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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下河：
“帮助游客是分内之事”

苏稽古镇被峨眉河一分为二，
分为东西两场。虽然五一假期接近
尾声，但沿河两岸的游客仍然熙熙
攘攘，热闹非凡。何明钢和另外两
名管理人员正在街头巡查，看到偶
有商贩摆放不够规范时，便走上前
去耐心地提醒。谈起下河帮游客捞
手机一事，何明钢说，“作为一名管
理人员，帮助游客是分内之事，也
是出于一种本能。”

谈助人：
“我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今年48岁的何明钢是土生土
长的苏稽本地人，常年在青衣江
游泳的他，自认为水性还不错，正
常情况下每天都要游泳，每三天
跑一次五公里，“游泳和跑步是我
最大的爱好”。

对于何明钢帮游客捞手机的
举动，同事章雅琴并不感到意外，

“他又不是第一次助人为乐，去年
他还救了一个跳河轻生的婆婆，
背着她送回了家。”

据何明钢回忆，去年11月的一
天，当时在茹公桥附近，一位婆婆因
身患疾病而跳河轻生。他闻讯赶过

去，在其他群众的协助下，将婆婆救
了上来。担心婆婆再次想不开，他便
背着这位婆婆，一直走了两公里路，
送到家交给了她的女儿。

去年8月，四川乐山遭遇百年
一遇的特大洪水，峨眉河畔的苏稽
镇也受灾严重。组织群众撤离、洪水
中转移被困人员……同事们总能
见到何明钢的身影。何明钢说：“这
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就是一个‘闲不
住’的人，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

谈古镇：
“我不想红，我们苏稽红了就行！”

“何书记！你成网红了哦！我
在网上刷到你了！”有认识何明钢
的商贩笑着“调侃”。这时，何明钢
用有些嘶哑的声音回答：“我不想
红，我们苏稽红了就行！”

事实上，何明钢只是苏稽镇
集镇管理队伍中的一名临聘人
员。在2014年之前，他在集镇上自
家门市经营副食店，也卖点早餐，
后来他把铺面租了出去。从2016
年开始，他应聘到了集镇管理的
岗位，投入到了“双创”工作中。

“不瞒你说，现在这工作工资
不高，扣除五险只有1700元。”何
明钢笑着说，但他真的十分热爱
这份工作，因为他是苏稽本地人，

他爱这座千年古镇，所以不在乎
工资高低，只是希望自己能够为
古镇的发展出点力、加把油！

这两年，苏稽古镇的变化可
以说是“脱胎换骨”。据何明钢介
绍，古镇核心区保护性开发实现
修旧如旧和还原古镇生活，呈现
出了“一环、四区、七节点”的景观
结构，即苏稽风情步道环、古镇商
业风情区、美食文化风情区、书院
文化休闲区、嘉定大绸文化休闲
区和诗韵枫荫、栖风广场、渔鼓道
情、古桥余韵、清风书影、古井垂
榕、苏水浣纱等。

今年五一期间，各地游客纷至
沓来。“估算平均每天有五六万人。”
尽管何明钢的声音都已沙哑了，但
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希望更多
游客能来苏稽游玩，这样就能带动
更多乡亲通过旅游致富，也给本地
老百姓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

此次帮游客捞手机走红，让
何明钢深有感触，以前集镇管理
是粗放式的，而现在旅游街区的
管理是精细化的，对游客的服务
体现在一言一行中。不过，何明钢
希望网友不要太关注他本人，而
是更多关注千年苏稽古镇的美
食、美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顾爱刚 摄影报道

为何会实行收费？店内的公告
牌也作出了回应。肯德基方面称，考
虑到大多数客人的口味，肯德基推
出全新的产品“肯德基天府椒麻香
辣粉”，并称该款香辣粉有“浓郁椒
麻香、口味香辣过瘾，风味更复合香
气更浓，辣度也更友好。”据店员介
绍，除了口味不同外，重量也不一
样，“以前是2g，现在是4g”。

对于有顾客对辣椒包收费有意
见，店员表示：“以前免费辣椒包的
厂家不做了，现在换了一个厂家，别

人要收费，所以我们也就一起了。”
而为何会收费？店员猜测公司也有
环保、防止浪费方面的考虑，“之前
给顾客免费辣椒包会存在浪费的情
况，有的顾客要五六包，我们又不能
不给，店员在收餐盘时就只能把剩
下的辣椒直接扔垃圾桶。”虽然有一
部分顾客对收费有意见，但店员称，
大部分顾客还是能接受的。据店员
介绍，全国的肯德基餐厅中仅有四
川才有辣椒包，其他市场并没有辣
椒包。

现场一位男性顾客表示愿意花钱购买，他认为：“以前不花钱，
就会有人浪费，现在要花钱了，大家肯定也会节约一些。”

另一位顾客表示，这是商家的一种决策，“顾客要么不选择在
这里消费，既然要选择就只能花钱买”。

而一位无辣不欢的顾客说，辣椒包要收费，“消费者有可能会
减少”，她也会考虑是否还继续在肯德基消费，“毕竟现在美食店那
么多，卖炸鸡的又不止他们一家”。

那么，作为消费者，你的意见是什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章玲 摄影报道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1116期开奖结果：
161。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21049期开奖结
果：红色球号码：04 25 32 13 22 11 蓝色球号码：01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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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116期开奖结果：414，直选：4899
注 ，每 注 奖 金 1040 元 ；组 选 3：9157 注 ，每 注 奖 金 346 元 。
（33450855.1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116期开奖结果：41432，一等奖41
注，每注奖金10万元。（353333441.5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兑彩票

网友纷纷吐槽
番茄酱收费
还远吗？

近日，有网友反映，在肯德基用餐时，餐厅不再提供免费
辣椒包了，而是需要顾客花0.9元/包购买全新上市的天府椒
麻香辣粉，这对无辣不欢的四川人来说，简直“要命”！

有网友表示，辣椒包都收费了，离番茄酱收费还远吗？也
有网友称，无法接受商家的这种做法，直言想退单！

5月6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走访了成都万象城一家肯德基
餐厅，据店员介绍，新的“肯德基天
府椒麻香辣粉”是从4月26日开始实
行收费的，“全川同步”，以往免费的
辣椒包（川香麻辣调料）也同步下
市。记者看到，相比以往的免费辣椒
包，新款外包装从以往的红色变为
黑色，且分量也更大；此外，产地为
上海，但其中使用的花椒原料产地
为四川。

记者了解到，此款收费“天府椒
麻香辣粉”上市后，堂食中仅有吮指

原味鸡会免费配一包，其他产品均
不免费配备，需要顾客在店内或是
网络下单时自行购买。

随后，记者通过店内自助机下
单一份价值13元的黄金脆皮鸡时，
在“加点餐品”一项，会自动弹出售
价0.9元/包的“天府椒麻香辣粉”，
记者花费13.9元购买了该份餐品。

同时，记者通过网上自助点餐，
也有0.9元加购天府椒麻香辣粉一
项。记者实测，相比以往川香麻辣调
料包，此款“天府椒麻香辣粉”会带
有一点甜味，孜然味较重。

0.9元/包！
收费的肯德基天府椒麻香辣粉上市

为何会收费？
官方：考虑到大多数客人的口味

对于“天府椒麻香辣粉”要收费
顾客也褒贬不一

热心肠的“潜泳书记”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就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

5月4日，记者联系上何明钢时，
已经连续工作多日的他有点疲惫，声
音也有些嘶哑。据何明钢介绍，事情
发生在2日19时左右，当时一名女游
客焦急地走进苏稽古镇综合执法处
的办公室，称她在古石桥上游玩时，
不慎将手机掉进了峨眉河中，手机里
有不少重要资料。当时，她想请路人
帮忙打捞但都被婉拒了，只好向街区
管理人员求助。

随后，何明钢跟随游客来到河
边，确认了手机落水的大概位置，他
蹚水走到齐胸口深的峨眉河中间，
潜到河底开始捞手机。尽管当时他
心里也没底，但幸运的是，不到10分
钟，他就把手机捞起来了。

女游客连声说着感谢，桥上的
游客也纷纷竖起了大拇指点赞。不
过，也有个别游客提出质疑，手机落
水捞起来可能也不能用了，这样做
值得吗？万一出事又咋办？

对此，何明钢告诉记者，他是一
名冬泳爱好者，在苏稽古镇工作多年，
非常清楚峨眉河的情况，确认不会存
在危险。至于捞手机是否值得的疑问，
何明钢肯定地回答说“值得”，因为游
客乘兴而来，不想让他们败兴而归。

事发后第二天，何明钢得知，这
名游客的手机具有防水功能，已经
可以正常使用了，这让他十分高兴，
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女子在古镇游玩时手机落水 支部书记潜水捞回

一名男子走到齐胸深的河中，随后潜到河底一阵摸索，最终将一部手机捞出水面……这一幕发生在
四川省乐山市苏稽古镇文旅街区，下河为游客捞手机的正是该街区党支部书记何明钢。不少网友称他为
“潜泳书记”，并纷纷为他点赞。

5月5日，“潜泳书记”何明钢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当时他跳到河里帮捞手机也是出于本能，只是
不想让游客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也希望网友不要关注我，能更多关注乐山苏稽这座千年古镇，它已改
造升级焕发新的活力”。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不是何明钢第一次热心助人——去年11月，当地一位婆婆因身患疾病而
跳河轻生，他闻讯赶去在其他群众协助下将婆婆救了上来，随后背着她一直走了两公里，将其平安送回
家。而在去年乐山特大洪灾中，人们也总见到何明钢抢险救灾的身影。他说：“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就是
一个‘闲不住’的人，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

因工作不认真，冯某在粮油店上
班一个月后被老板降薪，次月又被辞
退，因认为老板给自己结算的工资少
了100元，与老板产生矛盾。几个月
后，他驾车尾随骑着电动车的前任老
板李先生，将其撞倒在地，后又持匕
首朝对方的头面部、胸腹部、腿部等
连扎数刀……2019年3月14日上午的
这一幕，发生在四川阆中街头。

据检方的起诉书内容显示，经鉴
定，被害人李先生呈植物生存状态，
损伤程度构成重伤一级，而当天撞车
导致另一被害人牛某右小腿损伤程
度构成轻伤二级。后经司法鉴定，被
鉴定人冯某患有待分类的精神障碍，
但对其2019年3月14日的违法行为评
定为有刑事责任能力。

5月6日，记者获悉，南充市中级
人民法院日前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冯
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

冯某1986年出生，初中文化。据
冯某事后交代，2018年9月21日，他到
李先生经营的粮油批发部上班，每天
负责骑三轮车送货，每月工资3600
元，但一个月后，工资降到3000元。同

年11月23日早晨，他找李先生要工
资，被告知要辞退他，他要求李先生
把工资结了，李先生给他结算了2800
元，但他自己算了一下，应该支付
2900元的工资，便找李先生把那100
元钱的工资补起，但李先生坚决不给
那100元钱，两人为此吵了几句。

冯某称，他回家后把这件事告诉
妻子，结果被妻子说了一顿，为此，他
想不通，便对李先生怀恨在心，想要
借机报复。

2019年3月14日上午，阆中市张
飞北路家福乐超市对面的路口。

当时，40多岁的李先生骑着一辆
电动两轮车行驶在街头，突然被后方
一辆加速行驶的小轿车撞倒在地。倒
地的李先生准备从地上爬起来，但从
后面那辆灰色轿车上下来一名30来
岁的男子，直接走到李先生面前，右
手拿了一把匕首，然后朝李先生的头
上、上半身以及腿部等部位连扎了几
下……不久，接到报警的辖区派出所
民警赶到现场。

事后，受伤的李先生被转到成都
的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

五一假期，四川成都一男子载
着父母参加亲戚的婚宴时，错过高
速公路出口一小段，但他竟在超车
道上停车并倒车两分多钟，全然不
顾一车人的安全和后方频频刹车避
让的来车……5月6日，四川高速公安
五分局十九大队通报，该车驾驶员
王某因此被处以驾驶证记12分、罚款
200元并暂扣驾驶证的处罚。

5月4日10时40分许，四川高速公
安五分局十九大队民警在视频巡逻
时发现，广洪高速遂资段资阳东收费
站附近，一辆由遂宁往资阳方向行驶
的黑色轿车正在高速公路超车道上
倒车，后方来车纷纷避让，十分危险。

随即，大队派民警前往现场处置。
但到达现场时，违法车辆已驶离现场。
监控视频显示，10时43分51秒左右，该
车进入监控视频路段，但很快驶过资
阳东出口匝道一小段；10时44分左右，
该车停在超车道上，随后慢慢倒车，直
到10时46分37秒左右转向，并用10秒
左右时间从超车道驶入出口匝道。在
停车、倒车、转向的两分多钟时间内，

约20辆后方来车避让。
经调查取证，高速公安迅速锁

定了嫌疑车辆。经传唤，当天13时许，
涉事驾驶员王某到十九大队接受处
理。民警询问了解到，王某系成都
人，当天驾车载着父母到资阳参加
亲戚的婚宴，因未注意路牌导致错
过高速出口，在导航提醒下才知道。
但当时，王某做了最错误的决定，他
在超车道刹住车，然后倒车，从本已
错过的高速出口驶出。

为此，民警对王某的行为进行
了严厉批评教育，并对王某处以驾
驶证记12分、罚款200元并暂扣驾驶
证的处罚。因驾驶证一次性被记12分
并暂扣驾驶证，王某暂时无法驾车，
只能找朋友来将车开走。

高速公安提醒：出行一定要提前
规划路线，在不熟悉路线时可打开导
航，当错过高速公路出口时，要继续
向前，在最近的高速公路出口出站后
掉头，切不可在高速公路上倒车。

刘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姚永忠

新闻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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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错过高速路出口，竟在超车道倒车两分多钟

记12分 罚款200元

“相约幸福成都，体操助力成
长”，奥运冠军杨威、奥运冠军黄旭、
奥运冠军邓琳琳、世界冠军梁富亮进
校园啦！

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进一步加
强学校阳光体育运动，传播拼搏进
取、永不放弃的体育精神，让体操走
进校园，激发孩子们更好地养成健康
向上、砥砺奋进的卓越品质，5月6日
上午，龙泉驿区青台山幼儿园和成都
教科院附属幼儿园（龙泉驿区天鹅湖
幼儿园）邀请体操奥运冠军和世界冠
军走进校园面对面指导幼儿体操活
动的开展，同时开启“相约幸福成都，
体操助力成长”学习冠军品质，弘扬
大运精神主题教育活动。

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
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体操协会主办，
成都市体育局、成都市教育局承办，
成都市龙泉驿区教育局、成都市龙
泉驿区文体旅局协办，成都体操运
动协会、龙泉驿区业余体校、成都市
龙泉驿区青台山幼儿园、成都教科
院附属幼儿园（龙泉驿区天鹅湖幼
儿园）执行。

活动中，在观看了幼儿们的体操
展示表演后，冠军们现身说法，向孩

子们分享了自己的成长故事、夺冠经
历等，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冠军们艰苦
奋斗，努力进取的精神，幼儿园的老
师和孩子们受益匪浅。在互动环节
中，体操冠军分别指导幼儿们跳箱、
平衡木、单杠、双杠、前滚翻、后滚翻、
肩肘倒立等体操项目，孩子们在具体
的实践中感受到了体操运动的乐趣。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博

裴晗 图据活动主办方

幼儿园娃娃玩体操
体操世界冠军现场指导

将前老板撞倒并刺伤成“植物人”
男子因100元工资纠纷被判死缓

何明钢

新款收费的肯德基天府椒麻香辣粉

网
友
吐
槽

微
博
截
图

杨威现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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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21048期：031110313000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21048期：031110313000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048期：003130111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21048期：021123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21049期：1100031333330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21049期：1100031333330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049期：3333333313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21049期：20203010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7月5日)

四川肯德基辣椒包不再免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