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陈师傅，快，莫睡了，前头翻车了！”1月
14日上午10点，杭甬高速往宁波方向某匝
道处，36岁的货车司机许平将车停下，重重
摇了摇在副驾驶座上眯瞌睡的搭档陈勇。

十秒钟前，他看到前方一辆黑色轿车
突然变道，紧跟其后的一辆红色集装箱货
车紧急刹车避让，随即重重侧翻在分岔路
口，而黑色轿车则驶离现场。

停车救人、指挥交通、等候交警……许
平和陈勇几乎是本能地完成这一系列动作，
而后他们离开现场，继续未完成的行程。

行车记录仪拍摄下他们的救援情形，
两位四川司机赢得了200多万网友点赞。1
月18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授予许平、陈勇天天正能
量特别奖，为他们颁发一万元正能量奖金。

“每个驾驶员遇到这种事都会帮忙的。”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许平平静地说。

车祸突发
两川籍司机紧急停车救人

许平说，当时看到前方货车突然变方向
时，他就感觉要出事，只在一瞬间，重重的货
车车厢侧向一边，整辆货车翻倒在眼前。

被货车避让的黑色轿车，离开了现
场。驾车行驶在货车后的许平，停车跳下
驾驶室，和陈勇一起爬上货车的驾驶室，拍
了拍车玻璃。“驾驶员也有点没反应过来，
到处看，还试了几次，想爬出驾驶室，都没
成功。”这时，不断有停下车的驾驶员赶到
车旁，许平、陈勇和另一位驾驶员一齐努
力，将受伤司机拉出驾驶室。

眼前的司机，脚没有力气，脖子不能
动，一个劲儿说着左胸肩部痛，许平和陈勇
不敢随意搬动他，便将他平放在车顶上，等
候救护车和交警的到来。

1 月的杭甬高速公路，风冷刺骨，可现
场的每个人，都是一身大汗。

守在原地
指挥路过车辆避开漏油处

安顿好受伤的驾驶员，许平和陈勇没
有离开。在现场，侧翻货车的油箱一直在
漏油，宽约一米左右的油线从车旁蔓延至
公路以外。

过往车辆不断从侧翻车辆旁边驶过，
许平和陈勇担心擦碰出火花再次引发事
故，于是第一时间将安顿在车顶的受伤司
机转移。随后，他们选择留在原地，指挥车

辆避让通行。
“路过的车辆都很配合，而且，不断有

司机赶来救援。”10多分钟后，高速交警和
120救护车陆续赶到现场，直到受伤的货车
司机上了救护车，许平和陈勇才上车离开。

他们没有向别人讲述这件事，似乎，这
只是忙碌生活中的小小插曲，直到他们救
人的视频在网上公布。“平凡的人做了不平
凡的事。”“你们不仅救了一个人，还救了一
个家庭。”他们的善举获得超过200万网友
点赞。

1 月 17 日，宁波交警支队三大队副大
队长閤元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赞叹：“两位
救人司机好样的！”他透露，目前受伤司机
已无生命危险，事故具体情况仍在进一步
调查中。

万元正能量奖金
奖励两位司机的挺身而出

得知受伤司机没有生命危险后，许平

和陈勇长松一口气，“这只是举手之劳，大
多数人都会伸出援手的。”

这两位来自四川内江的司机，原本在
家乡做餐饮和开药房，生意受到疫情影响
后，去年9月，他们开始搭档出车，每月收入
在1万元左右。

这并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更多时
候，他们跑的路线是从成都到浙江、浙江
到广东，再从广东到成都，整个行程在一
周左右。两个人搭档，每 4 个小时换开，
累了就在车上睡觉，忙的时候一整月都在
路上。

“这不就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吗？”即
使被生活打磨，两位司机都始终相信陌
生人之间也有善意，“像这次这个事情，
是我们刚好遇见了，其他人遇见了也会
去帮忙。”

1 月 18 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授予许平、陈勇天天
正能量特别奖，为他们颁发一万元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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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路上停车救人
两川籍司机获天天正能量万元奖金

颁奖词
事故现场，有人

逃离，有人挺身而
出！人性，在刹那间
的抉择里展现得淋漓
尽致。

分工协作，教科
书般救援，第一时间
出现在伤者身边的两
个陌生人，为生命撑
起一片天，也撑起了
监控镜头背后几千万
围观者心中的安全
感。

人生无常，意外
总是突如其来，但因
为他们，我们相信：

总有陌生人愿为
你伸出双手。

这是伤者的幸
运，也是社会的幸运。

1 月 20 日 8:00-19:30
太平场社区部分、二郎村部
分、绿溪村部分

1 月 20 日 9:00-16:30
双流区盛荣置业怡心湖畔施
工、地铁19号线高峰站施工、
蔚蓝怡心湖现代城3#地块施
工、成都奥园怡心置业御景半
岛施工、中国建筑一局怡心湖
一期施工临电

1 月 20 日 8:00-19:00
文庙社区、八角社区、黄甲社
区

1 月 20 日 7:00-19:00
龙泉驿区西河镇东方明珠小
区、西江河畔、金壁苑小区、鑫
竹苑小区、石景湾小区、依云
尚城小区、滨西绿洲小区、银
杏苑小区

1 月 21 日 7:00-19:00
西河镇银诚国际小区、天府龙
庭小区、开新家园小区、梨园
新居小区、千禧苑小区、棕榈
映像小区

1 月 21 日 7:30-18:30
大面街道长梁子提水站、四川
国和新材料有限公司、成都海
凌达机械有限公司、成都联创
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成都英德
生物医药设备有限公司、四川
新象实业有限公司、成都经开
科技产业孵化有限公司、中建
西部建设西南有限公司、成都
嘉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都
市龙泉驿区市政设施管理服
务中心、成都大旗聚业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成都一汽四环艾
蒂自控技术有限公司、大面街
办安顺停车场、成都明佳物流
有限公司、成都经济技术开发
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成都美
佳易佰科技有限公司、成都雅
力电气有限公司、中植一客成
都汽车有限公司、四川省有线
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分公司、成都秦川物联网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机
械研究设计院、成都思沃达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四川三联
新材料有限公司、四川明康检
测有限公司、成都聚马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嘉百年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成都侨源气
体有限公司、新民10组、建设
11组、中国电建集团成都电力
金具有限公司

1 月 22 日 8:30-18:30
双流区五平方开发区空港一
路部分、龙颜建设01号专变、
科新聚合物 01 号专变、金正
化工 01 号专变、新高科实业
01号专变、嘉友科技01号专
变

1 月 22 日 8:00-18:30
龙泉驿区东安街道（部分）、洪
河村（部分）

1 月 22 日 7:30-18:00
龙泉驿区成都睿敏置业、经开
银河科技

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

2021年第3周
停电检修计划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徐庆）1月18日下
午，第十六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新闻发
布会在成都举行，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从会上获悉，本届酒博会拟于 3 月 25
日-29日在泸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开幕式
时间为3月26日上午。

本届酒博会将延续“举杯中国·品味世
界”的主题，进一步引导和推动行业构建双
循环格局下的发展机制，尽快适应新的市
场环境，聚焦酒业发展新机遇，积极推动参
展商和专业观众精准对接。通过酒博会为
媒介，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
更高水平的酒类智慧服务平台；通过线上
线下的有效结合，实现贸易洽谈、展览展

示、合作交流的服务型精品展会。
本届酒博会将邀请智利作为主宾国，

在泸州国际会展中心设1个主会场，分设国
际精品馆、中国白酒精品馆、国内综合馆、

“一带一路”国家馆、酒类装备包材馆5个专
业展馆，展览面积超过8万平方米。

同时，将设中国白酒名酒展区，中国葡
萄酒、果酒展区，露酒展区，啤酒嘉年华，进
口葡萄酒、国际蒸馏酒展区，国粹黄酒展
区，酿造料酒展区，白酒酒庄酒展区，中国
白酒典型名酒展区，陈年名酒展区，酒类装
备及包材展区，共11个展区。

2021年作为“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
是中国酒业布局新一轮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窗口期和战略机遇期。据悉，在本届酒博
会的“中国国际酒业发展论坛”上，将正式
发布《中国酒业“十四五”发展指导意见》，
重点提出包括经济发展目标、产业结构目
标、市场建设目标在内的13个发展目标，以
及13个方面的主要任务。

另外，本届酒博会还将举办酒类产品包
装设计创意大赛暨最美酒瓶设计大赛、“酒城
论剑·品酒争霸”全国品酒师大赛、“酒城论
剑·品酒争霸”第六届寻找民间好舌头大赛、

“青酌奖”新品评选、酒类产品包装创意大赛
颁奖盛典，以及中国老酒健康发展论坛、酒类
营销论坛、中国葡萄酒品质和价值论坛、酒博
会分会场暨啤酒嘉年华等20余项活动。

第十六届酒博会3月25日-29日在泸州举行
将发布中国酒业“十四五”目标和任务

停车救人的四川司机许平（左）和陈勇。

获奖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