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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丝圈绕、彩纸裁好，串在竹签上
……看起来简单的风车，现在已经要花胡
远根半个小时的时间。躺在成都红星老年
病医院的床上，听着电视里传来若有若无
的声音，胡远根手上扎风车动作没停。

年轻时候四处漂泊，胡远根在2000年
想要靠自己本事吃饭，“街上1块钱买来的
风车，看了看就晓得咋做了。”靠着竹签彩
纸扎风车，胡远根在成都养活自己。2009
年，清贫生活被网友发在网上，引起关注
被称为“风车爷爷”。2010年的一场风车义

卖，胡远根用 1000 个风车换来的 13864.6
元善款悉数捐给贫困学生。

从那后，胡远根隔三差五就开始用扎风
车的钱捐款，“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死
了钱没用完还心欠欠的！”胡远根言语风趣。
从疗养院的周遭老人到偶遇的贫困学生，都
是胡远根的帮助对象，少则几十，多则几百，

“看着别个有困难，多多少少我就给一些。”
从2010年至今，胡远根没有统计过捐过

多少钱，惠及多少人，“我做这些事情是发自
内心的，不是为了求回报，不是为了出名”。

义卖风车感动网友 至今坚持扎风车捐款6年时间

广元“交通违法大王”
4年未年审 被扣347分

最近一次审验是在 2012 年 4 月
30日，违法信息共有109条，扣分达到
347分，罚款达到18400元……广元市
交警部门最近通报了一位排在当地首
位的“交通违法大王”，是一辆川H车
牌的灰色丰田牌小汽车。9日，成都商
报记者从广元市交警支队一大队获
悉，这辆车已被查获并依法暂扣。

据介绍，该车车主为陈某某，今年
36岁，驾驶证上登记为四川仪陇县人，
现居广元市利州区。该车最近一次审验
是在2012年4月30日；最多一次扣分的
交通违法行为是在2013年6月7日，其
在兰海高速超速50%以上，一次性扣
12分、罚款1900元。“这几年，我忙于做
生意，未曾顾及车辆的交通违法信
息。”陈某某辩解说，因为做生意，该车
经常借给朋友使用，可能也有交通违
法行为。 柯林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成都交警征集
“直行待行区”标识

3月10日，成都市直行待行区的
运行时间调整为7：30-19：00，虽然在
21 个直行待行区的口子都设置了
LED 显示屏进行温馨提示，不过，还
是有车主不太“信任”这些LED，到了
路口就踟蹰不前。“总感觉没得标识实
在，还是有点不敢走。”市民白先生表
示，走到路口，内心还是有点顾虑，“文
字提示的效果确实没有图形好，而且
大家对待行区还不够熟悉”。

昨日，成都交警发出征集令，面向
广大市民征集“直行待行区路口引导
标识”，图形要简单、易懂、醒目。如果
你有好的创意，可以拨打962122交警
服务热线或者本报热线86612222，还
可通过“@成都交警”新浪、腾讯微博
进行网络投稿。投稿时间为3月10日
~3月14日。市民的意见一旦被采纳，
新设计的“引导标识”将会在我市 21
个“直行待行路口”上进行试用。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到了机场航班取消
法院调解退回票款

2014年3月23日，薛先生在马来
西亚亚洲航空公司（简称“亚航”）的官
方网站上购买了两张12月24日亚航
由成都飞往吉隆坡的机票，支付票款
2544 元，并在亚航官方网站上的“管
理我的行程”功能中看到航程及机票
支付已经成功确认。同年12月24日，
薛先生按照亚航向其邮箱发送的邮件
上记载的乘机信息，偕妻子提前到达
机场，却发现没有航班，经致电查询，
才获知航班因故取消。此前，薛先生未
收到任何关于亚航取消航班的通知。
因其此前已预订了到达吉隆坡后的酒
店、船票及在当地旅行的机票，薛先生
不得不另行购买机票前往吉隆坡。

今年2月2日，薛先生向成铁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退还全
部票款、赔偿经济损失15585.98元。法
院几经协调，薛先生最终作出了接受
被告退还全部票款2544元、撤回起诉
这一决定。据了解，这也是成铁法院自
去年3月1日起管辖成都市域内发生
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输、民用航空运输
以及绕城高速的相关合同纠纷和侵权
纠纷民事案件以来，首次处理涉及民
用航空运输的民事纠纷案件。

高超 雪蛟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没有合格证
30多位车主上牌难

阳春三月，很多车友选择自驾出
游踏青赏花，但德阳30多位车主却高
兴不起来，因为销售商未提供车辆合
格证，他们的新车几个月都无法上牌。

“汽车一直放在家里，不敢出远门，只
能看不敢开。”车主马俊说。

昨日，来自南充、广元以及德阳市
的30余车主、经销商来到德阳宝杭汽
车起亚专营店（简称“宝杭起亚”），要
汽车合格证、现车。市民游先生说，他
去年10月22日在宝杭起亚花了10多
万元购买了一辆 SUV。提车时，对方
说晚一点提供汽车合格证，“可是到现
在4个月了，临时牌照都换了4张，合
格证影子都没有看到。”和他一样还有
另外30多名车主，因为销售商没有提
供合格证，车辆至今无法上户，这些车
主中，大多是付了全款的车主。

汽车要出售就应该有合格证，为
何已经卖出的汽车却依旧拿不到合格
证？“公司最近资金出现了困难，正在
筹措资金解决此事。”宝杭起亚销售经
理卿林介绍，因为公司在银行有贷款，
车辆的合格证都抵押给了银行，该公
司总经理正在多方筹措资金解决这个
问题。他坦言，目前没有拿到合格证的
车辆有数十辆。“对于合格证问题，有
望在本月内解决。”卿林称。

记者也多次拨打该公司老总余某
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目前，当地警
方已经介入此事，警方表示，如销售商
再不兑现承诺，建议车主走司法程序。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从小脑瘫被列为肢体一级残疾，手脚行动
不便，书写速度较慢……眉山市东坡区女孩王
景丹在母亲的陪伴下，自强不息，在2015年的
高考中考出526的总分，被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分校录取。因女儿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母亲黄
惠鹂也一同前往，以42岁的年龄，陪伴女儿念
大学，她也开始了自己的“大学记”。

演艺圈的饭不好吃
还是读书好

进入大学后，女儿嘴里都是大学的新鲜事。
和身边那些蹦蹦跳跳的大学生们相比，我想的
和需要做的事情特别多：帮女儿抢课，送女儿去
教室，等她下课，陪她参加社会实践，女儿的职
业规划、就业，身体和经济压力，让我不可能像
校园里面那些大学生一样无忧无虑。按照现在
流行的话来说，他们负责快乐，我负责生活。

大学里不管酸甜苦辣，还是有很多值得回味
的事情。比如，给女儿抢选修课。她选修的法语课
太抢手了，和一帮年轻大学生抢，我这个“老姆姆”
刚填完资料，一刷新就“进不去页面了”，完败。

大学里，也充满了惊喜。有一次我走到路
上被一群大学生拦了下来，请求我义务出演他
们微电影里面一个妇女的角色。演电影我还是
第一次，激动得很。镜头只有两个：喂一个小女
孩吃东西，和另一个人讨论一件事。我原本以
为很简单，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要镜头一对
着我，要么表情不自然，要么手发抖，要么忘
词，反正就对不上号，导演不停喊“卡”。我羞得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如此反复，天快黑时，
导演终于喊“过”了。听到这话，旁边的演员们
都欢呼了起来，有个人给我说：你演了38次，终
于过了。这个次数，把我自己都吓一跳。

回到寝室后，我和女儿讨论今天的事情，
得出一致看法：演艺圈的饭，也不是那么好吃
的，还是读书好。 （黄惠鹂）

曾经，义卖风车六年捐助贫困学生
现在，视力大减欲转行捏泥人助人

今年开始，76岁的“风车爷爷”胡远根觉得身体大不如前，“过去眼睛好得很，打长牌
可以看到对方的牌，现在东西拿到眼前也觉得模模糊糊。”躺在床上，胡远根熟练地扎起
风车，同时还吸着氧气。

2010年，胡远根自制1000个风车义卖，换来的1万余元尽数捐给贫困学生。从那
后，隔三差五，胡远根都会把卖风车的钱拿出一部分捐给周围人。“风车爷爷”的称谓也
越传越远。

可是，近来视力越来越差，胡远根也说不准，手上扎的是不是最后一个风车。老爷子
早早计划好了：过两年不行了就去捏泥人，那个不费眼！捏泥人换来的钱还会拿来帮助
人，“不仅仅是让钱留下来，也让手艺留下来，能帮就帮！”胡远根说，只要对方愿意，他可
以把吃饭的手艺教给每一个来看他的人。

这并不是单个爱心故事，
而是一个接一个的爱心圆环。

受其感动，第一个伸出帮
助之手的是四川君安康医疗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许鸿
斌。“当时一个副总看到风车爷
爷的事，几个老总一起研究，就
想着疗养院刚刚开张，空着大
量床位，接一个老人也不算啥
子。”公司副总李绍春解释，
2010年10月，胡远根被接到该
公司投资的成都红星老年病医
院，免费住宿吃饭治疗，一住就
是6年。

原本打算找到亲人就送回
去，“但老人家亲人的情况也恼
火，老人也不愿回去，就一直住
着。”李绍春介绍，胡远根的生活、
医疗费用每年超过10万，“老总
表态说，一个老人家花不了好多
钱，只要活起一天就照顾一天。”

除了疗养院，向胡远根伸
出援助之手的还有很多人。用
了多年的三轮车是 2010 年义

卖时新希望集团捐献的，窗外
的棕叶是好心人送来的，风车、
蜻蜓等工艺品的原材料是好心
学生买来的。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
上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大三学
生方圆，新都人的她在去年夏
天，偶遇了胡远根。“一次回新
都时，碰到了正在卖风车的胡
爷爷，看到风车精致，就凑上
去聊了几句。”方圆回忆，“这
个年龄与自己爷爷相仿的老
人家一个人住疗养院，没有亲
人陪伴，我觉得他有点孤独。”
从那以后，每次回新都，方圆
都会去疗养院陪陪胡远根，聊
上三四个小时。想到胡远根腿
脚不方便，每次制作风车、工
艺品的原材料，都是方圆自己
掏腰包购买的。方圆还经常给
胡远根打电话，讲学习，讲生
活，“我觉得他很有趣，听他聊
天讲以前的事，听他感慨人生
有起有落很正常。”

风车爷爷

年岁变大，胡远根的身体也渐渐差起
来。成都红星老年病医院院长颜素芬介绍，
胡远根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
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脑动脉硬
化伴供血不足。“每天都要吸氧，”胡远根
说，现在的身体每天扎风车只能扎几个。

今年年初，在周围人提议下，胡远根所
在医院设立“风车爷爷爱心助老基金”，颜
院长介绍，每周卖了风车后，换来的钱就丢

一些进去，几乎是一半。“除了风车爷爷，其
他好心人也会把钱捐进去。”颜院长透露，
目前基金还没开过箱，受捐助对象都是胡
远根亲自选，医院不会干涉。

疾病缠身、年岁变大让胡远根视力
越来越模糊。他已经想好了打算，“再过
几年就去捏泥人，那个不费眼！”未来的
钱胡远根也打算好了，除开生活开支，能
捐就捐点。

设立“风车爷爷爱心助老基金”打算捏泥人助人

如今，成都、新都的志愿者定期都会来
看胡远根。“他最喜欢有人来看他，尤其是
陌生人，喜欢闹热！”李绍春从2010年胡远
根搬到疗养院就关注他，渐渐成为朋友。胡
远根也说，“我喜欢那些学生娃娃来看我，
跟他们摆龙门阵很好耍！”

医生叮嘱胡远根要休息静养。但他床的
周边都是工具——里面放满了彩色塑料纸、
小木棍、铁丝，胡远根扎起风车来得心顺手，

“别个碰他东西他要生气！”颜素芬指了指电
视下的盒子，“你看嘛，箱箱头全是他这段时
间扎的风车，还没来得及拿出去卖！”

临走前，胡远根一定要送几个风车、蜻
蜓，“想要啥子拿啥子！”害怕不够选，胡远
根坐在床上也着起急，“你打开那边的盒
子，里面全都是！”事实上，现在的胡远根身
体大不如前，吸氧断断续续，做一个风车要
半小时，做一个蜻蜓要几个小时工夫。

希望陌生人来看看我 只要愿意学手艺，我都教

“风车爷爷”捐款帮
助贫困学生，感动
无数人。如今，疗养
院老总、市民、学生
也向“风车爷爷”伸
出援助之手：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刘茜 摄影 陶轲

阳春三月，油菜花在四川各地成片盛放，
围绕油菜花的花式玩儿法也越来越多。在广
汉西高镇，4万亩油菜花花田里竟然出现了

“青铜大立人”、“机器猫”、“kitty猫”“小黄人”
以及“大白”等图案。如此美景，引来不少游客，
可是图案太大，怎么观赏呢？在花田中央，当地
政府搭起观景平台。“这都还不够高，用无人机
拍照效果会更好。”成都游客小徐专程带来了
无人机航拍油菜花。当地一名村干部介绍，“还
有游客专门租飞机来空中赏花的”。

创意花了3个月 实施就10多天时间

这些油菜花田里的图案是怎么创作出来
的？记者了解到，这些创意都来自大学生村官
李嘉佳等人之手。“最考验手艺的是创意。光
创意就花了3个月，实施就10多天时间。”李
嘉佳介绍，去年合作社绘制了三个图案，深受
游客和群众喜爱。所以，今年油菜还没有播
种，他们就开始规划，最终决定了这些图案。

李嘉佳介绍，“种植”萌图大概分为三个步

骤：第一步，选定合适地块，比如，“青铜大立人”
选定了两块长方形的地块；第二步，根据地块
比例在网上绘出草图；第三步，当油菜长高到
20厘米时，再将图形内的油菜拔出，补种小麦。

“然后，只等春天一到，图案就形成了。”

菜花经济 一户村民45天收入3万元

“去年吸引了20多万游客赏花，今年预
计有 30 万人。”西高镇党委书记彭献磊介
绍，大量游客到来，当地群众做起了油菜花
经济：摆小吃摊、买土特产，卖花环，带动了
旅游发展，也提高了农民收入。村民贺代青
一家利用油菜花季，从去年开始办农家乐，
没想到45天左右就增收了3万元。贺代青信
心满满地告诉记者，今年花期争取收入5万
元。这样的农家乐，西高镇今年有近20家。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摄影记者 张直

42岁妈妈“大学记”

油菜花田“卖萌”
农民伯伯，你们真会玩儿

“一个老人
家花不了
好多钱，只
要活起一
天就照顾
一天”

“风车爷爷”胡远根觉得身体大不如前，躺在床上吸着氧气，
费力地扎着风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