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辗转十余城
到成都送起外卖

张明帅的脸上疤痕和
右手的残疾是小时候留下
的。在他出生6个月时候，
父母把他放在炕边烤火，不
想他意外爬进了火坑，重伤
致残。

后来，父母离异，母亲
艰难地带着他和姐姐过日
子。为了养家，张明帅 16
岁时便辍学打工，辗转太
原、包头、南京、成都等十几
个城市，也干过十来份工
作，当过保安、做过保洁、下
过工地……

两年前，张明帅来到成
都，曾在一家烤鱼店给厨师
当下手，由于不会说四川话，
常常听不懂鱼类名称，也没
能干长久。3个月前，他留
意到一个网络外卖平台，便
去应聘，成为了一名专职外
卖小哥。为此，他还花了
1500元，买了一辆二手电瓶
车。

送外卖已三个月
遇过不少热心人

张明帅现在的住所是在成
都二仙桥路一个租住的单间，那
个小区被居民打趣称为“打工小
区”，住着的多是打工仔。

平时，张明帅要到中午才出
来送外卖，晚上是最忙碌的时
候，有时要忙到凌晨三四点。

由于右手残疾，骑车不方
便，他将电瓶车改装，把油门把
手移到左边。张明帅说，单手操
作还是有些困难，还曾经撞到过
人，所以，他骑得很慢，一天也只
能送10多单，能挣到100元钱
左右，“过日子没问题。”

张明帅说，三个月来，自己
送外卖时也经历过很多温暖的
瞬间，“路上问路时，大家总是很
热心。”也有体贴的顾客让他进
屋坐坐，给他端水喝。

“我样子不好看，
怕吓着顾客”

7月20日下午，封面新闻直
播了张明帅骑送外卖的全过程。
镜头中的他，戴上斗笠，骑上电瓶
车，长长的面纱把上半身都遮挡
住了。风一吹，面纱飘逸起来，颇
有点武侠感。

张明帅说，斗笠是朋友送给
他的，“戴头盔很热。”更重要的
是，他怕自己脸上的疤痕吓着顾
客，“我样子不好看，怕吓着他们，
尤其是女顾客。”

原本，张明帅想着，最近成都太
阳太大，斗笠面纱可以遮下太阳，没
想到戴上后，常常热出一脸汗水。
对此，有网友留言称“天太热了，还
是摘下来吧”。网友“请叫我雨班
长”说：“你挺帅的，心也挺帅的。”网
友“禁止起昵称”称：“第一眼以为是
装，现在想和你做朋友。”

张明帅的邻居告诉记者，他
平日比较内向，跟人交流也不
多。对于未来，张明帅说，想尽快
筹够整形手术的费用，“医院说大
概需要10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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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成都外卖小哥张明帅因为
一段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他头戴斗
笠，黑纱蒙面，骑着电瓶车在烈日下的
城市里穿梭。他说，这么做是因为自
己的脸曾被烧伤，不太好看，担心吓着
顾客。

看过视频的网友纷纷留言，称小
哥很暖心，有网友称“努力的人最帅”，
还有人体谅地说：“天太热了，还是摘
下来吧。”

7月20日下午2点，封面新闻全
程直播了蒙面小哥送外卖的全过程，
截至下午5点，已有111万网友点击
观看。今年26岁的外卖小哥张明帅
告诉记者，他16岁时就离开家乡，在
十余个城市待过，做过十来份工作。
在成都送外卖已经三个月，斗笠是朋
友送的，刚戴了一周。

蒙面外卖哥走红
众网友鼓励关心

张明帅送外卖的视频在网上“红
了”，7月20日，张明帅的电话变成了
热线，短短一上午，就有50个电话打
了进来。

在视频中，张明帅在电瓶车背后
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很孤独，
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他说，自己来
自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孤身一人来
到成都，不是工作就是睡觉，“感觉真
的很孤单”，所以也希望能结交到朋
友。

如今，微信平台里，陌生人不断求
添加。通过后，多数人都会发来加油
鼓励的话语。一名网友叮嘱他，骑车
要注意安全。还有一些新朋友会发来
几块钱的小红包，让他在热天里买点
水喝。

人民日报微博上，有1万多网友
在张明帅送外卖的新闻后面留言。7
月20日，封面新闻全程直播了蒙面小
哥送外卖的全过程，截至下午5点，已
有111万网友点击观看。对于网友的
关心，张明帅觉得很暖心。

观芸芸众生，察纷扰世相

市井

斗笠蒙面不相见
而人心早已相近

□蒋璟璟

黑纱斗笠，蒙面小哥。有故
事的扮相，有故事的人。“我样子
不好看，怕吓着顾客”，这是一位
尽职外卖员的最真实心声，也是
一位受过创伤的青年最坦诚的直
白……这内中的艰辛，我们心有
戚戚，这其间的暖意，我们感慨系
之。一袭面纱，隔绝了面对面的
相遇，却反倒拉近了心与心的距
离。

当然了，关于蒙面小哥的行
为，存在太多的理解角度。这可
以说是一种出于职业需求的“礼
貌”，也可以看成是主动规避世俗
偏见的自我保护——但很显然，
大多数人还是更愿意，将之解读
成是体谅他人、释放善意的暖心
之举。“担心吓着顾客”，这一最朴
素的初衷背后，所传递的其实是
一份尊重、一份体谅。而这些，恰
是人与人交往最难得的品质。

黑纱斗笠的蒙面形象，映射
着一段平凡个体的奋斗史。一个
多元而包容的社会中，所有人都
能找到自己的目标，找到自己的
定位，找到“以努力实现梦想”的
契机。在送外卖之前，张明帅也
曾有过几次不成功的工作经历，
也曾迷茫、困惑和挣扎。而最终，
他找回了自己，甚至做到了最好
的自己。而应该相信的是，每一
位拼搏至此的人，总归不会被命
运所辜负。

对于这样一个故事，不同的
人有着不同的理解方式，也注定
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可见善习
善，求仁得仁，即便超越个案中的
情节与人物，那些有感而发的善
心、善念，也已足可成为实实在在
的收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毛玉婷实习生 李博闻

摄影刘陈平

张明帅，26岁，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人，因为幼时被烧伤，留下了面部
疤痕和右手残疾。近日，张明帅头戴斗笠黑纱蒙面，在烈日下送外卖的视频
在网络走红，他说之所以蒙面，是“怕吓着顾客”，引得无数网友为之点赞。

我的脸不好看
怕吓着顾客

蒙面外卖小哥：

网友的鼓励
我觉得很温暖

事实上，张明帅并不是第一
次出现在公众媒体上，曾因为找
工作屡遭拒绝，拿着求职简历当
街下跪痛哭。两年后，他又以“蒙
面外卖小哥”的形象再出现在公
众视野，这一次，坚强的他收获了
无数点赞。

记者：两年前，你多次在媒体
出现，如今，又因为蒙面走红。有
人认为你是炒作，您怎么看？

张明帅：我也不知道怎么回
答。我觉得自己跟成都有缘，来
这里总能上新闻，但我想不出自
己为什么要炒作。

记者：为什么不戴口罩，而要
选择戴斗笠面纱蒙面？

张明帅：主要可以遮挡阳光，
晚上戴口罩会比较多。

记者：你送外卖的视频在网
上火了，很多网友给你点赞、鼓励
你，你怎么看？

张明帅：我也没想太多，还是
觉得很温暖的。

记者：你有什么愿望吗？
张明帅：希望尽快挣够整形

手术费，医院说要10万元左右。
我也想可以有一段稳定的感情，
能结婚生子，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网友纷纷点赞：努力的人最帅

烈日下送外卖的蒙面小哥走红

/人物名片
成都蒙面外卖小哥

▶

还原先辈热血青春
此前的《建国大业》《建党伟

业》，观众都在“数星星”，这次《建
军大业》也请来了众多明星，主演
近60位。刘烨、朱亚文、欧豪、刘
昊然、马天宇、张艺兴、李易峰、杨
祐宁、郑元畅、韩庚、陈伟霆等近
40位青年演员，在导演刘伟强的
指导下，共同还原了建军伟业中，
革命先辈们的热血青春。据悉，影
片主演的平均年龄为31岁，剧中
角色的平均年龄仅为29岁。为了
尽量还原先辈的风姿，演员们都不
计报酬倾尽全力。

扮演毛泽东的刘烨是当之无
愧的男一号，他曾表示自己被毛泽
东无所畏惧的气魄所打动。观影
的成都观众纷纷表示，无论是形象
还是气质，他都在大银幕上演活了
这位伟人。出身军人家庭的朱亚
文，在展现周恩来刚硬血性一面时
十分自然。年轻演员欧豪饰演叶
挺可谓拼尽全力，不仅与大炮“比

嗓门”喊到嘶哑，还在大热天跑到
中暑呕吐。其他演员也值得称道，
出演粟裕的刘昊然在高温下反复
练习高难度动作，汗湿两层戏服；
在炸点密集的片场，马天宇带伤上
演“穿越火线”；李易峰查阅了不少

资料了解何长工的生平，生动诠释
了这位革命家的智慧和气质……

战争场面震撼人心
对于《建军大业》大量启用年

轻演员，喇培康认为，年轻演员可

以唤起年轻人对家国历史的关
注。“电影中的毛泽东、周恩来等角
色当年确实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
人，而我们起用的这些年轻演员都
提前集中进行了军训。影片是去
年八月一日在南昌开机的，那里的
室外温度有时会在40摄氏度以
上，但每个演员在片场摸爬滚打都
毫无怨言。”

《建军大业》故事波澜壮阔，南
昌起义、三河坝战役和秋收起义
等震撼人心的战争场面在全片中
的占比超过40%。喇培康透露，
擅长制造爆破等热血场面的刘伟
强，更是“炸出新花样”，创造出单
镜头200炸点同时引爆的震撼画
面。他笑着说：“大家都知道爆炸
戏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的整个拍
摄过程没有出现任何一起伤亡事
故，这非常难得。”

201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90周年，喇培康说，这部影片
给建军90周年的献礼影片，同时
也是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献

礼。这部影片非常热血，青春而
且正能量十足，真实再现了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拯救国家
抛头颅洒热血的故事，“当年的革
命家都非常年轻，平均年龄只有
20岁，此片也展现了他们意气风
发的热血一面。”他还称，该片的
票房有望超过《建国大业》和《建
党伟业》两部总和，“希望能超过
10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

致敬革命先辈 《建军大业》7月28日公映
震撼战争场面堪比好莱坞大片

香港导演刘伟强执导的热血战争
巨制《建军大业》将于7月28日公映。
影片讲述了 1927 年革命先辈们为挽
救中国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创建人民
军队的故事。60位明星的强大阵容，
将在大银幕上还原那段历史，致敬革
命先辈的热血青春。

7 月 20 日下午，该片在成都提前
点映，堪比好莱坞大片的战争场景以
及众多明星精彩的表演，获得数百位
观众、媒体记者和院线经理的点赞。
带着《建军大业》前来路演的中影董事
长喇培康称，刘伟强的执导功力超出
所有人预期，他还说：“除了吴亦凡，大
家所有能想到的当红年轻演员都出演
了这部影片，他们的片酬都非常低，而
且相当敬业。”

对 话

立 即 评

7月20日，成都蒙面外卖小哥张明帅走红网络。

封面新闻直播张明帅送外卖。

张明帅在餐馆取出客人的订餐。

《建军大业》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