
少一次、最多三次的
频率更换了17次招
牌，上演了店铺版川
剧变脸。

店主是彭登怀老
爷子吗？还是换了17
个老板？其实，这是一
家“快闪店”，以一种
创新的商业模式，打
破了租期相对固定的
传统，你可以租一天，
或一周，或一个月。

被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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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最后一次”
使用手机是在滴滴车
上，从北京到成都出
差的苑二刚坚定地
认为，自己的手机一
定是掉在车上，即使
滴滴司机主动将车
开回任由查找、配合
报警调查，车上没有
找到手机，他也在心
里认定“被司机转移
了”，要求警察立案调
查。直到两个小时后
朋友打来电话：“手机
找到了，在我的手提
包里。”

小店化身深夜邮局的时光慢寄活动，长辈的叮嘱、美好的祝愿，
仿佛是一封老成都从过去寄给现在的家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