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8日，资阳小伙赵
强专门找了家医院测试了
一下自己的视力和视野，
“完全合格，4月1日，我就
去报名学车！”赵强说。

幼时因被弹弓所伤，赵
强一只眼睛失明。赵强能够
驾考，源于公安部驾考政策
调整。今日起，公安部139
号令将正式实施。新部令明
确，单眼视力障碍，优眼裸
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
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
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
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
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
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
载客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
车驾驶证。而此前的公安部
123号令将单眼视力障碍
群体关在了合法驾考门外。

单眼驾考合法化的背
后，是一个特殊群体持续长
达7年的助推。这期间，包
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医
学专家、多地媒体等均自觉
或不自觉参与其中。这个特
殊群体穷尽一切手段争取
权益，翻译收集国外的单眼
驾考立法经验、召开论坛进
行科学论证、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呼吁、通过诉讼的
方式……“最可贵之处，在
于整个助推过程的理性与
克制。将一切置于法律许可
范围之内！”深入介入此事
的全国政协委员施杰感慨。

和赵强一样，这个群体
的多名成员受访时表示，接
下来将去医院检测视野，准
备驾考。

今日起，公安部139号令正式实施，其中明确,单眼视力障碍，优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
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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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或轻度污染
AQI指数：88～120

温馨提示：空气质量可接受，
但某些污染物可能对极少数异常
敏感人群健康有较弱影响。极少
数异常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据四川省气象台、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成都
今日 多云转阴 13℃-23℃

偏南风1-2级
明日 阴天间多云 14℃-23℃

偏南风1-3级

今日
尾号
限行5 0

万兴路、武侯新城
两条快速出入城通道
今日主车道通车

今日，长约1800米、宽30米的万兴
路快速出入城通道和长约3200米、宽
25至40米的武侯新城快速出入城通道
实现主车道通车。据悉，两条道路的建
成将大大减轻武侯区西南片区的交通
压力，方便辖区群众出入三环路生活
和工作，预计以后在高峰期从武侯区
西南片区的三环路到二环路将提速20
分钟，同时将增进红牌楼商圈和武侯
新城两大片区的融合发展。记者从施工
方了解到，武侯区万兴路快速出入城通
道和武侯新城快速出入城通道将于今
年6月实现全面通车，届时群众可以通过
两条快速出入城通道的人行便道出入三
环路。 彭文春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
育彩票全国联销“排
列3和排列5”第16084

期排列3直选中奖号码：023，全
国 中 奖 注 数 4196 注 ，单 注 奖 金
1040元；排列5中奖号码：02367，
全国中奖注数96注，单注奖金10
万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
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6084期开奖结果：

282，单选988注，单注奖金1040元，
组选3，1165注，单注奖金346元，组
选6，0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双色球”第2016036期开奖结
果：红色球号码：20、22、04、07、03、
09，蓝色球号码：03。一等奖2注，单
注奖金10000000元。二等奖116注，
单注奖金232827元。滚入下期奖池
资金439352386元。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
的结果为准）

发生于四川泸州的单眼驾考行
政诉讼第一案也就起到了助推单眼
驾考合法“临门一脚”的作用。

单眼驾考要想进入司法程序，当时
共有两个备选方案。一是以公安部作为
被告。此前公安部123号令将单眼视力
障碍者群体排除在合法驾考之外。状告
公安部的可诉路径为先向公安部申请
要求公开123号令制定依据，继而依信
息公开兴诉。其次，则可和地方交管部
门发生具体行政行为，随即就这一具体
行政行为兴诉。对诉讼成本和可操作性
进行综合分析，第二个方案更优。

最终，单眼视力障碍者许兰奎站
了出来，他愿意站在原告席上公开身
份，接受媒体采访。诉讼并无任何法
律障碍。因报考驾照被拒，泸州叙永
单眼小伙许兰奎一纸诉状，将拒绝他
申领驾照的泸州市交警支队告上法
院。最终，江阳区法院决定依法受理
这起行政诉讼。2014年9月25日，全国
单眼驾考行政诉讼第一案在江阳区
法院如期开庭。该案经成都商报报道
后，引起包括央视《今日说法》在内全
国数十家媒体的关注，单眼视力障碍
群体诉求就此进入公众视野。

经过一系列努力，今年2月4日，
公安部公布了关于修改《机动车驾驶
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决定。新的公
安部139号令明确：“单眼视力障碍，
优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
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
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
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
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准驾
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单眼群体的多名成员接受采访时
都表示，接下来将去医院检测视野，准
备驾考。对于这个总人数超过500万的
特殊群体而言，梦想最终照进了现实。

一个特殊群体的7年助推

单眼驾考终于“照进现实”
建QQ群 汇聚天南海北的单眼视障群体

单眼视力障碍群体对合法驾
考的追求，肇始于2009年。这一
年，四川宜宾一个名叫方方的人
组建了一个名为“人生大课堂”的
QQ群。建群宗旨很明确——推
动单眼合法驾考。

原公安部123号令明确，驾驶
机动车需“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
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
为此，政策将单眼视障人群排除

在驾驶机动车的门外。
QQ群开始汇聚天南海北的

单眼视障群体。一个2000人的大
群吸纳不下，“人生大课堂”二
群、三群开始陆续建立，不过，对
于如何争取权利，当时大家还没
底。讨论中，有的提出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呼吁，有的提出打官
司，有的提出致信，有的甚至建
议采取信访等手段……不过，大

家最后确定的原则是，不采取违
法违规手段，在法律框架内寻求
解决办法。

期间，方方等人拍摄了一个
《期待合法驾驶的单眼人士》视频
并发布到网上。视频中，单眼人娴
熟地完成了倒桩、赛道赛车等操
作。方方表示，制作该视频的目的
是为了向公众证明，单眼人士完
全有能力胜任驾驶技术。

一尊藏身石笋山的“佛首”近日
在网上引发热议，也引来不少市民
膜拜。邛崃石笋山以摩崖石刻闻名，

“佛首”的出现也引起文物专家的关
注，不过，专家到现场后才发现，这
只是岩体垮塌后自然形成的人面。
不过，在佛首身后，确实别有洞天，
建于唐代中晚期的摩崖造像，不仅
展示了佛雕艺术，甚至将唐代的亭

台楼阁、塔幢桥池、船舫殿宇也一一
展示在高山崖壁之上。

记者看到，所谓的“佛首”本是路
边岩石，侧面看上去跟人脸神似。邛
崃市文物局副局长李子军介绍，文物
部门到现场看过，最终确认这只是石
头风化过后形成的“人脸”，和附近的
摩崖造像没有关联。李子军介绍，附
近的石笋山摩崖造像是第六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笋山的红砂岩
上，一处120多米的岩壁上，都雕刻着
大大小小的佛龛。“共有33座。”李子
军介绍，造像共有739尊。考古专家介
绍，石笋山摩崖造像雕刻于唐朝中晚
期，也有少部分是宋代雕刻。

令人遗憾的是，在石刻上还是
可以见到一些“到此一游”的涂鸦。
最早的涂鸦人可追溯到宋代，在一
尊佛像底部，可以看到“乾德三年九
月思安僧俗游此”。考古专家介绍，
从落款年号和文字内容来判断，有
可能是宋代游客。在摩崖造像中，

“一佛二菩萨”、“一佛二弟子”、“千
手千眼观音”随处可见，佛像造型丰
满，比例匀称。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专家
雷玉华介绍，公元8世纪后半叶到
10世纪前半叶，成都是中国重要
文化中心和佛学中心，邛崃曾是茶
马古道上的一座小城，自然刻上了
时代印记。而石笋山摩崖造像雕刻
精美，线条流畅，人物神态自然，具
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对研究唐代佛
教石刻艺术具有很高的价值。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深山现“佛首”引来朝拜
文物专家：只是自然景观，身后才是别有洞天

呼吁单眼视障人士能考驾
照，是一件想当然的事，还是有一
定道理？单眼视障群体里不乏优
秀者，他们将视野投向了国外，了
解国外对于单眼能否考驾照的做
法。如果国外已有立法可借鉴，在
中国推动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一位名叫陈家庆的四川人，
自掏腰包，翻译了新加坡医药协
会《驾驶员健康状况医学指南》。
该指南明确，在新加坡，符合一定
条件的单眼视力障碍者可以合法
驾车。

紧随陈家庆，一位名叫戴杰
的山西单眼视障人士也开始了自
己的努力。

戴杰，此前在南美洲有过三
年工作经历。在那里，单眼视力
早已不是障碍，申领了临时驾照
后，因工作需要戴杰天天驾车。
回到国内后，戴杰发现，自己再
不能驾车上路。因为英语娴熟，
戴杰翻译了澳大利亚、加拿大、
美国等多个国家的驾考政策。与
此同时，福建的王雄伟，则开始
收集韩国、日本等国家以及国际

眼科协会有关单眼驾考的资料。
最终，这一群体发现，加拿大、新
加坡、韩国、日本、美国多个州等
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并未对单
眼驾考进行“一刀切”政策。在符
合一定条件下，单眼视力障碍者
拥有合法驾考的权利。

结合上述材料，戴杰开始着
手撰写《关于单眼视障群体合法
驾驶的研究报告》。很长一段时间
里，这份报告成为了单眼视障群
体游说媒体、眼科专家、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最有说服力的资料。

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合
法驾车之路被堵死背后，为数众
多的单眼视障人士却在非法驾驶
机动车。

山西晋中，霍二蛋开了一家
小醋厂。由于需要向附近的平遥、
文水、祁县等地供货，10多年前，
霍二蛋就开始无证驾驶小货车。
单眼人士无法合法驾考，这让霍
二蛋很憋屈。

北大医学博士，曾在同仁医
院眼科工作过的闵燕，成为第一
位主动站出来为这一群体呼吁的
医学专家。霍二蛋先和闵燕联系，
而闵燕又和原北京市卫生局副局

长邓小虹是朋友，最终，2013年全
国两会，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邓
小虹提交了《关于准许单眼视力
障碍者考取机动车驾驶执照》提
案。这也是单眼群体的声音，首次
在全国两会上发声。

重庆人罗宗则广泛收集全国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名字和信
息并寄出上千封信，希望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能注意到这一群体
的诉求。成都律师施杰是收到罗
宗求助的全国政协委员之一。后
来，施杰也以提案方式在全国两
会中为这一群体呼吁。

在单眼视力障碍群体的努力

下，共有5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在全国两会中，接力为这一
群体持续发声。

2014年4月，全国眼科大会在
上海举行，杭州人石和洲带领另外
7名单眼视力障碍者向专家递交了
单眼驾考宣传资料，呼吁眼科专家
以科学态度来对待这一群体。

知名眼科专家、“眼科之家弱
视沙龙”创办者锡强，后来也成为
单眼合法驾考的力挺者。他从眼科
专业的角度提出，“大脑有强大的
代偿功能，突然失去一只眼睛后，
经过约三个月适应期，就能精确判
断距离。单眼驾车没有问题。”

政协委员提案
单眼群体首次在两会上发声

寻找立法借鉴 翻译国外驾考政策 撰写研究报告

全国单眼驾考行政诉讼第一案

一起诉讼天下知
引媒体公众关注

昨日上午，南充市顺庆区共兴镇
境内一乡村公路上，22岁的胡杨发现
距地面约8米的光缆线与钢丝绳之间，
卡着一只猫头鹰，他随即将此消息发
布在微信群上求救。随后，得到消息的
南充山地救援队西充支队的救援人员
赶到现场，成功救下猫头鹰。当地爱鸟
人士告诉记者，受伤猫头鹰是一只领
角鹄猫头鹰，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动物。经检查，猫头鹰的脖子被卡伤，
目前已由救援人员带回家暂时照管，
接下来将移交当地林业部门。

袁李斌是南充山地救援队西充支
队队长。到达现场后，救援人员拟定了
救援方案，在猫头鹰被卡位置附近，通
过高空抛绳，将绳子搭在钢丝绳上，救
援人员再通过高空攀绳的方式靠近猫
头鹰，实施救援。

随后，救援人员进行过两次救援
尝试，发现猫头鹰被卡位置，刚好位于
连接光缆线与钢丝绳的卡子之间，救
援人员在攀绳过程中，对该部位的缝
隙影响不大，不会伤害猫头鹰。但为了
谨慎起见，袁李斌还是决定，将救援绳
搭在距猫头鹰被卡位置30厘米左右的
地方，这样尽可能减少对猫头鹰的伤
害。“救援难度不大，把连接钢丝绳和
光缆线的卡子掰开，就把猫头鹰救出
来了。”袁李斌说，整个救援过程花了
20分钟左右。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全国单眼驾考行政诉讼第一案开庭现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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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头鹰被困
救援人员攀绳营救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促进二手车便利交易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取消“限迁”、推行二手车
异地交易登记等政策措施。昨日，记
者从成都市交管局获悉，目前成都
尚未接到相关通知，仍按照公安部
124号令以及限制一定排放标准以
下的外地二手车迁入本地市场政策
执行。不过《意见》明确提出，对于目
前已实施“限迁”的地方，要在2016
年 5 月底前予以取消，成都的大量
二手车商也均在观望利好消息带来
的实质性变化。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看
法，我国二手车发展的制约因素，
首推“限迁”，所谓“限迁”就是限制

一定排放标准以下的外地二手车
迁入本地市场。《意见》提出，将在
营造二手车自由流通的市场环境，
进一步完善二手车交易登记管理，
加快完善二手车流通信息平台，加
强二手车市场主体信用体系建设，
优化二手车交易税收政策等方面
予以要求。

其中对于二手车迁入政策，《意
见》要求，各地人民政府要严格执行

《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
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不得制定
实施限制二手车迁入政策。国家鼓
励淘汰和要求淘汰的相关车辆及国
家明确的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有
特殊要求的除外。

同时，《意见》明确，已经实施限
制二手车迁入政策的地方，要在
2016年5月底前予以取消。

成都商报记者咨询成都市交管
局并拨打成都交警服务热线962122
了解到，目前成都市交管局尚未接
到关于该《意见》的通知，对于二手
车迁入，仍按照公安部 124 号令以
及限制一定排放标准以下的外地二
手车迁入本地市场政策执行，而对
排放标准的限制则是根据环保部相
关要求。

据962122热线成都市交管局车
辆管理所答疑人员回复，小轿车方
面，外地二手车进入成都市场上牌，
以及成都本地新购机动车，要求机

动车的排放标准在国IV标准以上，
而成都本地，带有成都号牌的二手
车，如购买此类二手车，则不限制排
放标准。

在双流白家，二手车交易已使
当地形成了规模不小的商圈，这里
的许多车商从事二手车交易多年，

“限迁”政策即将取消的消息已经在
车商之间传开。不过，由于成都还没
有开始实行，什么时候取消也还不
明确，大家除了相互议论，期待解禁
给二手车市场带来更大的利好以
外，更多还是观望。

蚂蚁王二手车总经理任浩文从
2008年开始从事二手车交易，在他
看来，限迁政策的执行，约束了车辆

流动，大量的二手车只能在当地消
化。限迁政策的取消对二手车市场
将带来什么？他分析，二手车交易量
必定会增长，消费者会有更大的选
择余地，这对二手车商来说无疑会
带来真金白银。

宏盟二手车交易市场，几乎占
据成都二手车交易半壁江山。该市场
有关负责人表示，市场承担了大量云
贵川等区域的二手车交易集散的功
能，车辆异地流动的量相当大，如果
限迁政策能够放开，无疑将进一步刺
激二手车交易的活跃。“但是，目前这
还仅停留在政策层面，具体何时开始
执行，我们也还在等待。”他表示。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谢佳君

二手车限迁将取消 利好市场？车商观望中

被救下的猫头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