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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5时）
AQI指数 90 空气质量 良
优：乐山、康定、西昌、马尔康、巴中、
攀枝花、泸州、自贡、广元
良：雅安、广安、宜宾、南充、达州、绵
阳、眉山、内江、遂宁、资阳
轻度污染：德阳

5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31—161
空气质量等级 轻度至中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部分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
染，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部分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大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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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6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C18 33
多云间晴
偏北风1-3级

C
多云间阴
偏南风1- 3级

21 33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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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说最喜欢的餐食，四川人
热辣的血脉里流淌着对火
锅和串串的喜爱。周仕勇

和田阳夫妇也不例外，不同的是，他
们的火锅里添加了幸福“佐料”。曾
经和“穷小子”周仕勇一起在火锅店
打工的田阳，最喜欢吃火锅，却因为
经济条件有限不能想吃就吃。

没想到的是，“穷小子”周仕勇
没有辜负她当初的选择，10多年后
开了火锅店，并用两人的姓氏命名，
田阳也当上了老板娘。“幸福就是，
他用努力证明，我的梦想他愿意为
我实现。”在由郎酒股份和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联合推出的“红花郎·
幸福 2018”评选活动中，这对夫妻
讲述了他们的幸福故事。

邂逅相恋
霸道总厨爱上收银小妹

2003年，21岁的田阳从德阳
来到成都双流一火锅店做收银工
作。那时的她心里只想着打工挣
钱，却没想到人生中最重要的男人
在此时出现。他，就是周仕勇，火锅
店的行政总厨。最初田阳对周仕勇
十分尊敬，没想过和他成为夫妻。

“那时同事都说，周仕勇人好又优
秀，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像霸道总
裁一样。哪能想到我们到现在已经
在一起15年了。”

两人谈恋爱是在经济最窘迫
时，两家经济情况都不好，结婚时拿
不出什么钱。“但对于嫁给他，我从
没犹豫过，觉得他就是我命中注定
的丈夫。”

两人工作之余最喜欢吃串串。
看着热气腾腾的串串，周仕勇曾对
田阳说：“以后我一定要开一家自己
的火锅店，你来当老板娘，吃个够！”

辞职创业
开了属于自己的火锅店

后来，周仕勇辞职了。他告诉
田阳，他要开创属于他们夫妻俩的
火锅品牌。善解人意的田阳见老公
如此坚决，也鼓励他：“只要你确定
了，我也辞职支持你。

因为他们在火锅行业经验丰

富，再加朋友的支持，2016年，以
两人姓氏作为店名的火锅店开业
了。田阳和周仕勇一个管理前厅，
一个管理后厨，每天虽压力山大却
也平淡充实。“我和老公都来自农
村，家庭压力大，容不得半点闪失，
很多事情都是亲力亲为。”从每天
凌晨到市场采购食材，到安排店面
保安、服务员的工作等，周仕勇都
亲力亲为。看着爱人为这个家的
付出，田阳感到既幸福，又心疼。
两人常在关店后累得一动不想动，

“老公，那么辛苦为了什么？”“为了
让你一辈子都有火锅吃！”在老公
幽默的回答中，他们仿佛又闻到了
当初热腾腾的串串香锅里幸福的
味道。

周仕勇从事底料生产、菜品研
发等十多年，再加火锅店打工的经
历让他经验丰富，夫妻两人的火锅
店生意越来越好，小日子也正如当
初允诺一样，越来越红火。现在，周
仕勇和田阳育有一儿一女，一家四
口和和美美。

在他们眼里，幸福就是十多年
来都品尝同一种味道，为两人的梦
想朝同一个方向努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田之路

1 下载并登录封面新闻APP，点击求助
小封并留言，说出你们的幸福故事；

通过发送新浪微博话题#红花郎幸福
2018#，并@华西都市报进行讲述；

呼叫华西都市报热线
028-96111。

2
3

“红花郎·幸福2018”已正式启动。接
下来，我们继续在全川、全网寻找幸福故事，
并为幸福的人儿送上喜庆满满的红花郎，一
起为幸福干杯，向奋斗致敬。

赶快通过以下途径，分享你的幸福吧。

一起为幸福干杯

下载封面新闻晒幸福
还有奖品拿

“红花郎·幸福2018”评选活动从即
日起已开始报名。“红花郎·幸福2018最
美新娘”、“红花郎·幸福2018金牌宴席

酒楼、“红花郎·幸福
2018 优秀联盟商”
三大榜单等您来报
名参选。下载封面
新闻参加活动，活动
主办方为获奖者准
备了丰厚的奖品。

火锅店总厨爱上收银小妹：

兑现诺言为她开了家火锅店

幸福就是用我的努
力完成她的梦想

红花郎幸福祝语

乡村振兴之下
勿忘农村道路交通安全

近年来，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农村道路交通条件不断改善，农村
群众机动车拥有量也大幅提升。然而，因
安全意识不足而引发的农村道路交通事
故却仍时有发生。本期安全警示栏目，省
安全监管局提醒广大农村群众：珍爱生
命，安全出行！

要注意驾驶车辆应当依法取得符合
准驾车型的驾驶证，并随身携带驾驶证，
悬挂机动车号牌，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
驶。无证驾驶，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
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等都
是严重违法行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面包车以其经济实用、容积大、载人
多等特点赢得广大农村群众青睐，但面包
车车身结构强度不足，制动性能和侧倾稳
定性差，加之农村地区道路狭窄，陡坡、急
弯较多，若超员超速行驶，容易发生侧翻、
刹车失灵等安全问题。近年来我省已发
生多起因超员超速等引发的面包车事
故。因此，面包车驾驶人要提高安全意
识，杜绝超员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

报废车辆不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安
全技术条件，机械性能差、零部件老旧，驾
驶报废车辆上路，容易出现刹车失灵、转
向失控、爆胎等各种险情，危及生命安全，
切勿驾驶报废车辆上路。

非法营运车辆普遍存在驾驶员不符
合客运车驾驶要求、不符合安全检验及运
行技术标准等问题，安全隐患严重。农村
群众出行切勿图方便省事，搭乘非法营运
车辆出行，一定要选乘正规的客运车辆，
确保自身生命安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席秦岭罗田怡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8064期
开奖结果：9611034，一等奖0注；二等奖
17注，每注奖金11952元；三等奖232
注，每注奖金1800元。（801.7万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
18149 期开奖结果：871 直选：3795
（267）注，每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3：0
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9906（745）
注，每注奖金173元。（797.7万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
18149期开奖结果：87114 一等奖：34
注，每注奖金10万元。（2.3亿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6月1日下午4点25分左右，正
在成都火车南站东路口站等车

的陈女士，目睹了1070路社区巴士司机
严小奇搀扶一位身材佝偻的残疾人上
车的全过程。近日，深受感动的她专门
致电成都公交热线，为这位司机点赞。

司机却说，他要为当时每一位同
车的成都市民点赞！车上监控视频显
示，严小奇耗时一分半钟搀扶残疾人
上车，其间没有一位乘客埋怨。相反，
乘客中有人主动让座，更多人竖起大
拇指为司机点赞。

司机搀扶残疾人上车

1日下午4点24分，公交司机严
小奇驾驶1070路社区巴士，即将驶入
火车南站东路口站。“靠近车站时，我
看到一穿红色短袖的人坐在路边。”严
小奇说。

在等乘客上下车完毕后，严小奇
没有急着起步。他想等一下看坐在路
边的男子否要乘车。此时红衣男子缓
缓站起，朝着公交车走来。从车上监
控看到，红衣男子身材消瘦，上身几乎
弓成90度，行动非常缓慢。见状，严
小奇赶紧下车搀扶红衣男子上车。坐

在第一排的男乘客看到后，立刻让座，
“我觉得那里不是很安全，示意坐在后
排的一名女乘客让座给这个残疾人。”
把红衣男子扶到座位上，严小奇又嘱
咐他扶好前座靠背，才重回驾驶位。

监控视频显示，从严小奇于下午4
点25分18秒左右扶起红衣男子，到重
回座位，用时90秒，其间车上无一人
抱怨。相反，车上乘客有的主动让座，
有的拿出手机拍摄，有的竖起大拇指
点赞。“他们都在夸‘这年轻师傅真不
错’，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4点34分左右，公交车抵达高攀
路站，严小奇从车内监控看到红衣男
子要下车，再次起身搀扶，把男子扶到
路上站稳后，才重回驾驶位。

“他的行为让我很感动”

当时在火车南站东路口站等车的
陈女士回忆，她看到1070路公交到站
后，那名佝偻脊背的男子艰难站起，

“当时我对一个等车的婆婆说，不知道
公交司机会不会停车等他”。之后的
一幕，让所有人感动，公交司机不但停
车等候，还下车搀扶红衣男子上车。

当天下午，陈女士致电成都公交

热线，为这名公交司机“打call”。“我
是路人，不认识这名司机，就是觉得他
的行为特别好。”陈女士说，“也许很多
人觉得是小事，但小事也能看出一个人
的品德，我特别感动。”

没想到会被点名表扬

严小奇1988年出生，公交车驾龄
已有7年，“21岁入行，从2015年开
始，一直在开1070路社区巴士”。

他告诉记者，他并不是第一次遇
到这名红衣男子。去年6月的一天晚
上，他驾驶最后一班公交经过高攀路
站时，也见过这名男子。“那天雨特别
大，他还是坐在路边坎坎上，我下去
把他搀扶上车。”严小奇说，因为这个
男子脊背弓成90度角，所以印象特
别深。

和这次一样，严小奇没和任何人
提及此事，“我觉得这是小事，其他驾
驶员遇到都会搀扶”。

被路人点名表扬，严小奇有点意
外，但心里还是甜甜的，“市民的鼓励
就是我们工作的动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曹菲 摄影报道

“天府”小小的身躯静静地躺
着，和他相伴8年的朱国平俯

下身，最后摸了摸它，一人一狗的并肩
战斗，只能走到这里。6 月 5 日凌晨，
成都消防支队搜救犬中队里，带着一
身伤病和功勋，最年长的搜救犬“天
府”走了。黑色拉布拉多的微笑，停留
在0点49分。

警犬转行搜救犬
成都搜救犬队的“元老”

“天府”不是四川本地犬，这只黑
色的拉布拉多来自沈阳，本是一条警
犬。

2008汶川地震后，四川开始建立
搜救犬力量。2010年春，成都市公安
消防支队成立四川首支集饲养、训练
和使用为一体的搜救犬中队，“天府”
是建队时的6只“元老”之一。

为了训练这只有“底色”的警犬，
训导员朱国平花了很多心思。“刚引进
时，“天府”只要在废墟、地面嗅到有目
标人体气味的用品，就会报警。但是
搜救犬的主要任务是搜救活人。”为改

变“天府”这一习性，中队主官和训导
员朱国平花了很长时间，从它爱玩的
天性入手，在训练中，一个废墟下放衣
服或其他物件，另一个废墟下藏一个
人，“找到衣服不奖励，找到人就奖励
它一个球玩。”几个月下来，警犬“天
府”终于转型成为一只合格的搜救犬。

报到次日飞赴玉树
地震中救出“第一人”

搜救犬中队成立的第二天，“天
府”就和它们的训导员迎来了第一次
任务。

在玉树发生地震后他们赶到灾区，
“因为高原反应，‘天府’很虚弱，几乎走
不动路。”朱国平说，当初带着“天府”到
玉树的黄平已经退伍，但这个故事中队
几乎人人听过，“废墟上到处是浓烟，对
它嗅觉有影响。很艰难。”

一人一狗，橘红色身影慢慢穿梭。
一次又一次的嗅闻后，“天府”在一块石
板旁不停徘徊、扒拉，耷拉着耳朵。

按照标准动作，“天府”在发现目
标后应该重嗅、扒地、摇尾巴，然后连

声吠叫，但这时的“天府”太虚弱，已无
力做出其他动作。救援队用生命探测
仪再次确认，废墟中确有生命迹象，数
小时后，一名男性被困者被救出。这
也是四川消防部队在玉树地震中救出
的第一人。

悲伤的训导员
“你的牙齿会伴我一辈子”

今年“天府”已15岁了，是成都搜
救犬中队最高龄的搜救犬。最近几年，
它身体机能退化，伤病让它越来越虚
弱。3年前开始，它几乎不再出任务。

朱国平平日悉心照料它，也总为
它担忧，但这一天终于还是到来了。4
日晚上，“天府”的身体状况恶化，朱国
平揣着不安寸步不离。5日 0点 49
分，“天府”走了。与它朝夕相伴八年
的朱国平，睁着一宿没合的眼睛回到
犬舍，他的身边少了一个黑色依恋的
身影，兜里多了一枚小小的牙齿，这枚

“天府”的牙齿将从此伴随朱国平一
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雪

成都消防元老搜救犬离世
曾在玉树地震救出“第一人”

公交司机下车搀扶残疾人 乘客为他“打call”

幸福的一家人。

1070路社区巴士驾驶员严小奇。

车载监控记录严小奇搀扶残疾人上车。

元老搜救犬“天府”与训导员朱国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