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条微博引来了网友的围

观，网友甚至将其称为“成都版

的《搜索》”，还有一些网友展开

了人肉搜索。一名网友称：“前段

时间才看了《搜索》 ，今天就看

到了现实版“搜索”，美女你还是

赶紧去把单买了……”

在近200条评论中，三分之二

的网友对沈小龙的行为表示支

持，希望这名女子尽快现身。“天

涯烟淼”称：“整别个师傅冤枉就

过分了嘛，的哥天天这么奔波，真

辛苦。”“孑於心”说：“对于这种

人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她不付

钱就算了， 关键是大热天还让的

哥等，人家每小时也有成本，半小

时不仅是时间更是金钱， 也是道

德和廉耻。” 也有网友调侃：“想

坐霸王车遇上微博控师傅， 此女

完蛋了……”还有很多网友保持

“队形”呼吁：“美女，的哥喊你

给钱了！”同时，还有大量网友的

留言中充斥着攻击谩骂的语言。

然而， 也有网友表达了相反

的意见。“阳光痞痞的” 称：“谁

都有棘手的时候， 我想现在的人

也不差这几十块钱， 不过这样做

肯定是不对的。 但可以随意公布

乘客的照片吗？ 这样会不会侵犯

隐私？”

对此， 一名网友也怀有电影

《搜索》的幻想，认为女乘客有她

的难处。 她称：“看你也不像坏

人，几下把车钱还给人家师傅，我

们就当你是有急事没来得及给师

傅！做人要厚道，人家大热天辛辛

苦苦挣钱也不容易哈！”

成都商报记者 蓝岚 实习生

李佳欣

“我还没有找到这名女乘客！”昨晚9时许，当成都商报

记者联系上的哥沈小龙时，他仍然在等待这名女乘客出现。

沈小龙称，当他遭遇这名女乘客未付款时，第一时间就

想到了“发微博”，因为自己当时很气愤，所以没有考虑到

发照片是否侵犯女乘客的隐私。之所以发微博，首先是想曝

光这种不诚信的行为， 其次是想收回打车费。 最初也想用

“马赛克”处理面容，但是手机又没有此软件。考虑到女乘

客的照片为侧面，看得不是特别清楚，他便发布了微博。

司机微博搜索

曝光女乘客 想讨回打车费

网友人肉搜索

200条评论 三分之二是指责谩骂

据沈小龙介绍，昨日下午

1

点

10

分时，这名女乘客在菊

乐路法院门口上车，车行过程几乎没有交流。等行至水碾河

路的人行天桥时，这名女乘客表示要下车。她告诉沈小龙，

自己没带钱，要到街对面取钱后，再给车费。沈小龙见她衣

着光鲜，便答应了。这名女乘客走过人行天桥，穿进街对面

的一条小巷。沈小龙在车内等了半个小时，看着计价器从

19

元跳到

30

多元，仍未见那女孩回来付款。于是，他便驾车拐

进那条小巷寻找，但仍未见到女乘客。

于是，沈小龙便来到监控中心调取女乘客的照片，发布

了图文并茂的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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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岁“胖友”减肥

给儿子当榜样

“我要减到150斤，给儿子做个榜样。”59岁张利的减肥动

力，除了追求身体健康，还想给体重超标的儿子做一个榜样。成

都商报联合成都电视台第二频道以及成都全搜索网站联合推

出的大型励志减肥真人秀节目———《华美紫馨·痛改前肥》，从

上百名报名选手中甄选出最后的16名“胖友”，目前正在为完

成身材的蜕变尽最大的努力，优胜者还可获得最高10万元的大

奖。 本节目由四川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院提供全程技术支持，

以国色天乡水上乐园作为减肥训练营基地。

10多年都没穿过西装

张利今年59岁，是所有报名选手中

岁数最大的一位。做生意的他，经常到

国内外各大城市出差，出入一些正式场

合，可由于身体肥胖，他有10多年都没

穿过西装，只能穿宽松的休闲装。所以，

他很想减到150斤， 穿上西装享受一把

“绅士风度”。 肥胖还给张利的健康带

来了困扰，开车时间比较多的他，因为

腰围过大压迫到腿部神经，经常感觉左

腿发麻。

“减肥是为了健康， 提高生活质

量。”刚开始参加时，他也是抱着试试看

的态度，在复赛之前听到专业教练讲解

减肥和运动的知识，觉得很科学，才激

发了加入这个团队的决心。不过，他觉

得自己年龄偏大，可以进入最后的16强

还是有些意外，当教练宣布最后入围选

手的名字时，张利还惊讶地问：“真的是

我吗？”

除了追求健康，张利还有另外一个

动力来源，那就是给儿子做一个减肥的

榜样。儿子身高1.82米，体重两百多斤，

张利想通过自己的减肥成果，激励儿子

减肥的决心。“有毅力是我的优点，我会

拿最后的减肥数据说话。”张利对接下

来的训练充满信心，他说，在一个有互

相鼓舞、互相竞争的团体里，更有减肥

的氛围。

16名选手已进入状态

目前，张利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身

体，增强训练，并控制饮食，“今天的主

食就是蔬菜和水果”。 进入最终比赛的

16名选手都很珍惜这次机会，“坚持

队”和“励志队”的两组成员都已各自

铆足了劲，开始了艰苦的减肥之旅。“坚

持队”的队长李玉龙今年21岁，是一名

散打教练， 体重200斤的他曾经在追女

孩子时，被对方委婉地拒绝说“你太有

安全感了”， 种种生活上的困扰让他下

了减肥的决心，报名参加了《华美紫馨·

痛改前肥》。在团队里，李玉龙也发挥了

自己的职业优势，上周的复赛中，教练

要求选手们跟着自己练习搏击动作，别

的选手都只能照葫芦画瓢，他却因为动

作规范被喊出列，与教练一起给大家做

示范。

“励志队”的教练大君说，目前开

始指导队员们进行跳绳、 俯卧撑等训

练，对饮食也提出了要求，并鼓励他们

坚持，“尤其是队长， 要发挥带头作用，

队员之间也要互相监督，共同减肥。”

你是否被体重超标所困扰？肥胖给

生活带来不便， 遭受过别人异样的眼

光， 却苦于没有减肥良方？ 热线电话

028－88881890继续开通， 欢迎来电咨

询。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实习生 易国娟

女乘客下车拿钱，再没回来

的哥微博曝光

昨日下午2时23

分，微博名为“成都

出租车预约”的24岁

的哥沈小龙发了这条

微博。

沈小龙从2010

年就耍微博， 共发布

了921条微博， 多是

他在驾车途中的见闻

和路况信息播报。

这条微博引来了

网友的围观， 更像电

影《搜索》般，网友们

开始指责、 谩骂该女

子， 并展开猛烈的人

肉搜索……

截至昨晚9时，

这一本地最热事件之

一的女主角仍未露

面。

公交车上 ， 众人义愤填

膺，墨镜姐就是不让座于旁边

的一位老者 。甚至 ，墨镜姐甩

出一句 “有本事 ，你就坐我腿

上”。而这一幕，被一个电视台

的实习生拍到，并被电视台制

作成了节目 。第二天 ，这个节

目极其轰动。墨镜姐所在的公

司受到牵连，而她自己也成了

过街喊打的老鼠 。最后 ，这位

墨镜姐自杀了———事实上，在

“让座事件”的当天，墨镜姐被

查出了癌症晚期。 貌美如花、

前程似锦的她，如何面对这晴

天霹雳 ？所以这样看来 ，她在

公交车上不愿让座的行为，还

真是可以理解的。

电影《搜索》情节

成都版

《搜索》

不让座被电视曝光

墨镜姐自杀

很抱歉， 我们没有刊登这

名女子的照片。在说明原因前，

先讲一个故事。

公交车上，众人义愤填膺，

墨镜姐就是不让座于旁边的一

位老者。 这一幕被一个电视台

的实习生拍到，制作成了节目。

第二天，这个节目极其轰动。最

后， 墨镜姐自杀了———事实上，

在“让座事件”的当天，墨镜姐

被查出了癌症晚期———这一天

她在公交车上不愿让座的行为，

或许可以被理解的。

这一幕来自前段时间挺火

的电影《搜索》。就在这部电影

余热未散之际， 成都又上演了

这样现实版的《搜索》，这位的

哥发的微博就像细胞扩散般广

为流传， 网友们纷纷指责女子

不诚信的行为。

但是。 如果根据电影的桥

段， 这名女子会不会遇到了什

么急事，来不及回来给钱？或者

这名女子遇到了什么困难，无

钱支付出租车费……总之，在

事情没搞清楚之前， 女子和的

哥之间存在误会的可能， 无所

谓没有。如果真是一场误会，微

博病毒般的传播，就等同于《搜

索》 中姚晨扮演的那位无良记

者。也许就是这区区19元钱，让

这位本处于困境的女子， 陷入

更大的困境。

当然。现实不是电影，事件

的另一种可能， 那就是这名女

子故意逃单。逃单，的哥挣钱很

辛苦，逃单固然不对。女子在这

个事情中， 付出的代价正好印

证了那句顺口溜：“一个鸡蛋吃

不饱，一个贼名背到老。”如果

说一个鸡蛋是犯错的成本，而

背到老的贼名是代价。是不是，

这样的代价稍微大了点？

就像此事， 仅仅19元的逃

单行为通过微博的发酵， 最后

人人皆知。女子可能背上巨大的

心理负担，也许她还会面临工作

的丢失、 朋友的远去等等困

境———事实上， 这样的代价，远

远超过了19元钱的犯错成本。

我们不愿意通过我们的平

台，放大她犯错的代价。这就是

我们不愿刊登女子照片的原因。

那么，如果是真逃单，什么

样的代价才是合理的？ 其实很

容易换算， 只需要假设这名的

哥有一天再次遇到了这名女

子。 他无非是狠狠批评女子这

样的行为， 女子最终道歉、补

钱，或赔偿一些误工费。

成都商报记者 陈东

19元的过错，该付出多大代价？

我们愿带着善意去揣测真相

A

B

C

调取监控搜索

车费19元，她“取钱”再没回来

晋级

16

强的选手们在鼓劲 摄影记者 郭广宇

“成都出租车预约”发的微博 图经处理，不刊登女乘客肖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