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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离婚后的冯小琴因为生
活困难便把3岁的女儿送回了遂宁老家，
自己开始独自在成都打拼。因为文化程
度不高，她很难找到工作。经好心人介
绍，她在火车北站帮人扫地，每天在别人
上班前就要打扫完毕。

后来冯小琴借钱，买了一辆面包车
帮一些工地运送工人。等活时，她认识
了小荷的妈妈。

小荷的爸爸癌症去世得早，2003年
小荷考上大学，再婚的母亲拒绝再抚养
她及她的弟妹。冯小琴看在眼里，想起
了自己就因为没文化吃了亏，不忍心看
到小荷被大学挡在门外，便开始资助小
荷上学。

小荷很争气，在冯小琴的资助下顺利
进入川师，并勤工俭学，早上在学校里送
牛奶赚钱，以减轻冯小琴的压力。后来冯
小琴把女儿接到成都，和小荷一起生活。
几年后，小荷弟弟妹妹也面临同样的窘
况，冯小琴索性便一起资助了他们。

如今小荷早已在冯小琴的帮助下完
成了学业，有了稳定的工作，也结婚生了

两个孩子，家庭美满，她的弟弟也已大学
毕业有了工作。

几年前回老家走亲戚时，冯小琴又
遇到了正准备辍学打工的罗氏兄弟。兄
弟俩的父亲因病丧失劳动力，母亲又有
侏儒症，还要赡养老人，家庭条件十分困
难。冯小琴便决定每月为罗氏兄弟支付
一些生活费，并承担了兄弟俩的学费。
如今弟弟在读小学，哥哥升上了初中。

很多人不理解冯小琴为什么在自己
很辛苦的情况下还赞助无亲无故的人，
她说，“我不要求什么，只是希望他们读
书以后能走出去，有一个精彩人生。”

冯小琴嘱咐罗爸爸：“孩子要是不读
书了我就不给他们钱。”

一个不愿向命运低头的女人，在经
历了人生沉浮后，坚信着“知识和奋斗改
变命运”的信念，让三个原本并无关系的
家庭产生了紧密的联系，自己也多了五
个孩子。

未来，随着孩子们各自成家立业，冯
小琴的善意和信念，还会让更多平行的
线发生交汇。

与女儿们赛跑的单亲妈妈
成都女司机16年资助5个学生，自己跑成了专车冠军

4月12日晚10点，专车司机冯小琴比往常更早地收了
车，她想要早点回家，因为在犀浦读大学的女儿回来了。

冯小琴是一位单亲妈妈，也是一名滴滴专车队长。离
婚后，含辛茹苦独自把女儿抚养长大的十六年期间，她先后
资助了5个困难学生，而自己，也因为出色的能力，成为了
成都网约车司机界的一个传说。

一边资助其他孩子，一边带着自
家孩子，冯小琴说开车十多年来自己
亏欠最多的还是女儿。

女儿高考时因为填报志愿失误，
过了二本线却掉档到了专科。为了鼓
励女儿，冯小琴和女儿约定共同努力，
自己为女儿树立榜样，从开快车升级
到专车；女儿也从入学开始就朝着专
升本的方向努力，母女俩的赛跑，就这
样开始了。

升级为专车司机后，冯小琴十分
有耐心地为乘客服务，在第一年就成
了成都滴滴专车司机第一名；而女儿
也刻苦学习，没有因为一时的失落而
失去信心，在认真准备下，最终通过了
专升本考试。

但母女俩在生活里的长跑，才刚
刚开始。

星期六，因为女儿要去看牙，冯小
琴难得没有在不限号的日子出车，而
是陪着女儿一同前往医院。

“感觉我妈妈太不容易了，我可
能没法赢她吧。”小冯在医院等候时笑
着说。

冯小琴骄傲地说：“别人家的孩子回
家是父母做好吃的等他们，而我家女儿
星期六、星期天回家会给我做好吃的。”

冯小琴说自己觉得最幸福的时
候，就是有时女儿周末做好饭以后给
自己发微信，而自己又在离家不远的
地方出车，可以和女儿一起在家吃饭。

冯小琴告诉女儿：“妈妈教你煮
饭，不是为别人，只是为了你自己，饿
了的时候能自己照顾自己。”

坚强的冯小琴说自己还是要继续
拼搏，“因为我在成都买了房压力有点
大，我必须挣钱，房钱、孩子生活费、学
费、我的社保，还有资助孩子的费用，
我一刻都不能停。”

冯小琴期待着与更多人相遇，帮
助别人，也帮助自己，看着孩子们都能
顺利成长，没什么比这更有成就感的
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蓓

冯小琴改变了几个孩子的命运，也
握紧了自己命运的方向盘。

开面包车时，一些知道冯小琴情况
的人，帮她介绍了不少往返于工地之间
的“大活儿”——帮包工头拉着建筑工人
们在各个施工现场之间辗转，跑工地的
频率不低，也相当于让冯小琴有了保底
收入。

2015年，冯小琴知道了正在兴起的
网约车，便注册成为了一名滴滴快车司
机。凭借多年的驾驶经验和勤奋耐劳，
她很快便在成都的快车司机里单量名
列前茅。2017年，她用积蓄购买了一辆
帕萨特，升级成为了一名专车司机，并
在2017、2018年连续夺得成都专车司
机的冠军。

现在，冯小琴是所在车队的队长，经
常给一些新手司机指点迷津。拉工人
时，爱钻研肯吃苦的冯小琴就曾总结过
成都的打车出行需求分布，总结出了一
些很容易接到人的地方。开滴滴后，她
的这个强项依然让自己受益匪浅。

女性的领导力，不仅仅体现在看似
高端的岗位上。

近两年经常还有一些开快车时的朋
友联系冯小琴，请她去帮助带一下新的
车队，将出车技巧传授给大家；而在自己
的车队里，出色的成绩与口碑，以及出了
名的热心肠，让冯小琴有了很强的亲和
力和号召力，车队里有同事被检查出重
病，大家都慷慨解囊，凑了3000块帮助
同事治病。

交汇的平行线
成三个家庭六个孩子的妈妈

从开面包车拉工人到专车冠军

和女儿共同努力
为她树立榜样

成家后的小荷（右）回来看望冯小琴。

在
开
车
的
冯
小
琴
。

吃着火锅唱着歌……
近来，成都“KTV火锅”吸
引了不少年轻的吃货，一

边唱歌，一边烫火锅，这样的跨界玩
法在吸引流量的同时，也引发了网
友的质疑。

作为90后的晓雪在吃了一顿
KTV火锅后抱怨说：“好贵哦！4个
人，本来是冲着唱歌不收钱去的，结
果一顿下来吃了1000多块钱，有点
被忽悠的感觉，没有下次了。”

同时，有网友质疑，在密闭的
KTV 包厢里烫火锅，卫生是否过
关？虽然KTV火锅跨界营销有新
意，但是否取得了允许热食类的营
业执照？

边吃边唱
KTV火锅酒水普遍偏贵

位于成都青羊区的一家KTV，旗帜
鲜明地打起了“火锅KTV”的招牌。“8
荤5素，线上直接下单，火锅直接送进
包厢。”工作人员正在向顾客介绍。

透过走廊两侧的窗户可以看到，一
群年轻人正在包厢内唱歌。粗看之下，
火锅KTV的装修布置与传统KTV相
比并没有什么不同。

不过，以往放果盘和爆米花的桌子
上，放上了电磁炉和许多用塑料盒装好
的菜品。这家KTV的火锅，是与附近
一家火锅店联合供应的。

除了火锅外卖的形式外，市面上更
多的形式是主打“免费包厢吃火锅”。
位于郫都区的一家KTV火锅内，一间
间包厢的桌子，被商家改造成了电磁炉
餐桌，而在他们的店内，火锅菜品都由
自家后厨供应。

“KTV包厢不收费，唱歌不限时”，
一家KTV工作人员介绍。但记者注意
到，这家店的酒水比普通店铺的酒水
贵。菜单上，市场参考价为12.5元一瓶

的锐澳鸡尾酒，在这家店内卖22元一
瓶，价格几近翻了一倍。

包厢免费
实际却赚取了双倍的钱

在一家打着“包厢免费唱歌”旗
号的火锅KTV内，3至 4人的K歌套
餐208元，乍看之下，价格还算实惠，
但细心的顾客注意到，这个套餐内并
不包含任何酒水。除了必点的火锅
套餐外，酒水则需另点，而且火锅
KTV里的酒水价格比普通店铺的酒
水贵出很多。

业内人士透露，传统的KTV主要
赚取顾客的酒水钱，而包厢的成本其实

不足几十块。因而，酒水饮料的售价远
远超过其他商店，成为传统KTV营业
额和利润的重要来源。

所以，跟传统KTV相比，KTV火锅
虽打着包厢免费的旗号，但实际上，却
讨巧地赚取了火锅加酒水双倍的钱。

在一家外卖火锅的KTV内，4人火
锅套餐总共需790元，包括八晕五素的
菜品和一打啤酒。而4人餐菜品若到
火锅店吃只需300元左右，加上售价
240元一打的啤酒，除去几十元的包厢
成本费，粗略估算下来，商家也多赚取
了近30%的利润。

另据消费者反映，因为火锅外卖，
“加菜至少提前一小时喊”，这样也导致
了火锅KTV成本提高。

走访火锅KTV：

包厢免费酒水价格翻倍
密闭空间烫火锅惹质疑

跨界经营
必须在合法合格前提下

在商家们看到利益，越来越多地
出现这样的经营模式时，最让消费者
们担心的，其实是在KTV密闭的包
厢里吃火锅，是否干净卫生？

传统 KTV 经营范围包括卡拉
OK厅娱乐服务，食品则包括散装糕
点、饮品等，如果在KTV内经营火
锅，则需增加许可经营范围。

“火锅属于‘热食类’食物，要在
KTV内经营火锅，则需根据餐饮食
品经营许可申请流程，递交相关申请

‘热食类’申请，随后会有专门的工作
人员到店内查看经营环境，以确定是
否符合经营要求。”相关部门的工作
人员说。

记者致电某 KTV 负责人蒋女
士，她透露，KTV已开业3年左右，从
去年开始引入火锅生意。运营一年
多以来，相比之前单纯做KTV生意，
顾客明显增多。当被问及包厢内的
消防、通风设施等情况时，她以不方
便为由挂掉了电话。

在启信宝上，这家KTV店经营
范围包括“散装食品”“糕点类食品自
制”“自制饮品制售”等，而“热食类”
并不在其经营范围内。

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陈
军认为，如今，各行各业跨界经营模
式受到企业追捧，跨界也成为各大
企业发展的新思路和新的商业模
式，但跨界营销必须在合法合格的
前提下，否则会带来相应商业和法
律的风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申梦芸

不少KTV主打“免费包厢吃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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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川籍”工业遗产
入选中国工业
遗产保护名录

近日，由中国科协调宣部主办，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中国城市
规划学会共同承办的“中国工业遗产
保护名录（第二批）”发布会在京举
行。会上发布了中国工业遗产保护
名录第二批名单，共涉及100个工业
遗产。其中有5个工业遗产，是我们
四川的。

这5个“川籍”工业遗产是：位于
凉山州会理县的会理镍矿、位于攀枝
花市东区弄弄坪的攀枝花钢铁公司、
位于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镇新庄村
小尖山的503地下战备电厂、位于泸
州市龙马潭区罗汉镇高坝社区的洞
窝水电站、位于乐山市五通桥区桥沟
镇十字街8号的永利川厂。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石楠介绍，之所以发布该
名录，第一是唤起公众对工业遗产保
护的关注；第二，支撑科学决策；第
三，传承和发展城市文化。

在石楠看来，最核心的是要通过
工业遗产保护，推动整个城市经济发
展的转型和升级。在遗产活化利用
过程中，要重视整体性、系统性的思
维，从城市特色风貌入手，让工业遗
产融入当代生活，使其成为公众日常
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去年初，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第一批名单发布，四川宝成铁路、芭
石铁路（嘉阳小火车）入选。

5个“川籍”工业遗产：

会理镍矿(始建年代：1958)
所在地：四川凉山州会理县
主要遗存：主井、选矿厂、冶炼厂等。

攀枝花钢铁公司(始建年代：1965)
所在地：四川攀枝花市东区弄弄坪
主要遗存：1号高炉、4号高炉、炼

钢厂板坯连铸、热轧轧制线等。

503地下战备电厂（始建年代：1966）
所在地：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格里

坪镇新庄村小尖山
主要遗存：运煤通道；分化学洞、电

气洞、汽机洞、锅炉洞等。

洞窝水电站（始建年代：1922）
所在地：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罗

汉镇高坝社区
主要遗存：拦河坝、进水闸等。

永利川厂（始建年代：1937）
所在地：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桥

沟镇十字街8号
主要遗存：范旭东先生亲笔手书

的“新塘沽”石刻；石头厂房等。
川报观察记者 熊筱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