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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徐
勤）拆掉化妆品外包装，逃避店内门禁的警报，
将价值4000余元的化妆品鱼目混珠携带而
出。近日，江北区公安分局观音桥商业区派出
所抓获一名盗窃化妆品的嫌疑人，与其他常见
的盗窃案不同的是，该嫌疑人称自己是因为爱
美爱得太深，这才踏上了犯罪的道路。

26日，观音桥商业区派出所接到群众报
警，称在星天广场某化妆品店抓到一名偷化妆
品的小偷。民警立即赶赴现场，经过详细调
查，嫌疑人赵某不仅盗窃了十多样化妆品，还
从另一家服装店偷盗了一件黑色呢子大衣，被
盗商品总价值4700余元。

民警通过查看监控，发现嫌疑人赵某伪装
成顾客，在化妆品店内四处挑选，趁旁边的营

业员不注意，将化妆品的外包装拆掉，迅速放
进随身携带的挎包，然后佯装未购买商品，堂
而皇之地走出大门，而因化妆品外包装的防盗
条形码已经被撕掉，所以门禁也不会发出警报
提示音。千算万算，令嫌疑人没想到的是，营
业员在回头盘查商品时，发现少了许多，通过
监控筛查嫌疑人时，直接锁定了高个子、身穿
黑白色花纹外套的赵某。

据嫌疑人赵某供述，当时在化妆品店，真的
特别喜欢这几种化妆品，就想占为己有，但是经
济条件又不允许她购买，于是便想着在角落撕
掉外包装，这样就能瞒天过海，将化妆品偷偷带
走，却没想到这么快就会被抓，现在真的很后悔。

目前，嫌疑人赵某已被观音桥商业区派出
所采取强制措施，案件还将做进一步的侦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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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尸辨认通告
长江水域487#女约40岁1.65米白
色上衣，请家属七日内前来认领。
长航公安局重庆分局 电话：63770249

注销公告：重庆鼎丰饰品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号：5001042102090）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
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
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10月29日

遗失声明
重庆市南岸区辅仁小区b栋31-7号承租
户陈露（身份证号510214198108150816）
的直管公房《住宅租约》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谭芬（身份证 500231199009013188）
遗失护士资格证书；遗失护士执业证
书，证号201050004542，声明作废

遗失长安CS75PLUS，合格证编号：YG5043120
177093车辆品牌：长安牌,车辆型号：SC6479
CDH6车辆识别代码/车架号：LS4ASE2AXLD
038867发动机号：L9DC144408，声明作废

遗失长安CS75PLUS，合格证编号：YG5023120
172098 车辆品牌：长安牌，车辆型号：SC6479
CDH6车辆识别代码/车架号：LS4ASE2A1LD
037929发动机号：L9DC14230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市开州区石龙船客运站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4660866563J）经股
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10月29日

遗失声明
海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2020年10月29日丢失合同纸共31份。空白合同纸共计

17 份,合同纸名称：“2017 年度海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
172004365、171005865、171009330、171009332、171011317，“2017年度海湾安全技
术有限公司变更合同”合同编号173003831、173006707。“2018年度海湾安全技术有限
公司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182001424、181004137、181009109;“2018年度海湾安
全技术有限公司变更合同”合同编号183006462、183006522、183008879、183011835、
183011839。“2020年度海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201006830，

“2020年度海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气体灭火合同”合同编号204000784。
已签订合同纸共计14份,合同纸名称：“2016年度海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产品购

销合同”合同编号162012484;“2016年度海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变更合同”合同编号
163013385;“2017年度海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171000579、
171003938、171005867、171007242、171008525; 2017年度海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变
更合同”合同编号173003855、173006719、173007964;“2018年度海湾安全技术有限
公司变更合同”合同编号183000601、183008894；“2019年度海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变
更合同”合同编号193001113、193013539。特此声明作废。

海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9日

茶楼承包经营、转让
沙坪坝汉渝路佰益酒店（原八一宾馆）

电话：13983012335

王益攀00002750000000002019019987
文 艺02000350000080020180501756
朱 勇00002750000000002019000187
唐 斌00002750000000002019011013
熊存静00002750000000002019023574
廖晓琴02000350000080020181008787
郭海川00002750000000002019025797
周泓伶00002750000000002019020223
唐灵灵02000350000080020190217018
陈天伟02000350000080020190201474
吴开容00002750000000002019020467
周淳辉00002750000000002019013749
杨 群02000350000080020170754842
邓隆阳00002750000000002019025990
陈星翠02000350000080020180501650
周柯岑02000350000080020171204226
陈 鹏00002750000000002019013636
刘 琴00002750000000002019023654
杜小松02000350000080020170750884
刘 敏02000350000080020180601089
谭青平02000350000080020180911902
池晓娟00002750000000002019026769
李 莉00002750000000002019026082

李 露02000350000080020171200063
何 瑶02000350000080020180913692
刘建平02000350000080020170733811
王鹏飞00002750011300002020000275
陈 银00002750011300002019000173
王生海00002750000000002019023855
邓乐乐00002750000000002019009045
周洪荣00002750000000002019026550
张 晧00002750000000002019025748
李庆苹00002750000000002019023822
朱永红00002750000000002019026275
郭 靖00002750000000002019014918
罗海涛02000350000080020180710759
李 雪00002750000000002019026226
朱思源00002750000000002019023791
丁 玲02000350000080020170801230
陈 洁02000350000080020180805418
崔 艳02000350000080020190215949
龙 艳00002750000000002019026103
陈绍容00002750000000002019026451
胡松林00002750000000002019026234
任开春00002750000000002019026697
熊梓涵00002750000000002019024479

汤 平00002750000000002019010980
向亚兰00002750000000002019011423
鲁陈平02000350000080020190201265
邓吉会02000350000080020190216259
李小军02000350000080020180710695
吴海蓉00002750000000002019000579
钟武红00002750000000002019000553
张玉洁00002750000000002019026592
刘地芬00002750000000002019024085
高良琼00002750000000002019011224
蒲东碧02000350000080020180509197
谭迎庆00002750000000002019015515
陈代秀00002750000000002019009668
李贤平00002750000000002019022581
蒋兴琼00002750000000002020000256
于俪彬00002750022700002019000143
刘吉彩00002750022700002019000127
李 维00002750011700002019000060
许 爽02000350000080020160706859
张修兰00002750000000002019010336
况明刚00002750000000002019006305
黄赞魁02000350000080020171000609
冉江容02000350000080020190212846

以下人员已与太平人寿保险公司解除代理协议，其执业证已注销，不得再以我司名义开展保险销售行为，名单如下:
肖贵香02000350000080020180904791
周德英02000350000080020160900686
常小容02000350000080002014028120
蒋金凤00002750011100102019000623
朱福强02000350000080020180914808
胡海燕02000350000080020180710105
彭小敏00002750011100102019000256
谭玉沛02000350000080020190212959
冯 娟02000350000080020190212799
唐 勇00002750011100102019000248
刘 欢00002750000000002019001912
唐 彬00002750000000002019021589
肖国碧00002750000000002019021610
康 敏00002750011100102020000231
肖 亚00002750011100102019000699
黄均芬02000350000080020180905077
旷 川02000350000080020180401168
蔡远惠00002750011100102019000537
肖兴福00002750000000002019001901
杨宏敏02000350000080020180701014
晏正英02000350000080002016002572
吴小燕00002750011100102019000230
梁公兵02000350000080020180601511

唐可义02000350000080020180601562
周 玲00002750011100102019000711
陈月圆02000350000080020171100396
朱 丽02000350000080020181004989
包 帆00002750000000002019021628
龙远坤02000350000080020190206108
唐祖艳00002750011100102019000481
贾太容00002750011100102019000553
朱春梅00002750011100102019000570
王 伟02000350000080020190216478
赵晓红00002750000000002019021644
李后明00002750011100102019000545
李小丽02000350000080020190212854
李志梅02000350000080020180906828
易世琴00002750011100102019000762
陈 成00002750011100102019000779
康忠勇02000350000080020180707795
龚贵琼02000350000080020180707738
龚 梨02000350000080020180305703
刘 华00002750022500002019001073
黄兴华00002750000000002019003506
王小飞00002750022500002019000835
江朝霞00002750022500002019001215

张 红02000350000080020180914525
张修洋02000350000080020180914961
刘洪君02000350000080020180402257
喻 贞00002750022500002019000232
林长菊02000350000080020181205707
刘 先02000350000080020190205599
张永莲00002750000000002019012848
吴国春02000350000080020190202977
杨丽双00002750024300002020002138
吕朝科02000350000080020180400788
李春燕02000350000080020180802448
李 茵00002750000000002019022485
莫 洁02000350000080020181205838
卞正伟02000350000080020190202993
刘艳铃02000350000080020180906375
曾 惜02000350000080020180703735
蹇 瑞02000350000080020190303253
杨 林00002750000000002019014820
谭永亮00002750000000002019016559
覃殊锦00002750000000002019024794
王克梅00002750024300002020002460
刘理波02000350000080020180503018
蒲华琼00002750000000002019008261

以下人员已与太平人寿保险公司解除代理协议，其执业证已注销，不得再以我司名义开展保险销售行为，名单如下:
邱永红02000350000080020190201780
吴剑鹏02000350000080020180909344
刘人云00002750000000002019008124
李陈铖00002750024300002020001463
周 燕02000350000080020161007199
曾前建02000350000080020190215246
周金凤00002750000000002019007863
徐 珂02000350000080020181206277
郑 彤02000350000080020171002899
杜 燕02000350000080020181004229
杜红娟02000350000080020171200321
张聪莹02000350000080020180300687
毛 鹏02000350000080020180802235
邓雅晴02000350000080020181201906
杨万琴02000350000080020181201537
李艳萍00002750024300002020004301
张 建02000350000080020190101828
王金玉00002750024300002019001437
王 怡02000350000080020190400037
贺姝涵00002750000000002019022532
汪文婷02000350000080020190201798
李 娟00002750024300002020000028
王 娟00002750024300002019001156

赖春晖02000350000080020190215447
陈义芬02000350000080020170744576
李 攀02000350000080020180705058
舒泽铭02000350000080020180914007
赖 娟02000350000080020190300636
龙文秀02000350000080002015023906
卢诗洁02000350000080020190209528
曾 文00002750010380002019000520
赵彬程00002750010380002019000482
唐怡鹏02000350000080020171203203
欧晓丹02000350000080020160505153
熊 燕02000350000080002016000101
许阳春02000350000080020190209472
周相港00002750010380002019001598
姚 华02000350000080020180501287
易 慧02000350000080020190209163
王应华00002750000000002019025287
李 莉00002750000000002019025220
梅伯灵02000350000080020170738903
秦菊辉02000350000080020181200616
刘洪利00002750000000002019022063
程昔键02000350000080020180909504
刘 洋00002750010300002020000313

樊勤茂02000350000080020180803424
冯 凯02000350000080020181000346
刘凤梅02000350000080020181007456
李 静02000350000080020190102103
刘艳君00002750000000002019003367
黄玉兰02000350000080020180500331
王文亮00002750000000002019025498
陈婷婷02000350000080020190214077
陈 露00002750000000002019025519
罗 雨00002750000000002019011714
张开泉02000350000080020180509041
卢垚垚02000350000080020190100575
贾瀚彧00002750000000002019018857
代 敏00002750000000002019014436
张静林00002750000000002019018710
靖春晓00002750000000002019018777
谢明阳00002750000000002019011747
吴丽鸿02000350000080020190209858
秦 剑02000350000080020181101374
李 悦02000350000080020180801568
邓 平00002750000000002019006250
景 源00002750010300002020000942
丁鑫丽02000350000080020190203845

以下人员已与太平人寿保险公司解除代理协议，其执业证已注销，不得再以我司名义开展保险销售行为，名单如下:
徐 海00002750000000002019030492
王兴如02000350000080020190210016
张一恒02000350000080020190209753
周 梅00002750010300002019000566
陈生林02000350000080020170748619
张 艳00002750000000002019005167
卢亚莉00002750010300002019001518
操馥凌00002750000000002019011691
邱晓红00002750000000002019011802
喻 静00002750000000002019015994
胡雅静02000350000080020170101063
韦崇伟02000350000080020170735591
饶 岚02000350000080020180910942
刘海超02000350000080020171101483
付 路00002750010380002019001161
刘东梅00002750000000002019006143
许黄菊00002750000000002019016093
牟 伟00002750000000002019025203
周 亚00002750000000002019015855
佘蓓蓓00002750000000002019007445
郭小龙00002750000000002019018541
邵光炳00002750010300002020000696

肖人银02000350000080020170722835
曾艳红02000350000080020190211378
甘文丽02000350000080020190209903
陈 林00002750000000002019030247
姚开健00002750000000002019000067
李 霞02000350000080020180705427
丁 星02000350000080020170723188
蔡昌艳02000350000080020190210897
邓 颖00002750000000002019029097
余 雪00002750000000002019006696
肖燕菊02000350000080020170748483
陈 芳00002750000000002019022127
李 燕02000350000080020190204348
刘 静02000350000080020190301696
郑 波02000350000080020180910820
彭跃余00002750010300002020000629
刘兴鸿00002750000000002020000504
周 晶02000350000080020190212241
王宁宁02000350000080020190212178
曹晓清00002750022700002019000102
陈启玉02000350000080020190301838
王国义00002750022700002019000178

周 英02000350000080020160600337
谯正浩00002750010600102020000063
邓春梅02000350000080020170206572
蒋智杰02000350000080020160601952
李 霞00002750010380002019000642
胡 蓉00002750010300002019000574
吴立武02000350000080020190302759
王璐璐00002750010300002019000381
杨小庆00002750000000002019011706
曾明经02000350000080020180910080
陈 科00002750010300002019001001
张 健02000350000080020190214680
谭煜昆02000350000080020171001881
周晓华02000350000080020180801339
罗 凤00002750000000002019025203
鲁 娟00002750010380002019000683
穆存端00002750000000002020002207
廖传勇00002750010300002020002270
邹玲丽00002750010300002019001237
张培友00002750010100002019000649
胡小琴00002750000000002019015488

以下人员已与太平人寿保险公司解除代理协议，其执业证已注销，不得再以我司名义开展保险销售行为，名单如下:

遗失声明
遗失吴承聪，吕睿洁之女吴孔妍2014.10.21
在重庆市南桥寺中医院出生《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O50030501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江津区几江金桥港湾小区业主委
员会公章壹枚(编号500381502116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赛森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MA5YP1F871）发票专用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2016.6.16核发的重庆月德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6733542841声明作废
◆遗失恒国（重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编号500105710708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机华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001159211)声明作废
◆遗失个体工商户杨洋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编号：JY25001070306298，声明作废
◆重庆海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公章财务章备案回执遗失，作废

遗失2015年05月27日核发的重庆耀宇人力资源管理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00012993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耀宇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00106585746907），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585746907）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锦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632035852XP）股东大会研究决定，本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由1500万元减至100万元。根据
《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本
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10月29日
减资公告：经股东决定，重庆金芭利服饰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60C5M
D3R，拟将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少为100万
元。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
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2020年10月29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500105094999328P 的重庆邦顺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到
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
邦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9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浩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000MA5YW6Y47W）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800万元减少到200万元。根据《公司
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10月2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紫琪同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YT6G898）股
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
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10月29日

重庆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大足门市部遗失合同25份，
出境合同 CJ011119、CJ011118、CJ011117、CJ011116、
CJ011115、CJ011114、CJ011113、CJ011112、CJ011111、
CJ011110、国内合同GN004392、GN004391、GN004390、
GN004389、GN004388、GN004387、GN004386、GN014500、
GN014499、GN014498、GN014497、GN014496、GN014495、
GN014494、GN014493 声明作废

津城首府（1号车库、2号车库）设计方案调整的公告
津城首府项目业主及相关利害关系人：

津城首府项目位于江津区双福新区A1-
01-5/02号地块，该项目已核发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目前建设单位重庆骄王地产有限公
司申请对经审批的1号车库、2号车库设计方
案进行调整。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将于2020年11月1日－2020年11月7日
对调整情况进行公示，告知听证权利，公示地
点为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网站政务公开规
划信息板块、江津区规划展览馆、项目现场，请
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相互转告。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元帅大道36号
邮 编：402260
联 系 人：沈老师 联系电话：47696236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10月28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浮生一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3MA60F6W261）股东决定，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减少到10万元。根据《公司法》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10月29日

遗失重庆宁美鑫广告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08718860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侠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1097073416)、财务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1097073417)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三盈盛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3MA60QFUK50）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6000万元减少到100万元。根据《公司法》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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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尊敬的协信远创公司业主：您好！我集团前期为回馈新老客户，部分业主因老带新（老业主
介绍新客户）、特殊优惠等享受了购买房源项目物业费优惠，涉及的项目和开发公司如下：

项目名称：星澜汇，公司名称：重庆远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城立方，公司名称：重庆协信远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天骄名城，公司名称：重庆协信远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阿卡迪亚，公司名称：重庆协信控股集团阿卡迪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协信公馆，公司名称：重庆协信远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春山台，公司名称：重庆远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星都会，公司名称：重庆远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敬澜山，公司名称：重庆远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星麓原，公司名称：重庆远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总部城，公司名称：重庆渝中总部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永川世外桃源，公司名称：重庆远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永川协信中心，公司名称：重庆远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协信城，公司名称：重庆远创实业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协信TOWN城，公司名称：重庆协信控股集团远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协信SFC协信中心，公司名称：重庆瑞孚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现因部分业主达到物管费优惠抵扣兑付条件后，长时间未到我司进行抵扣，导致失效

过期；所以我司为了避免不耽误业主物业费优惠的使用，请长时间未兑换物管费优惠的业
主（已交付的楼栋且暂未兑换的），务必在2020年10月31日前，带上有效优惠凭证原件，前
往小区物业登记，如逾期登记，将不再享受此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拨打联系电话：023-
67067216进行咨询。特此公告！ 2020年10月29日

◆遗失重庆司波纹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0307
02193)、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30702194)声明作废

◆遗失永川区利容建材经营部公章壹
枚，编号5003834026252，声明作废

女子盗窃化妆品 被抓时竟称太爱美

事发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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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墙、卡拉OK、益智玩具和畅销书
网约车师傅把车厢变成了“娱乐室”

搭乘网约车时无聊了怎么办？
面对这个问题，相信很多人会有两

个选择，要么是低头玩手机，要么是和
司机师傅“摆会儿龙门阵”。

那还可不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呢？
重庆滴滴出行姚先明师傅的答案是，可
以有。在他的车上，喜欢社交的乘客可
以给留言墙留言，喜欢头脑风暴的乘客
可以玩会儿益智玩具，喜欢安静的乘客
可以看会儿畅销书。甚至你是个“麦
霸”，也可以坐他的车一路“吼”回家。

有搭乘过的乘客把姚先明师傅的
车称之为“娱乐室”，其实姚师傅只有一
个朴实的愿望。“外面的世界运转太快，
希望乘客在车里能愉快停留一瞬间。”

我的梦是自己养活自己
1985年出生的姚先明是个老实憨厚

的小伙子，出生于重庆农村的他，初中毕
业后就没有再读书，而是和老家其他同龄
人一样，早早地开始参加工作。

“那时候我还小，自己也不知道自己
能干什么，都是看别人干什么。”在同村人
的带领下，姚先明进入了美发行业，这个
行业教会了他用双手实现自己的价值。

“那会儿我经常听一句话，我有梦，中国就
有梦，我的梦就是中国梦。我就想我的中
国梦是什么呢？咱不给国家添麻烦，自己
养活自己，这就是我的梦。”

今年7月，姚先明的梦想升级了，从美
发师成了一名滴滴出行的师傅。

虽然都是服务业，但是之前是给别人
打工，现在是自己给自己打工，姚先明的
态度没有变。“美发就是要把最美的自己
展现出来，咱开网约车也要展现美，因为
只有美才能让人心情愉悦。”姚先明觉得
这个时代是属于梦想的时代，自己每天穿
梭在重庆大大小小的街道上，就像是载着
每个人的梦想朝着最好的自己进发。

“你在路上，能看见每个人为了梦想

而奋斗。”在外面开车，难免要和交巡警打
交道，之前姚先明还有些发怵。直到前不
久重庆下大雨，他看见一名交巡警站在积
水里给过往的车辆指挥交通。“那一瞬间
我理解了那句话，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
不过有人为你负重前行。让每一辆车平
安回家，是那个交巡警的梦想吧。”

希望乘客在车里能愉快
愉悦别人，也就是愉悦自己。
姚先明用行动证明着这句话。他在

车厢顶部安装上了彩色的灯带，配上了精
致的小夹子。然后在每个夹子上留下了
不同颜色的留言便签纸，还准备了五颜六
色的笔。

又把前排座椅的扶手箱位置，改造成
了一个小柜子。柜子里装了8本书、2个
魔方，1个九连环和1支麦克风。

有乘客搭乘姚先明的车，第一反应就
是，这辆车充满创意，也充满着温馨。

如今，3个月过去了，姚先明前前后后
接了3000多单，他车顶上的留言墙层层
叠叠地积攒了200多条留言。

“有时候停车休息，我也会看这些留
言，觉得心里特高兴，浑身充满着干劲。”

在姚先明的留言墙上，记者看到，很多乘
客都把幸福和梦想留在了车里。有祝福
全家幸福安康的美好愿望，也有希望自己
尽快“脱单”的小小憧憬，还有高考顺利的
积极祈祷……

当然这些留言不但激励着姚先明，也
激励着陌生人。

有一次，姚先明接到了一位心情不好的
乘客，从姚先明接单开始，乘客就一直催促姚
先明要快一点接他。“后来他上车了之后，就
一直在后面翻看留言。心态慢慢也好了很
多，最后他和我说，师傅开慢点，我也留一张。”

“外面的世界节奏太快了，我就想着，
在车上装点出一个空间，让乘客从上车到
目的地的这一段，可以关注自己，静下来
心情好了人就更美了。”有时候姚先明也
会遇到看书、唱歌的乘客，这些都成了他
滴滴出行记忆里的美好时刻。“我会继续
保持这种特殊的人文‘记录方式’，回头来
看会收获很多惊喜。之前有位乘客下车
后，在平台给我评价称我是中国好司机，
其实我就是个普通的司机，把每一个乘客
安全准时送达目的地，让你一路愉悦就是
我应该做的。”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曲鸿瑞 姚先明车内摆放了多种娱乐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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