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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工地上班意外身亡
女儿领88万赔偿金后失联

“我家里的宽带用得好好的，
再安装一个不就是重复了吗？这算
不算捆绑消费？”日前，四川自贡春
华园小区业主陈先生向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反映称，小区物
业为了规范小区内的停车秩序发
出公告，拟安装车辆识别倒杆系
统，在安装倒杆系统的同时，需要
有车业主配合新办理联通公司宽
带一条，费用为每月40元，由此引
发部分业主质疑。

3月25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从春华社区相关负责人处获
悉，虽然公告中有社区和业委会的
名字，但是公告发出前，二者并不知
情。公告发出后大约两三天时间，社
区接到了业主的反映，当即向物业
公司了解情况并要求立即停止该安
装方案；待广泛收集业主意见之后，
再确定符合本小区的规范车辆停放
办法。

陈先生家住四川省自贡市春
华园小区。他告诉记者，大约是上
周，物业公司联合社区以及业委会
张贴了一则公告，拟安装车辆识别
倒杆系统，同时为了匹配系统的识
别功能，有车业主还需要办理联通
公司宽带一条，费用为每月40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另
一位业主提供的公告照片上看到，
公告名称为《关于春华园小区大门
安装车辆识别倒杆系统实施公
告》，发布时间为3月15日，署名有
物业公司、社区和业委会。

“规范停车肯定是好事，有车
业主缴纳一定停车费也是可以理
解的。但是还要安装宽带一条，就

有点捆绑消费的感觉了。”对于此
实施公告，陈先生表示不认同。另
一位王姓业主称，家里本来就有宽
带了，如果每月多花费40元再装一
个宽带，这就重复了。

据另一位业主介绍，以前也有
倒杆，可能没有这次的先进，但还
是基本起到了规范停车的作用。车
多位少是现实矛盾，即便安装了识
别倒杆系统，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
矛盾。难道先登记的业主可以进出
停放车辆，超过车位数之后的业主
就不能停进来了吗？登记车辆数超
出车位数，又怎么办？

还有一位女性业主表示，她已
经登记了，对于需要安装宽带一条
的要求，她可以接受。因为，根据公
告内容，安装宽带后，除了方便停
车，还可以享受送机顶盒、流量卡、
通话时长等优惠服务。

自贡春华社区相关负责人接受
记者采访时介绍，社区接到了个别
业主的情况反映。该负责人称，小区
物业公司所发布的公告及内容，社
区和业委会均不知情。经过了解，物
业公司是为了解决车辆停放问题而
选择的一种方式，虽然从一个角度
来看，可以让第三方承担安装费用，
并让业主从中得到实惠。但是，从一
个角度来看，就有点捆绑的意味，缺
乏征求意见环节，没有广泛考虑和
征求业主想法和意见。

对此，接到反映当天，社区就
通知物业公司停止了该方案；待广
泛收集业主意见后，再确定符合本
小区的规范车辆停放办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袁伟

小区规范停车安装倒杆
为何还要捆绑装宽带？
社区：现已停止该安装方案

3月25日上午，一位年轻男子
翻越栏杆后，坐在成都天府软件园
C7 楼楼顶，疑似因感情纠葛问题
有轻生念头。后被多名消防队员、
公安民警及现场安保人员救下。

在目击者拍下的视频中，记录
下救人的惊险一幕：一位消防队员
先是跟轻生男子聊天，随后趁其不
备向前一扑，死死抱住轻生男子将
其抱往安全处。一旁的其他公安民
警、消防队员在帮忙，期间还有一
位穿反光服的男子翻出围栏，在没
有安全设施的前提下帮忙营救。拍
视频者直呼：“英勇！”

25日下午，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找到飞扑救人的消防队员
——成都消防支队特勤二中队消
防队员陶彦旭。

陶彦旭今年19岁，重庆人，去
年参加消防工作。几个月前，陶彦
旭因病暂停工作，这是恢复工作以
来第一次出警，也是陶彦旭担任消
防队员以来首次飞扑救人。

陶彦旭回忆，当天上午 10 点
过，接到警情后该中队四人前往现
场，“我们中队四人，两人负责拉安
全绳，一人指挥，我负责谈判救人。
还有一个中队，负责在楼下安置救
生气垫。”陶彦旭说。

因为救生气垫的使用范围是
10米，男子轻生的位置在楼顶，气
垫排不上用场，“坐了8层电梯，还
往上爬了一两层。”陶彦旭身上的
两根安全绳可以承受2吨的重量。

“看到当事人的时候，他情绪
很不好，坐在边上，一直在发抖，身
体虚弱。”陶彦旭透露，听周围人
说，这并非男子第一次有跳楼轻生
的想法。

期间，男子情绪激动，甚至曾
经站了起来。视频中的救人，是陶
彦旭五次失败以后的新一轮尝试。

“我之前试过五次想要翻越
栏杆，都被他发现了，这是第六
次。”陶彦旭判定，男子在低头点
烟时是最佳时机，一把飞扑抱住
轻生男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摄影记者 王红强

男子轻生欲跳楼 19岁消防员飞扑救人

陶彦旭救下轻生男子的一瞬间

丽丽离开后，刘先生等家属曾多
次通过电话试图与其取得联系，但电
话一直无法接通，拨打其母亲和老公
史先生手机也无人接听。期间，仅有
史先生偶尔会回复微信消息，刘先生
也多次托其帮忙将丽丽找回，不过并
无结果。

3月25日，记者按照丽丽目前身
份证所载，来到了其户籍地泸州市泸
县云龙镇云丰村，据当地村委会工作
人员介绍，其一家人并不在村里，常
年在外。而记者试图拨打丽丽本人及
其老公、母亲电话时，也均无法接通。

3月24日、25日，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在死者老家采访获得的消
息表露，丽丽与其父亲及亲属之间的
关系并不算好。

死者三哥代永和介绍，弟弟与前
妻当初并未领取结婚证，在丽丽出生
半岁时就离开了家。死者姐夫李成云

介绍，丽丽最开始打工是由其带着出
门，但期间工作几个月后就离开了。
多位亲属称，丽丽平时与家人都很少
联系。

那么，丽丽到底因何离开呢？
按照死者侄儿刘先生的说法，正

是与回家当天看到的殡葬师傅有关，
“因为她舅舅那边就有殡葬师傅，就
要用她舅舅那边的，但家里面当时也
已经请了一个我们这边的，她觉得可
能对她以后不好。”对此，在丽丽老公
史先生回复刘先生的微信中也有提
到此事的不同意见，“为什么不给我
们说，非要等我们到了再说，不是故
意的？”。代永和认为，丽丽是为了这
笔88万元的赔偿款，提早就计划好了
要拿钱走人。

对于此事后续进展，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仍在继续试图与丽丽
取得联系，并将持续关注。

空中乘务员是一份令不少女孩
子羡慕的职业，每天画着精致的妆
容，拖着行李箱，在各地“飞奔”，空闲
之余还能趁机旅游，待遇还很不错。
可是，在成都，二十出头的姑娘吕晨
却辞去了这份光鲜亮丽的工作，创业
卖起了炸鸡，摇身一变“炸鸡西施”。

两种八竿子打不着的职业，转行
是怎样的体验？“幻想过有个店，甩手
出去旅行，直到每天被油熏出一脸
痘，才发现自己‘想多了’。”吕 晨 自
嘲的一句话道出了创业背后的艰辛
与汗水。

喜欢旅游
学播音主持的她
选择当“空中飞人”

3月25日中午，正值饭点，川大小
北门外的美食街开始上生意。在一间
十余平方的炸鸡店内，一位盘着头
发，妆容精致的姑娘正忙碌着，油炸、
沥干、调酱，动作娴熟，很快一份炸鸡
做好。“您好，美味炸鸡好了！”她微笑
着端给了顾客。临近下午2点，她才歇
息下来，将饭盒里自己做的饭菜热了
热，吃了口午饭。

她叫吕晨，1994年出生的安徽姑
娘，在半年前，她还是一名空姐，全国
各地飞，如今成为了这家炸鸡店的老
板，因颜值较高，被网友夸赞为“炸鸡
西施”，吧台的墙壁贴着的数张曾经
在航空公司工作的照片，穿着制服的
她笑容灿烂，充满了亲和力。

2016年大学毕业时，学习播音主
持的吕晨得到了多个工作机会，在去

电视台面试的前一天，她接到了航空
公司复试的通知。“当时心里十分纠结，
一边是自己熟悉的专业，一边是新的
机会。”吕晨说，自己比较喜欢旅游，想
着如果能去航空公司将有更多机会去
各地看看，抱着这样的初衷她来到成
都。最后，她成功应聘上了空乘人员。

凌晨3点起床洗漱化妆，6点登
机，当8点过飞机落地时，大多数人才
刚刚开始一天的工作，吕晨已经飞完
了一程。她说，在外人看来，这行看起
来光鲜亮丽，其实背后有道不出的心
酸，还记得有一次遇到航班延误，她
超过24小时没合眼。忙碌的工作让吕
晨成为了“空中飞人”。

偷偷辞职
创业开炸鸡店
幻想当甩手掌柜去旅行

去年7月，吕晨背着家人悄悄地
辞了职，“这份工作一眼就能看到头，
不是我想要的。”在吕晨看来，空乘的
工作内容重复、生活圈单一，未来发
展的空间有限，有一颗女强人心的她
希望未来能干一番事业。

“很多女孩子从小都有一个梦
想，开一家自己的店，做蛋糕、奶茶
……当甩手掌柜，一边挣钱一边出去
旅行。”吕晨实现了女孩们的梦想也
是她自己的梦想，因为喜欢吃炸鸡便
开了一家炸鸡店。

“有网友开玩笑说我辞职开店，
是因为家里有矿（钱），其实并没有，
都是我辛苦攒的。”吕晨来自一个普
通工薪家庭，满脑子生意经的她在大
学时便开了零食摊，有小笔积蓄。工
作后更是省吃俭用，三公里以内骑自
行车，骑行公里数已经800多公里，公
交卡充的是次数，不点外卖自己在家
做饭。这样一来存下了创业的6万多
积蓄，加上朋友合伙投资，2个月后终
于有这家小小的炸鸡店。

现实残酷：
最惨一天只卖了3单
天天忙到凌晨两三点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残酷。吕
晨精心挑选了在川大附近的店铺，想
着客源多，生意应该很快会走上正

轨。当第一个月的营业额出来后让她
十分焦虑，“最低的一天只卖了68元，
接了三单。”平均每天营业额不到200
元，吕晨连付房租水电都不够，加上
食材、人工成本，生意亏得不少。

为了提高销量，吕晨也想了不少
办法，增加了外卖业务，延长营业时
间，凌晨两三点也接单，甚至过年连
老家也没回。学生们放假后，周边的
商家也陆续关门，大年三十那天只剩
下她一家还开门营业，“别人都关门
了，我留着多一点机会，多挣一点。”
就这样，吕晨在店里看着春晚过了除
夕。过年不回家，父母没催吗？“他们
一直不知道我辞职，以为我一边飞，
一边投资开店而已。”直到上个月，她
才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为何辞去这
么好的工作？她在电话里被父亲责骂
了一番。

吕晨坦言，现在的工作状态和
当初创业时理想的状态差别很大，
不仅没能当成甩手掌柜说走就走，
事事得亲力亲为。“以前至少上四天
能休息两天，现在关一天门我都心
疼，除了生病、有急事每天都要营
业。”另外让吕晨烦恼的是，明明每
天吃得不多，工作也很累，可创业半
年来体重不仅没减还增加了10斤，
脸比原来圆了一圈。

吕晨说，目前店铺的营业逐渐有
了改善，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她给
自己定了一个期限，坚持到明年，如
果撑下来了就继续，如果失败了，或
许重新找一份工作，或者吸取经验教
训重头再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摄影记者 王勤

不做空姐转行卖炸鸡，幻想当甩手掌柜去旅行

“炸鸡西施”自嘲：我想多了

3月25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从四川省渠县人民法院处获
悉，1月16日中午，渠县5路公交车上
男子为了2元车费与司机发生争执
后并抓公交车方向盘，砸打公交车
司机，被警方拘留。近日，渠县人民
法院公开审理了该案，渠县男子因
抢夺方向盘砸打公交司机获刑三年
六个月。

据了解，1月16日12时40分左
右，男子李某某乘坐载有20余名乘
客的5路公交车（从渠县平桥至渠县
人民医院住院部），车行驶至川林坝

公交站停车等绿灯时，为了2元车
费，男子李某某与杨师傅发生争执。
在公交车左转弯行驶过程中，李某
某探过驾驶室护栏抢拉公交车方向
盘，致使公交车晃动，车内乘客劝
阻，在杨师傅挥手制止了李某某的
行为后，李某某又捡起旁边的车载
对讲机砸向杨师傅，车上20余名乘
客的生命安全受到了极大威胁。

此事发生后，男子李某某被渠
县警方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刑事拘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杨

男子公交车上抓方向盘砸打司机
被判3年6个月

距离代永华身亡已经过去13天，他的骨灰至今仍然放置在
老家的堂屋内，未能入土。

3月12日上午，51岁的代永华在福建福清一家石子加工厂上
班过程中发生意外，后送医不治身亡。经其家属与厂方协商，达
成协议：厂方一次性赔偿死者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工
亡补助金及亲属往返开支等各项费用共计88万元整。据死者侄
儿刘先生介绍，该笔赔偿款于3月17日汇入了死者女儿丽丽（小
名）的个人账户。

3月19日，亲属一行十余人携带死者骨灰起身返回四川宜宾
长宁县的老家，准备料理后事。不过，在抵达老家的当日，女儿丽
丽则携带赔偿款失联了，至今联系不上。

“我们没人要她的这笔钱，只希望她作为女儿，应该露面让
父亲入土为安，并了结她父亲生前的债务，之后她要怎么做是她
的自由。”刘先生说。

意外

赔偿

失联

焦点

上班20多天意外身亡
今年春节后，51岁的代永华从宜

宾长宁县龙头镇北村的老家起身前
往福建福清的一家石子加工厂打工。
据说这份工作待遇不错，他计划着今
年能存上一笔钱，与他相处四年的对
象正式登记结婚。

老家新建的一层砖房已经入
住，女儿两年前已经成家，个人生活
也逐渐向着幸福奔去，但意外却突
如其来。

3月12日，上班仅仅20来天的代

永华出事了。他是石子加工厂的机修
工。当日上午，在上班过程中不慎摔
倒受伤，头部、胸部受到重创，后被送
往医院抢救，因伤情严重不治身亡。

老家亲属相继得到了代永华去
世的消息，其女儿丽丽也在随后收到
亲属的电话通知。当天深夜，一行人
从老家起身，开车向事发地赶去。“有
死者的堂哥、女儿、前妻、舅子以及村
干部等人在内17人。”侄儿刘先生告
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厂方一次性赔偿88万
3月14日下午，一行人抵达福

建福清当地。侄儿刘先生介绍，整
个协商过程持续了几天，“一开始
对方说赔偿60多万，但我们不同
意，最后达成的协议是由厂方一次
性赔偿88万元。”

双方于3月16日签署的一份调解
协议书显示，厂方一次性赔偿死者代
永华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
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及亲属往来开
支等各项费用合计人民币88万元整。

因死者离异，父母去世多年，该笔钱
在死者火化后支付给了死者女儿丽
丽。一同与死者亲属前往当地协商赔
偿问题的北村村主任文昌学向记者
确认，厂方向死者女儿支付了赔偿金
88万元。

刘先生称，在谈定赔偿金额后，
双方签署调解协议书时，丽丽并未让
父亲一方亲属在场，而是坚持由自己
签署。而这也成为后来家属们口中

“有意策划”失联的起点。

女儿带着赔偿金不见了
3月21日，一行人带着代永华的

骨灰回到四川老家。但女儿丽丽却在
当天不见了。

“马上要吃饭了，在喊他们上来
吃饭的时候，骨灰盒放在家里堂屋，
人就不在了。”侄儿刘先生介绍，打电
话也未能接通，“因为在去福建过程
中，丽丽的手机就说坏了，然后打了
她老公电话，她老公说丽丽和母亲心
情不好，需要安顿一下。”而这一离
开，丽丽就再没有回来，至今也处于

失联状态。
“回来的路上大家还在商量丧葬

的问题，但现在钱被她带走了，人也
不出现，死者丧葬也没人管，留下的
债务也没有人了结。”刘先生说，只有
12日当天留下过两万元

而按照死者三哥代永和的说法，
弟弟代永华生前有凭据和有人证的债
务就有6万元左右，“还不算没有凭证
的”。代永和猜测，丽丽就是不想承担责
任，有意策划了带钱离开。

到底因何离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图片由家属提供）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19077期开奖结
果：972。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19033期开奖结果：基本
号码：02 03 05 14 16 21 25，特别号码：22

福
彩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体
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077期开奖结果：514，直选：2518
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组选6：10039注，每注奖金173
元。12778212.7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077期开奖结果：51446，一等奖25
注，每注奖金10万元。（233764397.1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19033期全国销售259583444元。开奖号
码：01 02 04 16 24 07+09，一等奖3注，单注奖金10000000
元，追加2注，单注奖金8000000元。二等奖35注，单注奖金
1340977元，追加12注，单注奖金1072781元。三等奖143注，单
注奖金10000元。7046359232.57元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开奖前
奖池资金高于15亿元，一、二等奖奖金按《中国体育彩票超级
大乐透浮动奖奖金特别规定》分配，详见中国体彩网公告)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5月24日)

兑彩票

死者女儿领到一次性赔偿金88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