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下午，德阳市中江县古店乡群英

村9组的农家小院一片寂静。 院子里设置

了一个简易灵堂，曾饶海和老伴兰贵招以

及儿子曾道仪的骨灰被摆在桌子上。18

日， 曾饶海一家3口到自家地窖取红薯时

吸入有毒气体，待邻居们将他们从地窖救

起时，3人已停止了呼吸。

曾家地窖深3米、直径约3米，井口宽

半米多。地窖两侧，密密麻麻地堆放着红

薯。昨日，亲戚曾饶兵介绍，有村民发现曾

饶海一家是18日下午5点左右到地窖取红

薯的。

“我19号下午上山放牛时路过，发现

地窖里面有一把梯子，过去一看，地窖里

躺着一个人，喊了几声没有答应，才知道

出事了。”村民王兴德介绍，他赶忙通知队

长，并报警求助。

接到报警后，派出所民警、当地政府

负责人赶到现场， 因为没有专业工具，谁

也不敢下去冒险。

有村民找来了一只活鸡，用绳子将活

鸡的一只脚绑住，将鸡放到地窖里。“鸡放

下去的时候到处跑， 不到一分钟就不动

了。”目击者张顺清说。张顺清家的地窖也

在曾家地窖附近，20多天前他下地窖取生

姜，刚进去立马感到“喘气都喘不赢”，赶

紧上来透气。与曾家地窖不同的是，张顺

清家的地窖一直没有盖盖子。

随后，派出所民警找来了设备，民警

用竹竿分别将3人遗体绑住， 村民合力将

遗体从地窖中拉出来。

正在娘家带孩子的曾家儿媳陈志超

接到邻居电话后，才知道家里出了事。“我

不知道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陈志超哭

着说，家里的人都“走了”，她还要照顾刚

满70天的女儿。

中江县警方初步查明，3人因为吸入

有毒的气体中毒身亡。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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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结束伦敦奥运村主厨工作的

自贡籍川菜师傅钟富华，昨日向媒体公

布了他的奥运日记《弥补奥运百年中餐

遗憾 盐帮川菜走进伦敦奥运村》，讲

述了自己在奥运村做川菜的故事。

临时修改菜单 川菜数量猛增

“应伦敦奥运村餐饮部门邀请，我

在奥运村主餐厅‘印度和亚洲部’厨房

任主厨，是唯一的中国川菜厨师。”钟富

华在日记中披露说。据他介绍，奥运村

餐饮主办者把印度菜和亚洲菜并列为

一个餐饮服务区，在菜品口味上，把辣

的菜和不辣的菜也并列起来了，亚洲菜

则以中国菜和日本菜为主。

为让中国川菜扬眉吐气一回，钟富

华费了一番周折。奥运开幕前，他在奥

运餐饮主管部门制定的中国菜菜单上

只找到了麻婆豆腐和宫保鸡丁这两个

川菜。 且上面标注出的主配料用量、制

作方法、步骤、烹制时间和装盘等与真

正的川菜相差太远。“尽管工作要按部

就班，不能自己改变，但我认为菜单上

的川菜用料和烹制方法是不对的，于是

与相关工作部门做了沟通，希望能调整

用料和菜单。”钟富华称，在自己的建议

和主导下，水煮牛肉、麻婆豆腐、干煸四

季豆等川菜都登上了奥运的菜单。川菜

数量由最初的2个上升到了10多个。

想吃水煮牛肉 请你排队等到

“我也没想到川菜很受欢迎。”钟

富华说，刚开始每道川菜不敢多做担心

浪费，没想到每道菜都不够吃，“不仅中

国运动员喜欢吃川菜，还有韩国、朝鲜

等国家的运动员也喜欢吃，特别是水煮

牛肉，每顿饭期间都会排很长的队。”队

伍中即使有奥运冠军，也要排队等起。

“奥运期间，一位川籍运动员还称

没想到能在伦敦吃到正宗的水煮牛肉

和麻婆豆腐。倍感亲切。”钟富华在日记

中写道。 自贡市餐饮协会负责人介绍，

钟富华系国家一级厨师，20年前曾代表

自贡前往美国密歇根州米德兰市做盐

帮菜艺术表演， 并在当地刮起了一阵

“川菜旋风”。

成都商报记者 周茂梅

宜宾翠柏大道晥宜小区路段发

生连环交通事故造成两人死亡、疑

似警车肇事逃逸一案取得重大突

破！昨晚7时，宜宾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交管一大队召开案情通报会，确

定第一次辗压死者后逃离现场的肇

事车确系警车， 涉嫌肇事逃逸的一

名宜宾交管三大队社区交通管理协

理员（

协警

）已被控制，另外两名涉

案的民用小汽车司机也被控制。宜

宾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付天池

表示，将全力侦破此案，不管涉及到

任何人，坚决一查到底，并及时向媒

体公布此案调查结果。

肇事者当协警已经一年多

宜宾交警部门在案情通报会上

称，“8.19” 交通肇事逃逸案发生后，

交警支队和辖区交管一大队高度重

视， 派出数十警力全力侦办案件。至

昨日下午4点30分， 所有涉案车辆已

被扣留，其中包括警车1辆、摩托车1

辆、民用小汽车2辆。驾驶涉案警车逃

逸的协警已被警方控制，正在办理刑

事拘留手续。但警方没有透露更多关

于涉案协警的情况。

成都商报记者从宜宾交管三大

队获悉，涉案协警进入社区协警队伍

一年多。至于其为何深夜获取警用车

辆，并驾车前往距辖区20余公里外的

事发地，三大队相关负责人称，由于

案件仍在调查，尚不便向媒体透露更

多细节和案情。

出事摩托车司机没有喝酒？

据死者向其云的家属介绍，58岁

的向其云在皖宜小区对面一停车场

看车，事发时前往停车场换老伴回家

休息。“没想到在斑马线上遭遇飞来

横祸，先被摩托车撞倒，又被车子先

后辗压。”死者的儿子向军说，父亲死

后一直没有找到辗压的第一辆车，这

让家属心里很不是滋味。现在肇事逃

逸警车被警方找到，不仅让家属得到

安抚，也让惨死的父亲得到告慰。

同样出事的摩托车司机、事故中

另一名死者翁扬的幺爹杨小华告诉

记者，年仅23岁的翁扬是家里的独生

子， 刚在一家著名酒企上班半年。事

发当晚， 翁扬骑上杨小华的摩托车，

从公司出发送杨小华到宜宾县医院

看望病人，没想到两人分开十来分钟

后就阴阳两隔。当晚翁扬把杨小华送

到柏溪后，返回宜宾准备接女朋友下

班。至于翁扬是否喝酒，杨小华称，在

前往柏溪的路上，他没有闻到翁扬身

上有酒气。

昨日下午， 翁杨的父母从新疆

赶回了宜宾。据了解，翁杨的父母常

年在外打工，最后一次见到儿子，是

在今年春节期间。没想到半年后，竟

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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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左右，宜宾城区雷雨交加。翠屏区与宜宾县

交界处的翠柏大道皖宜小区路段发生一起离奇车祸： 一辆摩托车将

行人撞倒后， 紧随其后的一辆轿车碾压倒地的行人和摩托车驾驶员

并逃逸，同向驶来的越野车又撞上摩托车，就在越野车驾驶员准备下

车察看时又遭追尾。 宜宾警方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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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警力， 全力缉拿肇事逃逸车

（见成都商报昨日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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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逃逸车是警车

司机是协警，将被刑拘；另外两名涉案的小车司机也被控制

“宜宾雨夜离奇车祸”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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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通报 车祸疑问

自贡厨师晒伦敦奥运日记

想吃水煮牛肉？

奥运冠军也要排队

钟富华在伦敦奥运会餐厅

图片由钟富华本人提供

就是这个地窖“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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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牛肉受运动员热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