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4月，成都商报客户端推出第一季“唤花行

动”———只需适当加点钱， 就可以将家里盆栽以旧

换新。活动一经推出，受到市民热捧，短短一个星

期，就有80多位市民报名，最终以旧换新的盆栽总

数近200多盆。

活动结束后，依然还有市民打进热线询问。为

了满足更多市民需求，成都商报客户端联合诚景园

艺再次推出“唤花行动”第二季，跟第一季相比，这

次选择的盆栽种类更多，价钱也更低，最低的只要1

元钱！

以旧换新受追捧

市民一次性换完阳台花草

只需加一点钱，就让家里阳台大变身。第一季

“唤花行动”让不少市民感到惊喜。家住城东的黄

女士告诉记者，年初搬了新家后，她便很花了些心

思用花草装点了阳台，但两个月不到，原本生机盎

然的阳台变得十分萧条，“病的病，死的死，都没心

思管了。”黄女士也去花卉市场打听过，如果要把阳

台全部改造，可能要花1000多元。

正巧赶上“唤花行动”，黄女士索性将园艺公

司工作人员请到家里，最终，根据工作人员给出的

建议，黄女士连下三单，将阳台上的10多盆花草彻

底换完，总价只花了600多元。看到重新恢复生机的

阳台，黄女士连连称赞：“花钱不多，还能送货上门，

而且还可以免费咨询，确实划算。”

老板“大出血”

最低才1元钱 还终生护理

成都市诚景园艺负责人王小亮告诉记者，为了

让第二季“唤花行动”给更多市民带来实惠，公司

已做好了“大出血”的准备，总共准备了9种特价植

物供市民选择。基本属于好打理的类型，并且都有

一些实际功能，既美观又实用。比如：1米6高、4到5

根辫子的“发财树”连花盆只要105元（市面价要

170元左右），不带花盆只需80元；吸附有害气体的

能手“金心也门铁”单株连盆只要75元（市面价通

常要100元左右），不带花盆只需45元……

第二季“唤花行动”更有实惠的“一元购花”

叠加包：每购买两盆植物（不论大小），只需加一元

就能再抱一盆指定植物回家 （多肉和小绿萝任

选）！每人最多只有两次参加“一元买花”活动的机

会，每次限购一盆！

此外， 如果市民在养花过程中有任何疑问，都

可以加诚景园艺的公司业务QQ2645335150，“不管

买不买花，只要是养花的问题随便问”。

主城区拆除1079个IC卡电

话亭 追踪

传统瓦缸为何

输给流水线

“总觉得现在的豆瓣没有以前的香。”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欧阳辉曾在国营郫县豆瓣厂工作了十

年。今年，他已86岁高龄。近日，他回忆整理了记忆

中郫县豆瓣的配方及生产过程，以免失传。其资料

价值得到了郫县食品部门及豆瓣企业的肯定。

泛黄的配方表

数十年前看过 至今都未忘

从今年年初，86岁的欧阳辉就开始一门心思做

一件事：回忆郫县豆瓣的配方及其生产过程。老人

告诉记者，此前，他曾经多次见过公开报道的郫县

豆瓣配方，但在他看来，这些都不正宗。欧阳辉希望

在有生之年，将郫县豆瓣的配方和工艺详细整理并

公开，以免失传。

欧阳辉是谁？他又为何会了解郫县豆瓣的生产

呢？1964年，36岁的欧阳辉进入国营郫县豆瓣厂工

作，担任主办会计。作为会计，他需要详细了解豆瓣

的生产情况。欧阳辉回忆，当时的车间主任吴文浦

（已去世） 把两张已经泛黄的产品配方表给他看，

一张是郫筒酒原料配方，另一张就是郫县豆瓣的配

料及比例。

对于传统瓦缸晒制方法，欧阳辉还能清楚地回

忆起配方表的内容：二荆条辣椒105斤，胡豆44斤，

面粉8斤，食盐24斤。按照时节，每年春节后阳历三

四月份，先用胡豆发酵制作豆瓣，到了七月，就开始

采购辣椒，随后，经过长达近半年的翻晒，到了年

底，一缸色泽红润鲜亮、豆瓣鲜香酥脆的郫县豆瓣

就可宣告完成。

豆瓣厂的趣事

夏夜都住厂里 下雨忙盖缸

欧阳辉还回忆起当年豆瓣厂的一些趣事。夏天

夜里阵雨多，按照要求，无论干部还是职工，所有人

员吃住都在厂里，到了夜里，只要一听到喊“下雨

了”，所有人都一骨碌爬起来，开始动手用圆锥形的

棕树皮盖子给瓦缸加盖，一万多口瓦缸，一个小时

之内就要全部盖完，“所有人都跑得飞快，想起来又

紧张刺激，但又有点好耍。”

1973年，因为需要照顾家庭，欧阳辉调回成都

工作。但多年来，他常常回忆起在郫县豆瓣厂工作

的经历。欧阳辉向记者透露，之所以坚持整理这份

资料，还因为他感觉现在流水线生产的豆瓣，已经

不是他记忆中的那个味道了：“总觉得现在的豆瓣

没有以前的香。”

86岁老员工

还原郫县豆瓣老配方

他觉得“现在的豆瓣没有以前的香” 豆瓣公司负责人表示，配方表有传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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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辉将记忆中的配方表手写出

来，然后请女婿用电脑打印。在这份总

共4页的回忆材料上，不仅明确地标注

了郫县豆瓣的配方， 还详细地讲到了

郫县豆瓣的生产步骤和方法。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带着这份材

料，到郫县食品饮料产业办公室（下简

称郫县食品办）咨询。在看过材料后，郫

县食品办产业科科长潘丰礼立即联系

了郫县豆瓣股份有限公司。潘丰礼向记

者介绍，郫县豆瓣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正是欧阳辉工作过的国营郫县豆瓣厂。

如果要再往前追溯，则是新中国成立前

的元丰源和益丰和号酱园两家老字号。

对于欧阳辉整理的郫县豆瓣配方

及生产工艺， 郫县豆瓣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吴炤君给予了肯定：“老人回忆

的这些内容， 确实有其传统价值。”至

于老人对流水线生产的“批评”，吴炤

君也没有回避。 他解释， 传统豆瓣制

作，的确都是手工居多，但现在随着对

食品安全要求越来越高， 规范化流水

线生产是大势所趋。“举个例子， 以前

用瓦缸晒，而现在用大棚车间晾晒，可

以防蝇防尘。”吴炤君补充说，虽然生

产工具变了， 但核心的郫县豆瓣配方

以及工艺，依然采用的传统方法。现在

也有少量产品是按照传统瓦缸晒制，

只是标准比以前更严格。

对于欧阳辉对郫县豆瓣的关心，

吴炤君几度表达了感谢。 通过成都商

报记者，他也向欧阳辉老人发出邀请：

41年了， 希望欧老能再回厂里走走看

看， 一来可以参观下现代化的豆瓣生

产流程， 二来也请老人给年轻员工们

讲讲郫县豆瓣厂的一些老历史。 对于

吴炤君的邀请，欧阳辉欣然接受。

欧阳辉说， 其实自己所说的感觉

豆瓣不如以前香了， 可能更多是对过

去岁月的一种怀念。

“唤花行动”第二季又开始啦

最低1元购花 便宜得哭！

l.通过成都商报客户端填写“唤花

活动第二期”的申请表格。需要特别说

明的是，只要通过成都商报新闻客户端

（下载地址：http://app.cdsb.com/）提交

申请表格，提交成功后下载“立减5元”

图片， 就可以在专业人员上门换花时，

凭该图片享受总价减5元的优惠！

2.完成填表后，添加QQ：2645335150

或致电028-85860400/85841456，和专业

小伙伴确定你的需求是否准确传达。

3.达成协议后，在家坐等专业小

伙伴送货上门吧！他们不仅会手把手

教你种植和后期管理，还接受长期护

理咨询。

4.参加“以旧换新”的小伙伴，还

需准备想要替换的室内盆栽照片，以

便专业小伙伴估价使用。

成都商报记者 蒋超

怎么换

A套餐

植物和花盆一起换： 家里的花

盆看腻了？或者根本没有花盆？那购

买植物时就直接配上花盆一起带回

家吧！

B套餐

在旧花盆里DIY新植物： 若家里

本来就有美貌的花盆， 那就只购买植

物， 然后在专业小伙伴的帮助下在已

有的盆儿里DIY新的植物！

报名优惠

可以直接购买，也可以旧换新

通过成都商报客户端 立减5元

回应

流水线生产的豆瓣

到底有什么不同

街头红亭子

还能用IC卡打电话

昨日成都商报报道了主城区1079个IC

卡电话亭被拆除，不少市民打电话咨询，家

里的IC卡怎么办？ 记者从中国电信成都分

公司了解到，IC卡并没有丧失功用，仍在正

常销售，目前成都新建的1100多个“红亭

子”都有能够使用该卡的插口。

看现在

IC卡还能用 红亭子里有插口

主城区1079个IC卡电话亭被拆除

了，“那IC卡怎么办？” 市民杨大爷还有

面值两三百元的IC卡，大约有六七张，还

没有过期，身边有些朋友也还有这种卡，

怎么处理？ 市民李先生也向成都商报反

映，昨日他就拿着面值20元的IC卡，到购

卡点去退，但是退不了。

手上留存未过期的IC卡要怎么处

理？ 记者就此咨询中国电信成都分公司

相关负责人， 虽然旧的IC卡电话亭被拆

除了， 但市民可以看到红色的智能信息

亭，目前成都市已建设了1100多个。这种

电话亭就具备街头IC电话亭的功能。同

时，目前出售的IC卡一般情况下不能退，

如果有使用问题或破损了， 可以到西郊

营业厅去换。

记者随后找寻了这种红亭子， 发现

都配置了IC卡插口， 只是有些红亭子只

有一部电话， 有些红亭子里面则是一个

黑色的智能屏，最下端也有插口。

忆往昔

成都首批电话亭兴起于1991年

市民杨大爷手上的一批 IC卡，是

1999年磁卡换IC卡时换取的，“其实也

有大概6年左右没有用过了。”他说。

成都第一批电话亭兴起于1991年，

主要沿着春熙路、人民南路等布置，同时

还有高校等设置了电话终端。“当时这

种电话终端全市有1000多台，400至500

台是电话亭。” 已经从事电信行业40年

的胡荣龄见证了电话亭的兴起与衰落。

当时，宾馆、饭店都是求着要装上一

部这种电话，“这样才方便，上档次。”胡

荣龄说，1999年启动磁卡换IC卡，还有人

炒磁卡， 面值200元的可以炒到上万元，

而每天来换卡的人也都在四五百人。

最辉煌的一段时间是2004年到2005

年，那时全成都的终端有1万3千多台，电

话亭差不多占了一半， 每月的资费收入

可以达到1600万至1700万元。

据胡荣龄介绍，当时他所在的部门叫

做公用业务拓展部，维修人员大概有50多

个人， 每人要负责六七百台终端的维护，

每人每天的作业维护时间都将近6小时。

时间来到2006年， 其他运营商加入

了这个阵营的竞争，公话超市开始出现，

最常见的就是高校附近坐在格子间中煲

电话粥。“资费也有所下调，对我们有了

第一次冲击。”胡荣龄说。

随后，手机双向变单向收费，资费进

一步降低， 对IC卡电话亭又形成了进一

步的冲击。而现在，以今年3月份的IC卡

资费来看，收入仅有5万多元。街道上的

电话亭现在大多时间都冷冷清清， 无人

问津，排队打电话早已成为历史。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成都商报讯（记者 余文龙）

近日，成

都的吴某通过网络大量买卖陆龟， 涉嫌

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被

成都市森林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而很

多人不知道网上或店里卖的宠物其实是

保护动物，无意中便触犯了法律。

5月19日，成都市森林公安局接群众

举报称： 菊乐路某小区内有人非法出售

野生动物。民警立即前往现场，在房间内

查获疑似陆龟51只 （citis附录二野生动

物，相当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货主吴

某交代，这些疑似陆龟是其收购的，准备

出售。4月份，吴某在“灵龟之家”的网络

论坛上寻找卖家，分别通过网络从广州、

天津、 福建的卖家处购买了74只疑似陆

龟，共花费约41970元。后来，吴某卖出去

16只疑似陆龟， 大部分通过快递方式寄

给买家， 且从未办理过野生动物经营相

关合法手续。 目前， 吴某因涉嫌非法收

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已被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网上买卖珍稀陆龟

男子被刑拘

欧阳辉手写配方 摄影记者 王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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