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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05

走红后辞职不足两月 重回黄龙溪拉面

2017年5月4日
星期四

不过，即使是在家待业，对田波来说，“黄龙
溪一根面”也并非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抛来的
橄榄枝不乏更优选择。

3月底，“黄龙溪一根面”的老板刘建国找
到田波，“当时见到他，觉得他颓废又消沉。”田
波选择这家店的原因，是觉得这家店“实在，什
么都是看得到的。”店铺位处黄龙溪古镇主街上
段，田波觉得工作比以前更累，但干起来更开心，

“不用想那么多，没那么心累。”每天早上8点到下
午6点工作，4个师傅轮流甩面，一个月休息3天，
下班了骑摩托车驶过田间小路就可回家。

如今，他的直播主页的最新介绍也简单明
了：“我现在正式在黄龙溪一根面上班了，我会
不定时给大家直播甩一根面的。”新东家也专门
申请了快手账号“一根面官方网站”，账号上5月
以来的8段视频中有4段主角都是田波。

在黄龙溪街头，田波依然很容易被认出。
不过，他的网红光环渐渐褪去，其快手直播播放
量从2个月前顶峰期的218万渐渐跌落到昨天的
12万。围观的顾客一边拍照一边评价：“以前那
个是一种境界，现在这些都是模仿。”

田波说，甩面时伴随的手机镜头和相机镜
头，他非但不能躲避，还得尽量抛媚眼、做动作
吸引顾客，事实上他本人“不太希望被关注。”

对于每月5000多元的工资，田波觉得是拉
面师傅的正常工资，“我就是打工，卖体力活的
拉面师傅。”同一条街面上的竞争，田波也不太
担心，“他们是他们，我是我。”

“他现在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只管做我们的
生意。不管挣多挣少，开心最重要。”老东家“古
镇一根面”的老板娘刘女士也知道田波又回黄
龙溪了，她坚持此前看法不会再让田波回来。

广安暴雨
78个乡镇（街道）受灾
当地紧急转移安置766人

5月3日0时至12时，广安境内普降大到
暴雨，初步统计此次暴雨导致全市78个乡镇
（街道）受灾，受灾人口达98528人。目前，当
地正在进一步核实灾情，开展救助工作。

3日凌晨，广安市消防支队出动多路警
力，分赴受灾严重的广安区花桥镇、蒲莲乡
以及城区临港大市场、市民广场、万盛四街
五福南路等地展开救援，疏散转移被困的群
众。据当地民政部门初步统计，此次暴雨共
导致广安区、前锋区、华蓥市、武胜县78个乡
镇（街道）受灾，受灾人口98528人，紧急转移
安置766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037.19公顷。暴
雨还导致10间房屋倒塌，严重损坏房屋35
间，一般损坏房屋40间。暴雨造成的直接经
济损失达2244万元。目前，当地民政部门已
发放衣被552套，下拨救灾资金62万元，其他
物品折款10.2万元。据广安市气象台消息，5
日~7日，广安还有一次降温降雨天气过程。8
日~10日天气转晴。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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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 小雨
14.2℃~23℃ 北风1~2级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
销“排列3和排列5”第17116期
排列3直选中奖号码：213，全国
中奖注数 3420注，单注奖金

1040元；排列5中奖号码：21311，全国中
奖注数14注，单注奖金10万元。●中国体
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7050期开奖结果：
前区12 14 17 20 28，后区02 06，一等
奖7注，每注奖金7486392元，追加3注,单
注奖金4491835元。二等奖47注，每注奖
金200246元，追加21注，单注奖金120147
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
联销"3D"第2017116期开奖
结果：814，单选5447注，单注

奖金1040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
元，组选6，3474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七乐彩
"第2017050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
23、03、02、01、30、27、11，特别号码：17。
一等奖1注，单注奖金1761929元。二等
奖18注，单注奖金11366元。奖池累计金
额0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
后的结果为准

有有//余余//波波

“山寨版”层出不穷
网红制造在继续

现在招拉面学徒，要学花式拉面

沿着刘建国的店往下走约300米，就是田波
的老东家——“古镇一根面”。新的拉面小哥依旧
在店前拉客，隔壁“黄真一根面”的拉面小哥也到
处“抛着媚眼”。花式拉面开始成为黄龙溪古镇的

“特产”。在主街上走，每隔几十米音乐声就此起
彼伏。除了一根面，麻花、烤串的店员也开始随着
音乐摇摆揽客。

“至今没搞懂网红要咋个当。”田波低了低
头，苦笑一声。而在景区里，还有无数个仿制版

“田波”，借助扭腰摆臀、抛媚眼来招揽顾客，希望
走上网红之路。这条制造“网红”的流水线还在继
续。一位拉面小哥透露，现在招聘拉面学徒，花式
拉面也是学习项目之一。另一位正在拉面的小哥
不远处，就贴着《招收学员》：有意学“一根面”的
请电话联系……

再再//上上//岗岗
新东家：

田波是千里马
表情不可复制

“田波是一匹千里马，原来的老板把千里马
放走了，我当然要把握机会。”在“黄龙溪一根面”
的老板刘建国看来，田波或许是让餐馆起死回生
最重要的一步棋。

2011年，刘建国在黄龙溪仿清街率先开一根
面餐馆，不久后一根面餐馆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
来。他说，仿清街在黄龙溪主街下游，生意常常被
截，所以他又租下上游的店铺。今年春节前，效仿
田波的花样甩面层出不穷，险些让他开的一根面
关门，生意垮了七成。

3月份，刘建国通过成都商报报道得知田波辞
职，于是连夜找到田波，希望招募他，“我跟他说工
资随便开，心想就算年薪15万也能接受。”当时田波
考虑了一下，一周后两人再次面谈，“田波说，普通
师傅三四千，我五千多就可以了。”

刘建国愿意花高价请田波，是看中他丰富的
表情，而非网红身份，“跳舞哪个跳不来？动作哪
个学不会？几千个粉丝的网红也好找，关键是他
那张脸无法复制，表情也无法复制。”

“立竿见影。”说起田波加盟后新店的生意，刘
建国说起来笑眯了眼，五一过后景区回归淡季，但
一天依然可以售出500碗面，相较于惨淡经营时的
一天100碗，翻了几番。

他也给了田波最大的自由：工作累了可以找
人来换，换下来随便玩，甚至至今没有签署劳动
合同，“我不愿意用合同绑住他，天要下雨娘要嫁
人，勉强不得。”

不想当网红，
我就是个拉面的

拉面小哥
网红自省录

“过去总想让全世界知道我，现在就希望这个世界忘记
我。”热播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这句经典台词，或许是
黄龙溪拉面小哥田波的心声。

因为甩面的妖娆动作，今年2月份田波意外走红网络。
不过，“成也网红”，当时坐拥48万粉丝的田波直播获打赏超

过2万元，走红20天后即辞职；“败也网红”，辞职后的田波卷入巨大舆论漩涡，毁誉皆有。后来，
他自知性格不适合，极力想摆脱网红光环：不再接商演、很少再去快手开直播……5月1日，田波
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还是在黄龙溪拉面，而他的新东家和老东家就在同一条街上。

江湖再见，拉面小哥田波又回到走红的起点，只不过这一次，他只想做个普通的拉面师傅……

五一小长假刚刚结束，黄龙溪景区人气不
减。沿着主街往下走，被围得三层外三层的就
是田波工作的新店“黄龙溪一根面”。这家位于
镇龙街31-37号的餐馆，相距田波辞职的老东
家——位于镇龙街71号的“古镇一根面”不到
300米。它们也并非黄龙溪仅有的两家一根面
餐馆，如今仅景区管委会知道的就有四家。

重新站到热汤红炉前，田波依旧白帽牛仔
裤装扮，腰间别上一个小黄人玩偶，扭腰摆臀，
眼神妩媚，像当初一样博得众人喝彩。不过，现
在，他原本清秀的面庞有了些许沧桑，胡须短
短刺出来，皮肤也黄了不少。

和过去不同，田波旁边还有一个甩面女师
傅唱卡拉OK，伴随着音乐《别找我麻烦》，田波

的脚尖和手上动作也起起伏伏，拉面跟随起伏
的抛物线一样蜿蜒绵长。等到一根面甩完下
锅，一旁的另一个师傅赶紧捞起，放在汤锅中
煮开进碗上料。

一口气甩上几盘，在老板提醒后田波才休
息。阳光照射下，抡开膀子甩面的他满头大汗，
猛灌几口水，喘了好几口气才缓过来。听着音
乐还在继续，休息的田波又在锅边给正在甩面
的同事打下手、喝喝彩。

跳槽并非突然。早在4月20日“黄龙溪一
根面”还在装修时，网红田波的身份就已经揭
晓——打围的围栏上的宣传语提醒：网红田
波在一根面老店。但直到5月1日，田波才正式
上岗。

田波换新工作的事，可以从他走红的快手
直播主页窥得一二。名为“一根面~田波”的田
波账号上，一共更新了51个作品，走红时在老
东家“古镇一根面”里有24条，辞职后7条，现在
工作的“黄龙溪一根面”有20条。

3月11日辞职后，田波的心情也受到影响，辞
职后的一次直播是他背对镜头一个人站在田埂
上，“这几天心累休息几天，谢谢大家的关心。”

3月份成都商报报道了田波辞职的事，田
波卷入舆论漩涡，扑面而来的指责让他觉得心
累。此后，在世纪城新会展接下的4000元2天商
演，是他第一次接活，此后便不愿接商演，“我
的性格就不适合，各地打来的电话，湖北、湖南
的，我都没接。”

田波回到家里耍了半个多月，玩手机、逛街
成为他的主业，田波甚至想过去附近工厂打工。

田波渐渐认清——“我只想做个普通拉面
师傅，不想当网红。”

小到拉面新花样，大到未来人生规划，田

波都不再想太多，他明晰的只有一点：不再当
网红，不会再接商演，很少上快手直播，回归拉
面师傅角色——田波极力想摆脱网红光环。

和田波一起来新东家的，还有田波共进退
的表弟，“经历了这么多事，田波肯定成长了，
起码心态上成熟了，理性了。”

刚刚辞职那会儿，田波接受成都商报采访
时踌躇满志：“我以前上班都是迷迷糊糊的，这
几天接触了一些人，他们说的还是对，我想把
一根面当成文化传下去。”昨天，甩完几盘面的
田波擦了擦汗，“我有什么计划？我的计划无非
是拉面的新花样，走一步算一步。”

在爆红以前，2015年田波发出的10条朋友
圈都是手机游戏，“开心消消乐”的闯关游戏足
够打发时间。爆红后，田波第一次坐动车，手机
拍下窗外模糊的一瞬，他感叹“真的好快！”

辞职后，田波沉寂了约一个月。4月17日，
他的朋友圈才再次更新，此后再次回归“开心
消消乐”。

田波渐渐认清——“我只想
做个普通拉面师傅，不想当网红。”

小到拉面新花样，大到未来人
生规划，田波都不再想太多，他明
晰的只有一点：不再当网红，不会
再接商演，回归拉面师傅角色。

重回黄龙溪拉面 新老东家就在同一条街回归 /

不想再当网红“只想做个普通拉面师傅”自省 /

网红光环褪去“月薪五千是拉面师傅正常工资”自知 /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董晋升
摄影记者 王红强

5月1日
田波回到田波回到

黄龙溪黄龙溪，，在相距在相距
老东家不远的老东家不远的
另一家一根面另一家一根面
餐馆拉面餐馆拉面，，重操重操
旧业旧业，，月薪月薪50005000
元元。。

4月17日
赋闲沉寂赋闲沉寂

一个月后一个月后，，田波田波
的朋友圈再次的朋友圈再次
更新更新。。在这期在这期
间间，，他的主业是他的主业是
玩手机玩手机、、逛街逛街，，
甚至想过去附甚至想过去附
近工厂打工近工厂打工。。他他
渐渐认清渐渐认清————

““我只想做个普我只想做个普
通拉面师傅通拉面师傅，，不不
想当网红想当网红。”。”

3月23日
成都商报成都商报

深度深度报道了田报道了田
波辞职一事波辞职一事，，引引
发网络热议发网络热议，，田田
波卷入舆论漩涡波卷入舆论漩涡

3月11日
田波辞职田波辞职。。

不久他在世纪城不久他在世纪城
新会新会展接下第一展接下第一
单商演单商演22天天40004000
元元，，此后便不愿此后便不愿
接商演接商演。。他说他说，“，“我我
的性格就不适的性格就不适
合合，，各地打来的各地打来的
电话电话，，我都没接我都没接。”。”

今年2月
因 甩 面因 甩 面

时妖娆的舞时妖娆的舞
姿姿，，黄龙溪拉黄龙溪拉
面小哥田波面小哥田波
网络爆红网络爆红

疏导绕城高速车流
成安渝高速成洛互通施工

成安渝高速绕城至二绕段（不含绕城）
主线已基本贯通，力争 5 月具备通车能力。
成安渝高速全线建成后，成都到重庆的车程
仅需两个半小时（成都商报曾报道）。

为实现绕城高速和成安渝高速接驳转
换，在两条高速相交处，专门设置了成安渝
高速成洛互通立交。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中
电建路桥集团获悉，相交处的绕城高速路段
当日开始交通疏解，以便施工。记者在现场
看到，上跨绕城高速的一条半圆形匝道尚未
合龙。中电建路桥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为
确保施工安全，绕城高速内外两侧分别建了
1条疏解道。他介绍，这两条疏解道都是三车
道，保证了绕城高速原有的通车规模，但通
行速度降为60公里/小时。绕城主道1公里
道路通过疏解道通行，闭合的疏解道不影响
绕城车辆通行。绕城内外侧疏解道分别于昨
日上午11时和下午3时启用，大约2个月以
后，恢复该路段原本通行方式。据了解，成洛
互通包括两个上跨桥和两个下穿与绕城高
速相交。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共享单车实施“划段共治”
人民南路及天府大道沿线
分给5家企业

成都商报讯（记者 严丹）人民南路及天
府大道沿线将实施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分段负
责制，6月底前完成第二批共享单车停放点位
施划。昨日，市交委、市公安局、市城管委召开
加强共享单车管理第二次专题协商会。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针对人民南路及天
府大道沿线，按5家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单车
投放体量划分了5个不同长度的区段，要求
5家企业各负责一个区段的秩序管理，每个
区段至少配备1台货运保障车辆，单侧每50
米配置1名秩序维护人员，负责区段内所有
品牌共享单车停放秩序的停放管理及停放
区域外多余共享单车的清理工作。

各区属地政府要按照交管部门规划的
“5环26射”城区主要干道和“高新南区、春
熙路商圈”两个片区的 1209 个非机动车停
放点，加快施划工作确保在6月底前完成。

同时，督促5家运营企业制定完善对用
户行停秩序的奖惩制度，通过短信、APP引
导用户规范停放、文明骑行；督促企业公开
本地投诉受理电话，主动接受市民监督。

辞职不足两个月，走红网络的拉面小哥田波又回到黄龙溪古镇拉面，舞姿依然妖娆

昨日,黄龙溪古镇，田波的老东家换了拉面小哥，
舞姿也很妖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