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涌泉村位于德阳至中江的
公路边，但要抵达涌泉村10组
到12组，必须行经一条坡多弯
多、全长约5公里的村道，驱车
10多分钟，就能到房清佐的家。

这条路是2006年修建的，
只有不到3米宽，经常发生交通
事故。“有些地方一辆车通行都
要被树枝划伤漆面，更别说会车

了。”房清佐说，虽然村里有这条
水泥路，但很多人都不愿意开车
回来，因为车被划伤一次补个漆
要七八百元。

南华镇涌泉村村主任匡有超
介绍说，因为弯多，路上行驶看不
到对面来车，“有一回一辆三轮冲
了下来摔伤人，还有一回是两辆
摩托车对撞，伤者肋骨断了3根。”

而且，这条路还有很多地方是悬
崖高坎，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村两委曾作过预算，要将这
条村道加宽一米，需要资金60多
万元。但钱从哪儿来？匡有超
说，村里只有700多人，人平要出
资900元钱才能完成道路加宽
这个项目，但是老百姓收入也比
较低，确实没法集齐这部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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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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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鸣而起
鸡鸣而起
jī míng ér qǐ

释义：鸡叫时就起床。形
容勤奋不怠。
出 处：《孟子·尽心上》：

“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
舜之徒也。”

成都两的哥载客不打表挨起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智）2月

3日，记者从成都市交委执法总队
了解到，日前车牌为川ATV745、
川ATQ815的出租汽车在上路载
客时，竟然采取喊价、不打表的方
式，向乘客收取费用，其行为已经
违规。两名出租车司机将受到一
千至五千元罚款。

执法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规范出租车市场秩序，执法总队已
经对市内各汽车站、热点景区、火
车站周边等区域出租车违规营运
行为进行有针对性的整治。2017
年春节期间，执法人员在双流机
场、汽车客运站、地铁出入口等重
点区域，对汽车非法营运、仿冒出
租汽车、出租汽车拒载和违规议价
等行为进行整治，确保春节期间道
路交通秩序良好。

春节期间（1月 27日至2月 3
日），执法总队共出动执法人员
1755人次、执法车辆310台次，检
查出租汽车5600余台次。截至目
前，共查处客运出租汽车违法违规
案39件。同时，交通运输投诉热线
12328共受理出租汽车类投诉753
件。下一步，执法总队将结合中心
城区客运出租汽车市场秩序综合
整治工作，保障12个主枢纽车站周
边秩序的同时，实行执法力量的应
急调配，加大对热点景区等客流聚
集点出租汽车的执法力度。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7012期开奖结果：

7776852 一等奖1注，每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
7注，每注奖金56708元，三等奖217注，每注奖
金1800元。（463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中国
体育彩票排列3第17027期开奖结果：325 直
选：6166（318）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0
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11197（674）注，每
注奖金173元。（238.3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027期开奖结果：3 2 5
3 2 一等奖：54注，每注奖金10万元。（2.779亿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7010期：030313130311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7011期：3300001103130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7012期：3113330133330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7010期：1132012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7011期：2112122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7012期：112102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7010期：1133103331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7011期：3313001000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7012期：311313130001

足彩

福彩

2016年 8月，“临江寺”商
标被抢注的消息传到资阳，一
场商标保卫战打响了。2017年
1月25日，“临江寺”豆瓣恢复
生产重新上市。（详见华西都市
报2月3日2版报道）

2 月 3 日，春节后上班首
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再次走进沱江畔的临江寺豆瓣
有限公司。49岁的调味师余绍
军，提前一天就和妻子回到了
工厂，他是“临江寺”豆瓣的“味
道传承者”，保证复产后的豆瓣
品质是他的职责所在。他希望

“临江寺”豆瓣能再延续百年，
不过内心仍存忧虑：下一代调
味传承人还未出现。

摸索：
失败上千次
酿出资格豆瓣酱

49岁的余绍军，是临江寺
豆瓣有限公司的“老资格”。
1982年，15岁的他进入了正值

“火红年代”的临江寺豆瓣厂。
“开始进来，就是给胡豆剥壳。”
余绍军回忆说，这一剥就是5
年。20岁弱冠之年，余绍军终
于走进了制酱区。一天最多要
搅300多缸酱。

也是在这个时候，余绍军

向当时的调味师提出学艺。“师
父同意了就跟着学。”余绍军
说，但是师父并不会教授调味
的配方，“师父都要留一手，秘
方从不示人。”余绍军说，他自
己摸索了10多年，失败了上千
次，才酿出了跟师父同样口味
的豆瓣酱。

愁绪：
停产另谋生路
深夜怀念豆瓣厂

2014年10月，临江味业突
然宣布停产，“一家老小要养
活，靠什么赚钱？”余绍军的亲
戚带他外出务工，在巴中的建
筑工地上当小工。“第一天上
班，感觉自己笨手笨脚。”直到
晚上，和工友聚在一起聊天，余
绍军才又找回“主场”的感觉。
他把话题扯到了临江寺豆瓣

“三绝”上。
余绍军说，所谓临江寺豆

瓣“三绝”，一是原料不经蒸煮，
生料种曲，依古规必须400天
出厂；二是“干净无蝇有天垂”
之说，生产区晒场从不见苍蝇
踪影，个中缘由至今未解；三是
神奇的古井水使临江寺豆瓣口
感独特，若改用达标自来水，则
不能入口化渣，中有硬芯，色泽

干涩，口味不佳。
当晚，睡眠一向很好的他，

失眠了。以后两年多，他又去
过西昌、武汉等地务工，相同的
场景时常出现。

忧虑：
重回工厂
新一代传承者还未出现

2016年国庆，余绍军从武
汉回到了临江镇。“出去了两年
多，还是没有习惯，准备回家种
菜卖。”余绍军说。

今年1月4日，资阳打响商
标保卫战，工厂重新恢复生产，
余绍军又回到了熟悉的临江寺
老厂房。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最
重要的工艺能够传承，但是，此
次回厂的40多名员工中，普通
工人都属于中老年人，“年轻人
不爱学，而老年人学习的时间
已经不够。”

“十多年心血，我不会轻易
献出。”余绍军说，他想找一个
能延续这门老手艺的年轻人，
这个人不能是急于求成的人。

余绍军的心愿能够达成
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田雪皎 摄影报道

5年攒下10万买车钱
中江慷慨哥捐给村里修路

他说：“路都没修好，买车有啥用”

46 岁的房清
佐 在 外 打 工 30
年，如今在广东汕
头当泥水匠

春节前，中江南华镇涌泉村村民房清佐从广东汕头打工回乡，抱着10万元现金走进了村委会。
今年46岁的房清佐已经在外打工30年，去过山西、山东，挖过煤当过搬运工。如今在汕头当泥水匠，每天有200元的收

入。这10万元还是他花了五年时间省吃俭用攒下来准备买小汽车的。

他说，路都没修好，买车有啥用。对于出名，他摇着头说，“我又不图个啥，只想回家的路更加方便安全。”

2月3日，春节假期刚过，房清佐便出现在村道的工地，虽然工人们还没有上班，泥水匠出身的他却在看哪里该开山，哪里该挖沟。

修路是多年梦想
没想过出名

华西都市报：捐了10万元给村
里修路，家人都同意吗？

房清佐：开始还是舍不得，毕
竟在外打工挣10万元还是很不容
易，五年省吃俭用才攒下来的。其
实我多年前就有这个想法，只是一
直没挣到钱。现在家里人都同意
了。我们想通了，钱可以再挣。路
宽了，大家都方便，也安全。

华西都市报：你现在打工都做
什么，能挣多少？

房清佐：现在在广东汕头当泥
水匠，一天挣200元，除了生活和开
销，一年也攒不了多少。

华西都市报：现在捐了10万元
修路，你在村里甚至镇里、县里都
出名了，你心里怎么想？

房清佐：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打
工仔，靠血汗气力挣的钱，这个钱
与其买车还不如捐出来把路修好，
大家走路更方便更安全，没想过啥
子出名。

华西都市报：现在多年的积蓄
都捐了，还要出去打工？

房清佐：过完十五就走，还得
继续打工挣钱。再过几年回来就
把车直接开到家里院坝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唐
金龙 摄影报道

不图出名，只
想回家的路更加
方便安全

10 万元是他
花了五年时间省
吃俭用攒下来准
备买小汽车的

挣的是
辛苦钱

攒的是
买车款

为的是
全村人

打工仔捐资修路
善举弥足珍贵

□蒋璟璟

为了给村里修路，房清佐慷慨捐
出了自己打工攒下的十万元。在解
释自己此举的初衷之时，他表示“只
想回家的路更加方便安全”。这份质
朴的心愿，最终转化为了诚意满满的
行动……个体对于自身利益的合理
关切，对于乡村公共事务的积极参
与，在房清佐身上体现出了高度的一
致性。但在现实中很多时候，人们往
往受狭隘的利己之心驱动，而难以为
公共利益的扩大化尽一份心力。

事实上，关于乡村道路的建设、
修缮，资金来源从来都是一大问题。
在公共财政力有不逮的情况下，村里
不得不更多依靠热心人士的捐资相
助。然而诚如我们所看到的，实际生
活中，指望“搭便车”的人，远远要多
于拿出切实投入的人。愿意出钱修
路的人总归是少数，绝大多数人只是
期待着免费享受路修成之后的便
利。置之于这种大背景下，房清佐的
善行无疑更显难能可贵。最初的利
己之心，最终展现出了一种极强的利
他属性，慷慨哥房清佐的稀缺品质，
委实令人感佩。

作为村里的村民，作为生活共同
体的一员，房清佐捐资修路既是一种
道德责任感的体现，也是财富观、价
值观驱动之下的必然选择。现代社
会，普遍提倡个体之于社会、社群的
回馈。尽管在大多数时候，其仅仅只
是简单表现为“富豪做慈善”，可是房
清佐的故事表明，所有人都可以在此
方面有所作为。甚至，相较于一掷千
金行善的富人群体，发生在我们周围
的，那些普通人的善心善行，更是沉
甸甸而弥足珍贵。

同呼吸
3日空气质量

成都（18时）
AQI指数 105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康定、西昌、马尔康、攀枝花、德阳、巴中、绵阳
良：达州、广安、乐山、遂宁、广元、资阳、南充、
内江、雅安、眉山、宜宾、泸州、自贡

4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93-123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春节前，房清佐从广东汕头
打工回来，他的银行户头上存着
五年间攒下来的10万元钱。“我
本来想用这个钱买一辆小车，但
一想到路都没修好，买车又有啥
子用。”房清佐说。

去年8月，房清佐和侄儿骑
着摩托车在村道上转弯时摔了
一跤。他说，当时更想着要把这
条路修好，曾到村委会提出要捐

10万元修路。
村主任匡有超说，“我们当

时还以为他是开玩笑的，没想到
今年他真的抱来了 10 万元现
金。他的举动让村干部和全村
村民非常激动也非常感动。”

“钱今后再挣嘛，以后买了
车回来就不担心路不够宽了，直
接开回院坝里。”房清佐说。妻
子万秀英对丈夫的做法也很支

持，“车晚几年再买，路早点修
好，大家都方便。”

匡有超介绍，村委会已经向
上级有关部门申请到了 10 万
元，加上房清佐的捐款，已经有
20万元的资金。而筹措的资金
也主要用来加宽道路，“以前是3
米，现在还要加宽1米。”除了加
宽，还要挖排水沟，有的地方还
要砌堡坎防止滑坡。

路窄弯多 事故频发多人受伤村道行车难

夫妻同心捐10万元给村里修路有爱一家人

房清佐直言：钱给得值不心痛安全更致富

对 话 房 清 佐

立 即 评

临江寺豆瓣“味道掌门”：

惟愿延续百年 急寻手艺传人
热 点 新 闻 一 追 到 底

华西追踪
拯救“临江寺”豆瓣 追踪

一边是老手艺的传
承告急，一边是年轻人
不愿苦学摸索，余绍军
的心愿能够达成吗？

2月3日，春节假期刚过，房
清佐便出现在村道的工地四处
查看。房清佐说：“看着看着这路
就变宽了，我心里高兴呢，钱给得
值，我不心痛。”

5 公里的路面目前已经有
2.6公里开始施工。记者看到，原
来窄窄的水泥村道两旁已经进行
了路基整平，发掘机拓宽作业后，
一些弯道变直了不少。

涌泉村党支部书记郑永传
说，改善后的道路将会使沿线
400多户村民受益，解决村民出

行不方便不安全问题。而在村民
看来，改善这条村道不仅方便出
行，还能让大家致富。

在当地，有个名为岩鹰山的
地方，每年春夏季节，山上空气清
新、风景如画。只要是周末，驾车
途经这条村道前往岩鹰山休闲放
松的市民络绎不绝，一路上车辆
拥堵十分严重。据了解，山顶上
有一大块平地，很多人趁着周末
上去烧烤或者开展户外活动。这
也让一些村民看到了商机，开始
做起了小生意。村支书郑永传则

计划着村里要在山顶上建露营基
地、出租烧烤工具等，方便前来开
展户外活动的游客，同时也增加
老百姓收入。郑永传说，路修好
了，会更加方便游客来村里耍。

房清佐也巴望着这条路能带
动村民致富：“我就觉得这个路整
好了，交通好了，希望村里经济越
来越发达。”过了正月十五，房清
佐又将踏上南下广东的打工路，
他说，再干几年就回来，毕竟岁月
不饶人，“想一想，修路也是方便
自己嘛。”

他
为啥被点赞？

心愿何时了？

他

看着变宽的村道，房清佐说钱捐得值！

余绍军介绍菩提古井。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027期开奖结果：873，单选547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
6，1476注，单注奖金173元。中国电脑型福利
彩票全国联销“七乐彩”第2017012期开奖结
果：基本号码：08.12.07.14.10.19.25，特别号码：
03。一等奖4注，单注奖金299642元。二等奖
29注，单注奖金59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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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