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制服持刀男子过程中，还有不少群众挺身而出。有
给符杰递上铁铲的；有一直死死盯着歹徒手上的刀，想找
机会夺刀的；有送餐过程中，赤手空拳赶过来支援的；有一
起帮忙摁倒歹徒后，还专门去医院看望符杰的。

刘万刚：“当时就觉得要第一时间制止”
刘万刚是退伍军人，平时从事安装工作。当天，他在下

班回家路上，看到情况不对后，赶紧抽了附近的两个铁铲
上前帮忙。“看到这种情况，肯定要帮忙制止。但我们不能
打空手，就拿两个铲铲，我和警察一人一个，容不得拖延。”
刘万刚说，“当时就觉得，要第一时间制止下来，如果放纵
他拿刀乱砍，那要影响好多人。”

肖勇：“我一直在后面，想找机会把他刀拔了”
“我当时是路过，看到他追辅警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后

面，想找机会把他刀拔了，不能让他伤到更多路人。”肖勇
说，最后在大家一拥而上的时候，他赶紧把歹徒手中的刀
拔下，避免他伤及无辜。

范贤明：“越来越多人来帮我们，完全没有怕”
范贤明就住在望平街。“我看到他追着辅警砍，就使劲

往前冲。我想拿个‘武器’，最开始想的是共享单车，但没有
看到车，就近看到一个铁架子就拿上了。”范贤明说，他平
时喜欢健身，也当过兵，“就凭身体素质，我觉得一个人也
可以制服，就没怕过。”

刘敏：“我不能让他去伤害更多的人”
刘敏是美团平台的一名骑手。看到歹徒和辅警对峙，

刘敏没想太多，赶紧用附近的板凳框住歹徒的头，和其他
人一起制服了歹徒，然后“就去继续送餐了”。“当时我想的
是，不能让他去伤害更多的人。这种事遇到了还是要上。”

王亮：“我只是做了能力范围内该做的事”
王亮是黑龙江人，目前担任扑扑平台的一名快送骑

手。事发时，王亮正在送单中。看到有人持刀伤人，王亮二
话没说，和其他热心群众一道，“把歹徒摁倒，抢下他手中
的刀”。王亮觉得，路见不平勇于出头是人之常情。“我是路
过，只是做了能力范围内该做的事”。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颜雪 张晓舟 实习生 杨薇 摄影记者 王勤

点赞“成都六勇士”！

23岁的辅警符杰
41岁的退伍军人刘万刚
40岁的重庆市民肖勇
48岁的退伍军人范贤明
27岁的外卖小哥刘敏
29岁的送菜骑手王亮

关键时候雄得起

“刀放下来！你拿刀搞啥子？”
8月8日17时许，在成都市成华区
玉双路与望平街交叉路口发现有
人持刀，这是冲上前的执勤辅警
符杰跟持刀男子说的第一句话。

随后，持刀男子不断挥刀往
前冲，23岁的符杰一边闪躲，一
边不断吸引其注意力，避免伤害
到群众。

紧接着，越来越多的热心群
众冲上前来：有用两个铁铲尽力
为辅警保持安全距离的，有死死
在背后盯住歹徒打算伺机夺刀
的，有拿着支架就往前冲的，还有
赤手空拳上前的外卖骑手……
很快，歹徒被制服，受伤辅警被送
往医院，目前伤情稳定。

警民6人联手制服闹市持刀男，5名热心群众拟被认定为见义勇为

记住六勇士的名字

8月10日下午，成都警方对8月8日警民
协力制服持刀男子一事进行通报。

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猛追湾派出
所副所长曾洪帆介绍，8月8日17时许，在成
都市成华区玉双路与望平街交叉路口，交
警五分局执勤辅警发现有人挥舞菜刀，便
迅速上前进行制止，在附近群众的帮助下，
将持刀伤人的男子挡获，现场无群众受伤。
在制止的过程中，五分局辅警被嫌疑人划
伤，目前已送医救治，无生命危险。目前，嫌
疑人已被公安部门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记者在视频中看到，当天17时18分，持
刀男子在望平街与玉双路交界处逗留，来
往群众发现不对后纷纷避开。这时，在附近
执勤的辅警符杰发现情况后赶紧跑上去。

“刀放下来！你拿刀搞啥子？”这是符杰向持
刀男子说的第一句话。符杰一方面寻求更多
同事的帮助，另一方面和持刀男子不停说
话，想要吸引他的注意力，避免其伤及他人。

持刀男子情绪激动起来，不停拿着刀向
符杰挥砍，沿途的车辆和群众越来越多。一
名群众跑到符杰身边，他拿着两个铁铲，想
要隔开持刀男子，让辅警保持安全距离。“放
到！放到！”又一名群众赶来支援，他拿着一
个支架，想要阻止持刀男子，避免他伤人。沿
途的骑手、路过的行人都来帮忙……大家一
起制服了持刀男子，夺下他手中的刀。

看到血不断流出，符杰才意识到自己
受伤了，万幸的是，现场没有群众受伤。大
家一起把符杰送到旁边的诊所进行紧急
处理。

记者了解到，受伤的辅警符杰今年23
岁，达州人。2017年，18岁的符杰加入成都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五分局三大队担
任辅警。

“当时正是在下班高峰期，我的第一反
应是吸引他的注意力，避免他伤害群众。感

谢各位热心市民，没有你们的帮助，我可能
会受更严重的伤。”在医院的符杰通过视频
向关心他的人报平安。

辅警张龙是符杰的同事，也是他的小
组长。在张龙印象中，符杰既内敛又腼腆，
是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在工作中，符
杰有一种执拗和担当。”张龙说。

事发后，张龙赶到现场时，符杰已经被
送往医院。到了急救室，张龙陪着符杰做手
术。符杰左手臂有一条长七八厘米的伤口，
脸颊部分被砍伤，伤口贯穿到嘴唇。“清洗
创口的时候，他一声都没吭，但手一直死死
地抓着支架。”张龙回忆。符杰是家中独子，
张龙问要不要跟父母说一声，“符杰怕父母
担心，说等到手术完了再告诉他们。”

“符杰跟我说，作为男子汉，穿上这身
制服，就是他的责任与担当，看到群众有危
险就应该挺身而出。”张龙说。

作为成都的网红路段，猛追湾、望平街
等地人流量大，交通情况复杂。为了保障路
段畅通，交警三大队一般安排表现突出的
人员管理重点路段。“这几年来，我们也是
一直看着符杰从一个‘毛头小子’慢慢成熟
起来。”成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五分
局三大队大队长刘波介绍，“符杰平时工作
表现突出，日常训练都做得很好。在处置这
个歹徒的过程中，也使得他有一定的自我
保护能力，来规范处理好这个事。”

8月11日，记者了解到，成华区委政法
委对刘万刚、肖勇、范贤明、刘敏、王亮等五
名热心群众行为拟认定为见义勇为，正在
进行公示，接下来将对相关行为进行表彰。
此外，美团外卖也对其中的一位美团骑手
刘敏颁发“先锋骑手”奖励，奖金一万元。成
都市应急志愿者总队防震减灾分队队长、
雷风防灾减灾应急志愿者总队队委会主任
樊晓凡主动联系红星新闻，希望可以为五
位热心群众免费提供急救专业培训。

记者：能不能介绍下
当时是怎么想的？

符杰：当时的话，第
一反应就是他持刀想干
什么，附近这么多群众，
他到底想干什么。我肯定
要第一时间跑到他面前，
跟他保持安全距离，跟他
交流。当时第一反应确实
没想到自己。

记者：他挥刀冲向你
的时候怕不怕？

符杰：说实话，当时
连害怕的心情都没有，只
知道闪避。他挥刀砍向我
的瞬间，整个人肾上腺素
飙升，不断地向后躲避。附近有热心群众拿来两把长的铲
子，我就顺势接过来（一个），和热心群众一拥而上把持刀
男子摁倒。

记者：当时有多少群众上前帮忙，还记得吗？
符杰：有点多了，大家都是一拥而上，还有附近的外卖

小哥、商家一起。还有一位热心群众，拿着广告牌直接冲上
去，我当时都震惊了。

对话受伤辅警符杰>>

“第一反应只想知道他
持刀想干什么”

挺身而出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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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成都持续高温。8
月11日13时40分，成都市气象
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多
地未来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
至37℃以上。

酷暑下，路上有这样一群
人：白帽子、黑皮肤是他们夏天
的显著特征；头顶烈日，脚踩蒸
笼，是他们夏天的标准配置；他
们身浴热浪、坚守道路，用汗水
换来交通的畅通和出行的平
安。最近，记者跟随一线交警，
体验了夏日高温下的一天。

执勤：
热浪中，皮肤有种刺痛感

早上7点过，从省体育馆地
铁口走出，一股热浪迎面而来。
手机天气软件显示，实时气温
30℃。此时，邵军涛和同事们已
在十字路口站岗执勤，来往的
车辆在他们的指挥下，快速有
序地通过。直到早高峰结束，一
站就是一个半小时，汗水不断
顺着脸颊滑落。

今年49岁的邵军涛，是成
都交警一分局一级警长。27年
来，他坚守在人民南路。在3.54
平方公里的警务区内，他骑废
了4辆摩托车，穿坏皮鞋无数
双，留下41万公里的巡逻轨迹，
平均每天巡逻超过43公里。

久经“烤”场的他认为，执
警二十余年来，很少遇到今年
夏天这么酷热的天气。邵军涛
把对高温的感受划分成三个等
级，33~35℃是常温，有点难受
但已习惯；35~40℃，非常难受；

40℃及以上，快被“烤熟了”。
连日来，成都持续高温天

气 ，地 表 温 度 往 往 会 达 到
50℃-60℃，来来往往的车辆
还会携来阵阵热浪，邵军涛在
外执勤被太阳直晒，皮肤会有
一种刺痛感，身上的衣服总是
湿了干，干了又湿。

扫街：
地温53.4℃，防中暑多喝水

“川A9****，路边不能停
车，请马上驶离。”“大爷，自行车
不能在机动车道逆行，快停下
来。”早高峰执勤后，邵军涛接着
驾车出发，在辖区开启了“扫街”
模式。在巡逻中，他不时观察四
周情况，或提醒交通参与人，或
拿起对讲机与同事沟通。

一路下来一个半小时左
右，他在辖区内转了两圈半，

“扫”了16公里，中途只歇息了
一分钟，还是去上厕所。接着，
他又上路，检查危化车、纠正乱
停放、疏导路面堵点，也记不得
后面绕了几个圈，不知不觉时
间就到了中午12点。

下午4点，太阳炙烤加上过
往车辆排出的尾气，让地面温
度飙升。记者用温度计测量，已
经达到53.4℃。邵军涛骑着警
摩穿梭在大街小巷，巡查、纠
违、处理事故，没有停歇。途中，
他从车箱里拿出一瓶2升装的
矿泉水，一口气喝了三分之一。
他说，夏日执勤期间至少要喝
一瓶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张肇婷 实习生 赵云帆

在成都东西城市轴线二标
段龙泉山一号隧道现场，施工
正按计划有序推进。为进行文
明施工，项目建设方——成都
建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在施工
现场对湿法作业、封闭作业、智
慧监管、垃圾管理等方面的管
理，均按照成都市绿色标杆施
工工地技术标准进行。

这只是众多安全文明工地
的一个缩影。作为成都市文明
单位，成都建工路桥建设有限
公司先后取得国家、省市安全
文明工地100余项，先后获国家
优质工程奖、中国土木工程詹
天佑奖、住建部绿色施工科技
示范工程等荣誉。

成都建工路桥建设有限
公司主业为市政路桥施工，近
年来构建了“市政路桥、轨道
交通、高速公路”协同发展的
业务体系。先后参与了天府广
场、人民南路、二环路、三环
路、日月大道、龙泉山丹景台、
五岔子大桥等400余项重点项
目建设。目前正在推进锦城绿
道、东西城市轴线、草金路改
造工程、轨道交通19号线二
期、镇巴（川陕界）至广安高速
公路等项目建设。

“所有的工地都按照成都
市绿色标杆施工工地技术标准
管理，确保建设工地文明施
工。”成都建工路桥建设有限公

司总经理陈金贤介绍说，比如，
为治理扬尘，工地设置雾状喷
淋，采取湿法作业；为治理异味
和噪音，工地设置封闭作业棚
进行油漆喷涂、切割作业；在垃
圾管理方面，工地设置工程垃
圾固定收集点用于临时堆放，
并采取喷淋、覆盖等防尘措施，
避免二次污染……“此外，我们
还启用了智慧工地管理系统，
可以进行远程高清视频监控和
扬尘在线视频监测，便于安全
文明管理。”陈金贤说。

绿色施工也是公司的亮点
之一。高新区石羊街道办事处石
桥村3、8组新建酒店及附属设施
项目是公司首个住建部绿色施
工科技示范工程，项目创新应用
单元式薄壁与轻质隔墙施工技
术、临湖地下水环境保护综合技
术、装配式装修施工、BIM辅助
施工节材、绿植生态屏障“永临
结合”等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新设备，在提高施工效率、保
证施工质量的同时，实现“节材、
节水、节能、节地、人力资源节
约、环境保护”五节一环保绿色
施工目标，实现了显著的环境效
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安全施工、文明施工、绿
色施工，这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也是文明单位的社会担当。”陈
金贤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从8月8日至12日，由成都
市城管委牵头，市公安局等多
部门工作人员组成5个检查组，
于每日19时至23时对“11+2”
区域中元节文明祭祀专项工作
开展检查，依法引导、劝阻、查
处各类违规焚烧香蜡、纸钱等
祭祀行为。

8月10日晚7点左右，记者
跟随其中一组工作人员巡查了
绿地、河道沿线等区域。

在牧华路三段，沿河大约3
公里的范围内，没有看见焚烧
香蜡、纸钱等祭祀行为。

晚上9点左右，五岔子大桥
下有市民在散步。在桥下锦江
旁的步道，摆了一张桌子，桌上
放着红丝带，桌旁放着一桶鲜
花。“晚上7点到11点，我们会在
这里设置文明祭祀宣传点。”高

新区中和街道府河社区党委副
书记、居委会副主任徐庭福告
诉记者，同时还会有工作人员
沿河进行巡查。“如果遇到有人
焚烧香蜡、纸钱，我们会用鲜花
和他们交换，劝导大家文明祭
祀。”徐庭福表示，最近几日巡
查时，偶尔会遇到几处焚烧香
蜡、纸钱的市民，经过劝阻，基
本都很配合。

当晚，巡查组遇到有市民
正在焚烧香蜡、纸钱，工作人员
上前劝阻。几分钟后，两位市民
收拾好东西驾车离开。

据了解，相关部门将依法
对占道售卖香蜡纸钱等祭祀用
品的流动商贩，存在安全隐患
的香蜡纸钱生产、售卖单位进
行查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地表53.4℃！
成都交警“汗”卫平安

走进文明单位成都建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启用智慧工地管理系统
确保建设工地文明施工

鲜花换纸钱 成都倡导中元节文明祭祀

这群勇敢市民中，有“铲子哥”、“牌子
哥”、外卖员、骑手和路人。面对歹徒持刀行
凶，千钧一发之际，挺身而出是他们不约而
同的选择。面对不法和伤害，他们人性深处
的良善和果敢瞬间迸发。

成都是座友善之城，每逢社会急难，总
会有人挺身而出，这些人就是城市文明的
底气。从2013年洪水中救助受困群众的“锤
子哥”，到前段时间第一个冲上三环路拉开
车门救人的“黑衣哥”，再到此次举着铲子

奋力搏斗的“铲子哥”……在城市的前行
中，我们总能看到成都的正能量传承。

他们为何有底气、有力量？邪不胜正只
是朴素的信仰，而一座城市抑恶扬善的价
值张扬更能传递力量。短短几天，相关部门
快速评审街头五勇士“见义勇为”，是为善
良勇敢奉上的勋章。与其在伤害事件发生
后谴责冷漠、感叹世风，不如用制度为人们
见义勇为提供足够的激励和保护。为见义
勇为者垫上“安全垫”，就是用实际行动浇
灌正义的土壤。

有了这样的城市土壤，就能形成见义
勇为的文化，而文化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都
人深信，今后不断会有“某某哥”站出来，就
在万千你我之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评论员 文阳

挺身而出的六勇士，就是城市文明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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