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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
排列5”第17219期 排

列3中奖号码：493；排列5中奖号
码：49307。●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
乐透第17094期开奖结果：前区
03、05、08、29、33 后区 04、08。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全 国 联 销“3D”第
2017219期开奖结果：

513。●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七乐彩”第2017094期开奖结
果：基本号码：27、04、19、02、15、18、
24，特别号码：09。（备注：以上信息
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今日
尾号
限行 2 7

成
都

今日 小雨 25℃~32℃
北风 1~3级

明日 多云间晴 25℃~33℃
北风 1~3级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司机开报废车满街跑
被交警挡获强制报废

一辆4年都没有年检过的比亚
迪，已经被报废，可驾驶员牟先生仍
然将它开上了路，不仅从成都开到了
广州，还从广州开了回来。结果，被成
都市交管局交警一分局民警逮了个
正着。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市交警
一分局获悉，驾驶员牟某因为驾驶报
废车上路行驶，被处以罚款1000元并
且吊销驾照的处罚，而且5年内不得再
申领驾照。

市交警一分局民警吴晓乔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牟某的比亚迪轿车最后
一次的审车记录是在2013年，之后仍
有上路行驶记录。8月9日上午7点20
分，在武侯大道顺江段行驶时被交警
一分局民警挡获，而车辆只悬挂了前
车牌。“据他称，他因为在广州做生意，
所以一直没能年检，在广州的时候曾
被当地交警挡下过两次，但由于当时
没有到达强制报废的标准，因此当地
交警只是提醒他回归属地年检。”吴晓
乔表示，超过三个周期都没有年审的
车就会被强制报废。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在交警
一分局见到了牟某，他告诉记者，他目
前在从事餐饮工作，车基本上都是员
工在用。之前他去了广州打工，车也被
开到了广州。“时不时开出来办个事，
和朋友去耍耍，还是存了侥幸心理，现
在挺后悔的。“牟某说。

随后，交警一分局民警联系相关
报废公司，现场将牟某的车辆实施强
制报废，并宣布对其处以罚款1000元、
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再申领驾照的
处罚。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497吨“巨无霸”
今日过境成都
沿途交通适时管制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市交
管局获悉，由东方电气集团大件物流
有限公司德阳分公司承运的大型设
备2件，将于8月15日上午9：00从德
阳制造厂发车，途经成都运至乐山
大件码头。由于此次大件运输设备
车货最重的达497吨，最长的达46
米，最高的达7.3米，为确保此次大件
交通运输任务的顺利完成，在大件
货运途经成都时，成都交警将对沿途
交通进行适时管控。

此次大件运输将从2017年8月15
日上午11：00接到大件运输车队开
始，到2017年8月16日中午12：30将大
件运输车队护送出成都市辖区结束。
运输线路为广汉向阳路口－川陕
路－绕城三河场立交－天回镇－省
大件路口（右转）－金府路－老区委
路口（左转逆行）－营门口立交（桥下
右转）－化成－峨影路口－清水河－
红牌楼－永丰立交（辅道右转）－成
新大件路－新津成雅高速路口－青
龙场－出成都市辖区。沿途交通标志
标牌等交通设施将拆除或挪移，行经
大件运输线路上的车辆要注意观察，
谨慎通过。根据此次大件的运输线路
（绕城以内）及路面运行要求，成都交
警将提前拆除或挪移妨碍大件车队通
过的信号灯杆、电子眼设备、隔离墩及
标志标牌等道路设施。

由于此次大件运输车队运行间距
长，速度慢，为防止社会车辆穿插造成
意外，成都交警将抽派警力，对大件车
队途径线路的路口、缺口，特别是二环
路辅道、大件路各施工点位的交通进
行控制，保证大件运输车辆顺利通过。
同时，成都交警还将加派警力，加强横
向车辆的控制疏导工作，确保沿线道
路交通的安全和畅通。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几天前几天前，，55岁的茜岁的茜
茜回到了江油奶奶茜回到了江油奶奶
家家。。茜茜不在的这几茜茜不在的这几
天天，，在成都花牌坊附在成都花牌坊附
近做环卫工的外婆林近做环卫工的外婆林
淑蓉很不习惯淑蓉很不习惯。。稍有稍有
空闲空闲，，林淑蓉就会掏林淑蓉就会掏
出手机出手机，，翻看着茜茜翻看着茜茜
的照片的照片。。

1133日日，，一段茜茜一段茜茜
在街头扫地的视频突在街头扫地的视频突
然火了起来然火了起来。。视频中视频中，，
茜茜穿着粉红色的小茜茜穿着粉红色的小
裙子裙子，，留着短发留着短发，，拿着拿着
比自己还高的扫把比自己还高的扫把，，
颇有架势地清扫着街颇有架势地清扫着街
道道，，把散在地上的垃把散在地上的垃
圾一一扫在一起圾一一扫在一起。。视视
频下方的评论区频下方的评论区，，网网
友们不停地夸茜茜懂友们不停地夸茜茜懂
事事。。仅仅一天仅仅一天，，这段小这段小
视频就获得超百万的视频就获得超百万的
播放量播放量。。

5岁女孩帮环卫工外婆扫地视频网络爆红
一天内超百万播放量，网友纷纷留言点赞

有人为她感动点赞
“小女孩好可爱。”——@

十英寸的英雄
“她扫的不是垃圾，是被

丢弃的美德。”——@张三金
想让你点进来

“很棒的孩子！父母太会
教了！”——@男神太多ID写
不下
有人教育自家孩子

“我反手给我那正在打王
者（荣耀）的 5 岁弟弟一巴
掌。”——@华君summer

“你看看，这个妹妹还比

你小哦，我们是不是不能再乱
丢东西了？”——网友夏女士

“有时候看看沙发上自己
的孩子，再看看新闻里的孩子，
就觉得对比强烈——她这么小
就这么懂事。”——网友小汤
有人呼吁遵守公德

“乱丢垃圾的人在看小宝
贝儿扫地的时候脸应该藏起
来了。”——@牧子清音

“那些随意扔垃圾的人真
该羞愧。”——@上上签SQ

“能不能让垃圾进垃圾
桶！”——@free小青梅

13日，一段1分16秒的视频在
网络上热传。视频中，一位穿着粉红
小裙子的女孩，拿着扫把，细致地清
扫着街头的垃圾，小小的个子，却有
模有样，像个老手。成都商报记者了
解到，视频是一位来成都旅游的女
士于8月5日拍摄的。“当天我们等
车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小女孩，在那
里慢慢地扫地，扫了大概十多分钟，
就觉得小小年纪这么懂事，让人很
受触动。”

网络上，网友们为小家伙点赞：
“有些小孩子真的比20多岁的大人
懂事多了”“懂事的孩子，我们可以
不乱丢垃圾了嘛？”“长大肯定有出
息”……仅仅一天时间，这段小视频
就获得了超百万的播放量。

昨日中午，记者在花牌坊街找
到了视频中的拍摄地点。一番周折
后，与小女孩的外婆林淑蓉见上了
面。见到林淑蓉时，正好有一位热心
市民拿着手机向她询问，是否认识
视频中的小女孩。“这是我外孙女
嘛。”林淑蓉一阵意外。“网上有好多
人在夸她哦！”热心市民称赞道。

林淑蓉介绍，外孙女今年5岁，
小名叫茜茜，在江油老家的幼儿园
上学。因为放暑假了，一个月前来到
了成都。林淑蓉说，女儿和女婿都在
成都上班，女儿在药店，女婿在做电
焊工，自己则在花牌坊做环卫工。原
本想外孙女来成都后可以在成都好
好玩一下，但女儿又很忙，女婿又怕
电焊不安全，茜茜就只好跟着自己。
林淑蓉笑着说，在跟着自己的过程
中，茜茜就开始帮着干活。“她说要
赚钱给爸爸妈妈买礼物，还嫌弃我
扫地慢，扫不干净。”

林淑蓉的保洁区域，位于
花牌坊街一带，基本上每天都
会在那里工作。由于工作性质
的原因，她一早就会出门，要到
晚上才能回家，平时工作时除
了有路人问话能够搭上几句话
以外，其余时间都处于埋头干
活的状态。茜茜的到来，则给她
带来不少快乐。

“简直就是一个话匣子，啥
都要问，见到啥都要说。”林淑蓉

说，每天 6 点自己出门时，茜茜
就开始吵着要跟着外婆，像只小
蜜蜂一样待在身边。

茜茜除了话多，胆子也不
小。在扫地时，只要见到有路人
乱丢垃圾就会“不留情面”地上
前制止，“你咋不丢在垃圾桶里
呢？外婆刚刚才扫了。”让路人面
红耳赤。旁边的商家则一个劲儿
地为她竖起大拇指，“小娃娃厉
害呢。”

短短的视频小小的她
咋成了榜样触动大家

成都地铁员工背残疾乘客下楼乘地铁，他说：

我只是做了自己分内的事
市民点赞：
温暖就在我们身边

8月12日下午6点，市民姜先生
下班经过地铁1号线火车北站站点，
出站时看到一名身穿制服的地铁工
作人员正背着一名男子吃力地下楼
梯，一旁还有位工作人员提着轮椅。
当时，天气很热，这名地铁工作人员
的衣服都已经湿透了。“姜先生说，
看到眼前这一幕，他被感动了，于是
拿出手机拍摄下来。

“原来，那名行动不便的男子准

备坐地铁，好像牵引机坏了，小哥就
直接把他背下楼。”姜先生说，他感
觉到满满的正能量，把照片上传至
了微博，很快，地铁工作人员背乘客
的举动，在微博上引起了网友的关
注。“温暖就在我们身边”“棒棒哒”

“向他致敬”……网友们纷纷点赞。

地铁员工：
真的没什么了不起

“真的没什么了不起，我只是做
了自己分内的事。”昨日下午7点，成

都商报记者联系上照片中背乘客的
地铁工作人员，他叫刘松林，在地铁
1号线火车北站站点工作。面对记者
的采访，他直言，作为工作人员，服
务乘客是应该的，乘客遇到问题需
要帮助，应该毫不犹豫地去服务，让
每一名乘客安全顺利地乘坐地铁。

刘松林回忆，当天下午6点左
右，正在值班的他接到了无障碍设
施的需求，立即跑到入站口进行服
务。跑到楼上一看，是1小时前服务
出站的那位乘客。“这位乘客行动不
便，坐着轮椅，同行的是两名女士。”

在他启动牵引机时，却临时发生了
故障，无法使用。

刘松林与家属沟通后，最初准备
将乘客抬下楼。刘松林和同事一起微
微使力，发现抬行的话行走不稳，不
太安全。天气很热，不能让乘客一直
等候，这时刘松林主动提出：“我背您
下楼，会影响到您（的身体）吗？”“没
问题，麻烦你了小伙子。”在征得乘客
的同意后，刘松林将他背在身上，小
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向楼梯下走去，而
另一名同事则在旁帮忙提轮椅。

由于担心乘客安全，刘松林中途
没有停顿休息，一口气背下楼，一分多
钟后，乘客安全达到进站点。看着满头
大汗的刘松林，这名乘客连声道谢。随
后，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买票、安检、
进站，该名乘客顺利坐上了地铁。成都
商报记者 张肇婷 图片由市民提供

她有点乖
穿得很可爱扫地很熟练

她有点火
采访时还有“粉丝”找她

她有点“傲”
嫌外婆扫地“不干净”

不仅如此，茜茜还很“看不起”外
婆。“她老是说我扫地慢，还扫不干
净，到处指这里还有叶子，那里还有
纸屑的。”林淑蓉说，每到这个时候，
茜茜就会跑到保洁车前，把另一个扫
把拿过来帮着扫。“总之停不下来，不
拿扫把就要拿手钳到处捡。”

“这么小的娃娃，能够天天跟着
外婆在这边，很懂事，我们有时候给
她买饮料她都不要，说外婆有水，不
能拿别人的。”刘先生是花牌坊街一
家餐馆的老板，茜茜扫地的位置正好
在自家的店门前，刘先生说，最近一
个月里，有好多天都看到茜茜在扫
地，“有小娃娃的那种俏皮，也有一种
成熟，有时候累了就在她外婆的保洁
车里睡一觉，醒了又活蹦乱跳的。”

她成了榜样
网友用视频教育孩子

林淑蓉不太会操作手机，上网就
更不会了，她并不知道5岁的茜茜已
经成了网络上的一个小小红人。

网友夏女士是一个 6 岁孩子的
妈妈，在她看来，或许成年人应该为
此反思。“不乱丢垃圾应该是一种责
任。小女孩应该作为我们成年人的榜
样，让我们反思自己生活中的举止。”

夏女士说，看到小女孩的视频
后，她把儿子叫到了身边，“你看看，
这个妹妹还比你小哦，我们是不是不
能再乱丢东西了？”同时，她还把视频
转到了妈妈群里，希望更多家长能够
把视频给孩子看看。

网友“华君 summer”看到视频
后，更是直言，“我反手给我那正在打
王者（荣耀）的 5 岁弟弟一巴掌。”这
句话也成为视频下面点赞数最高的
评论之一。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试图
联系“华君 summer”，希望了解这是
段子还是真事，但对方未回答。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
传播所所长彭剑认为，茜茜
的视频之所以能够引起广大
网友的关注和传播，一方面
在于人们看到茜茜“这么小
就这么懂事”；另一方面，则
是唤醒了环保意识，引起了

人们的共鸣，“生活中的乱丢
垃圾现象，其实是大家不愿
意看到的。一个小孩子能够
拿起扫把在街上帮助清扫，
正好形成了一个触及点，让
大家对乱丢乱扔垃圾的行为
形成思考。”

网友/

专家：她唤醒了环保意识

她有点“歪”
制止路人乱丢垃圾不留情面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地铁工作人员刘松林背乘客下楼乘地铁

外婆林淑蓉手机里茜茜的照片

茜茜在扫地（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