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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返行驶的公交车，停靠同一个
站台，如何分清公交车到底开往哪个
终点站？最近，一位网友就遇到了这样
的困惑：往返于双流三里坝和华阳客
运站间的826路公交车，途经双流机场
附近路段时，会进入一条单向行驶的
环线，因站台和车辆标识指向不明确，
乘客时常坐反方向。

对此，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双流
交投公交有限公司负责人，对方表示
正在对826路公交车首、尾、腰部显示
屏上车辆行进指向进行调整，5月11
日，826路公交车显示屏已全部调试
完成。

乘客很茫然：
公交线路指向不明
常坐反了方向

5月9日，在机场迎宾大道十号站
乘公交车的网友“洋气的包子同学”
在微博中称，826路往来两个方向都
在同一站点上车，“以前下班经常坐
反方向，现在来一个车就问一句司机
是到哪的，太麻烦了，整得我也开始
茫然了……”

记者了解得知，826路公交车往返
于双流三里坝和华阳客运站，往返车
辆在途经双流机场附近路段时，都会
共同进入一条单向行驶的环线，因此
才出现往返车辆在七个相同的站台停
靠的状况。有类似情况的还有804路和
838路公交车。记者发现，这两路车的
车头用白纸板写明了行进方向，乘客
很好辨别，但一辆826路公交车靠站
时，车身显示屏的箭头，左右同时指向
三里坝和华阳客运站。

不少乘客为此观望了一阵，最后
不得已只能站在车门口询问公交车司
机，有的甚至放弃乘车等下一辆。“就
是分不清楚，这车到底是往双流的还
是往华阳的，我最开始也坐反了。”一
位乘客抱怨。当记者上前询问一位826
路公交车司机如何分清车辆行进方向
时，对方称，你要想晓得去哪里，只有
来问我，我们的显示屏现在还没有更
新……”

公交公司回应：
已对车身显示屏进行调整
司机也会提醒乘客

记者联系上了826路公交车所属
的双流交投公交有限公司，公司运维
部部长伍松回应，由于机场附近的路
段是单向行驶，往返行驶的公交车共
同停靠一个站台，确实让乘客辨别起
来有些困难，只能靠询问司机来确定
车辆行驶的方向。

伍松说，目前公司正在对826路
公交车首、尾、腰部的显示屏进行调
试，公交车在驶出车站前，将起始站
的名字字幕去掉，并将箭头指向终点
站站名，市民可直接通过箭头指向的
终点站名，来判断公交车是往哪个方
向行驶。

“除了调试显示屏，公司也将告知
公交车司机，在单向行驶路段，要对站
台乘客进行解释和提醒。”伍松说。5月
11日，记者再次来到826路公交车单向
行驶路段发现，车身显示屏已经调试
完成，乘客可根据箭头所指的站名，清
楚判断车辆行进的方向，同时公交司
机也在提醒乘客，根据显示屏所指的
终点站来选择车辆。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实习生 夏雨 摄影报道

826路公交
往返停同一站台
到底该坐哪辆车？
双流交投公交：公交车显示
屏已全部调试完成

经成都理工专家初步鉴定，他收藏的40块“陨石”
几乎无一具备陨石结构特征，其中有铁矿石、芙蓉石，还有钢渣……

清晨6点，天色还未见
亮，儿子还在深睡，46岁的
黄兴元带上馒头、茶水悄
悄出门，赶往金堂县云顶
山，踩着湿漉漉的露水，开
启他的寻石之路。

16年来，上山寻石，已
成为黄兴元的日常。寻石
之旅短则一两天，长则半
个月。此间，他风餐露宿，
不再理会人间俗事。

为了圆自己的陨石
梦，黄兴元几乎放弃了一
切：和家人闹翻，与妻子分
居；放弃工作，只在寻石间
隙打零工谋生；耗费巨资，
将家中摆满石头……

5月8日，经成都理工
大学博物馆专业人士鉴
定，黄兴元所痴迷的“巨型
陨石”，“并不具备陨石结
构特征”。16年来的寻石之
旅，几乎化为泡影。

“不该搞陨石，搞得家
庭分裂，一家人和睦相处
才最重要。”梦醒时分，黄
兴元有些懊悔……

“赌一把，你就发财了”
花12万买下300斤“天石”

成华区枫林路耐火新苑小区是一个老旧小
区，周围的房屋已开始拆迁。5月8日，黄兴元望着
家里的一堆石头，陷入沉思。

房间的阳台上，摆着大大小小40多块石头，“这
些都是我到山上捡回来的”；家中的卧室里，还藏着
一块300多斤重的“宝贝石头”，这是黄兴元收藏陨石
16年来最大的收获。“这块陨石是我在2004年花12万
元买回来的，有300多斤重。”他有些得意地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陨石价值极高，目前都是按克来卖，每
克100元左右，他的这个“宝贝”可算是天价了。

对于陨石，黄兴元从最初的感兴趣，到后来
日渐沉迷，16年寻石收藏路，如南柯一梦。

他说，2001年时，他在电视上看到国外的节
目，其中提到陨石具有很高的投资价值，将来会
升值。听到有这种赚钱的机会，他开始一门心思
研究陨石，跑到古玩市场打听、到书店买书，可惜
当时关于陨石的信息并不多。

与“陨石”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很快到来。
2004年，黄兴元在金堂县云顶山认识了一位60岁
老人，对方在出售一块“天石”。黄兴元回忆，老人
告诉他，这块“天石”以前是被供奉在寺庙里的。

凭着自学的陨石知识，黄兴元多番观察后，
认为这块“天石”就是一块陨石。“赌一把，你就发
财了。”在老人劝说下，他用12万元买下这块300
多斤的“天石”，“当时就是年轻气盛，想发财，希
望能够借此一夜暴富。”

12万元，当年可在成都买一套房子，但黄兴
元并不后悔，认为这项投资必将得到高额回报。

这块花了12万元的“天石”，开启了黄兴元的
寻石之旅。此后，他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
发现了陨石收藏的“新世界”，并很快沉迷其中。

“书上说，只要一个地方出现了陨石，周围肯
定还会有散落的小陨石。”因此，他开始常年在金
堂县云顶山、炮台山、金堂山等地“寻石”。

每次寻石，都如同苦行一般。天还没亮时，他
就背着干粮出门，到达目的地后一直埋头寻找，
饿了，吃口干粮；渴了，喝口开水……直到晚上才
回家。第二天早上又去，日复一日，每次寻找都得
十天半个月。然而，空手而归是家常便饭，也常常
捡回“废陨石”。“这些都是歪陨石，早期我不懂的

时候捡的。”黄兴元指着窗户护栏上堆放的石块
说，这些“陨石”中，有玻璃块、有废铁、有锰，各式
各样，“当年没少走弯路。”

黄兴元开始自学陨石知识，只有小学文化的
他，在网上看陨石图片，读陨石相关文章，自认为
掌握了一些陨石的基本特征。“你看，这些陨石都
有单质铁，陨石必须要有这个。”他将磁铁块放到
石块上，磁铁很快被吸住；他又将300多斤重的

“陨石”锯下来的一个切面进行展示 ，“这里面有
反光的金属点，还有外部表面有熔壳，气印……
这些都是陨石的特征。”

通过多年学习，黄兴元认为，自己对陨石特
征已十分熟悉，一眼就能看出来。因此，他坚信，
家里的40块石头都是陨石。这些“陨石”，对他来
说无异于珍宝。“我从没怀疑过，每天一起床就要
拿出来看一遍。”

收藏陨石，黄兴元已成“痴”。他本是一家公司
的基站维修工，收入可观。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
就已在成都市区和金堂两地购买了住房。迷上陨
石后，因每次上山寻石都得花十天半月，他常常不
去上班。“这种情况多了，单位上有意见，最后没办
法，只有不做了。”2004年，黄兴元辞掉工作。

辞职后，他全身心投入到寻找陨石的“事业”
中去。从2004年到2011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寻
找陨石，偶尔打打零工，维持基本生活开销。

他失去的，也不仅仅是工作，还有家庭。
2004年，他将12万元买回的“天石”搬回家

时，妻子周玉华与他大吵一架。“她说这是铁渣，

根本不值钱。”两人因陨石的事，吵过的架难以计
数。2004年，两人分居，妻子从此带女儿住在金
堂，他则带儿子住在成都。

“当年他完全迷进去了，根本不听劝。”周玉华
回忆，原本两人很幸福，有一双儿女，黄兴元也有
固定工作，日子过得不错。自从黄兴元迷上陨石，
整个人变得癫狂，不仅花12万买了块烂石头，还不
去上班，每天就去山上找石头，一去至少半个月。
当时，儿女才六七岁，周玉华要照顾孩子，黄兴元
又长时间不回家、不工作，没了生活费，日子过得
十分辛苦。每当黄兴元捡陨石归来，两人便要大吵
一架。最后，她带着女儿出走金堂，找了份工作独
自过日子。她说，多年来，亲友常劝说两人和好，但
她不愿意，“他的事情，我不得管，想干啥干啥。”

在亲友眼中，黄兴元的行为也难获理解，“你
捡一些废弃的钢渣回来，收荒匠都不得要。”

5月8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与成都理工大学
博物馆专业人士陈志刚一同来到黄兴元家中，对
他收藏的40块“陨石”一一初步鉴定。见专家到
来，黄兴元兴奋地拿出收藏16年的300斤“陨石”，

“我这块比你们博物馆那块陨石还要大。”
陈志刚观察发现，这块巨石表面部分面积已

氧化，而陨石是不会氧化的。同时，它也不具备燃
烧疤痕和气印（指陨石与大气流的相互作用留下
的类似手印形状）。此外，对这块石头的切面进行
检验时，发现重量并没有达到陨石标准。

接着，陈志刚又先后拿出刻刀和白色瓷板在
石头上面进行刻画，石头表面留下条痕，使用放
大镜观察属于金属物质。“陨石是不会留下条
痕的。”陈志刚说，巨石切面表面中确有几个金属
点，但内部呈蜂窝状，而陨石应该是致密的固体。

陈志刚介绍了陨石鉴定的方法，需满足五个
条件：第一，岩石标本有没有黑色熔壳；第二是否
是致密固体；第三，是否比相同大小的普通石头
重；第四，是否能被磁铁吸引；第五，是否由金属
组成或者在标本破碎面、切面或抛光表面能看到
金属斑点。“如果符合上述条件，可能是陨石，如
果大部分或全部不符合则不是。”

根据初步鉴定，陈志刚表示，黄兴元所收藏
的300多斤重的“陨石”并不完全符合陨石的结构
特征，没有黑色熔壳、不是致密固体、重量不足。
同时，也无历史资料记载成都平原有陨石陨落。

“如果他仍希望鉴定的话，可以将切面送至专业
鉴定机构进行技术鉴定。”此外，陈志刚还对其余
石块进行了鉴定，几乎都不具备陨石的结构特
征，其中有铁矿石、铜矿、芙蓉石，还有钢渣……

满屋“陨石”十六年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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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悔痴迷陨石
仍不放弃寻石

成都商报：对于初步鉴定结果，
并不符合陨石的结构特征，您怎么看？

黄兴元：我对自己收藏的石头仍
保留一丝希望，毕竟没通过专业技术
鉴定确认它们不是陨石。

成都商报：如果最终鉴定结果出
来，收藏的都不是陨石怎么办？

黄兴元：只有认栽，现在后悔也等
于零。做生意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现在不可能找到当初卖石头的老人。

成都商报：16年来陨石并没给你
带来收入，家庭也受影响，你后悔吗？

黄兴元：现在岁数大了，说真心
话有些后悔。这么多年过去了，自己
的生活还不如（上世纪）90年代的时
候好，不该捡陨石，搞得家庭分裂，一
家人和睦相处才重要。

成都商报：为何还要一直坚持呢？
黄兴元：当初花了12万，下了血

本，工作也丢了，走上收藏陨石这条
路，没办法只能一直走下去，希望有朝
一日可以翻身。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个
争气的观念，向妻子和亲戚朋友证明
我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成都商报：那你会放弃寻石之路吗？
黄兴元：不会，现在我找陨石已

经上瘾了。只要找到石头，不管是不
是陨石，心情都会很快乐。

他收藏的石头 几乎无一具备陨石结构特征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摄影记者 王红强

翻山越岭寻石
16年捡回40块“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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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全身心寻陨石
妻子带女儿离家出走

成都理工专家成都理工专家
初步鉴定初步鉴定————

真陨石究竟是什么样的？在成都
理工大学博物馆老馆，一块表面斑驳、
透出金色光泽的石头躺在玻璃柜里，
这就是目前四川已知的最大陨石——
隆昌铁陨石（上图）。经专家鉴定，这块
陨石的主要成分是铁镍合金，含量高
达98%以上，外形呈圆锥体状，重达
158.5公斤，中后部布满近300个凹坑。
据隆昌县志记载，隆昌铁陨石于明代
时陨落到隆昌县城西北郊的道观坪。

那么，对于陨石、古玩等，民间收
藏者应如何提高鉴别能力，降低收藏
或投资风险？四川收藏家协会副秘书
长黄绍银给出几点建议：

首先，要善于学习。现在有关收藏的
杂志、书籍种类繁多，网络也发达，学习
渠道很多；其次，多向各领域有丰富经验
的专家请教。在实践初期应选择小件物
品和经济价值较低的物件，不要一开始
就盲目追求高精尖的物品。最后，要善于
研究，每一件藏品都有历史痕迹，可通过
参观展览展示，观察真品特点。

黄绍银表示，收藏其实是一个综合
性娱乐活动，他建议民间收藏还是把娱
乐休闲放在第一位，积累大量经验后，
再逐步开始投资，增强防控意识。

/ 收藏连连看 /
民间收藏注意风险
建议将娱乐放在首位

826路公交车途经双流机场附近
路段时往返停靠同一站台

▶黄兴元花
12万购买的
重达300多斤
的疑似“陨
石”，经初步鉴
定，不具备陨
石结构特征

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矿物研究专家陈
志刚检测黄兴元收藏的疑似“陨石”

痴迷收藏陨石十六年
辞职寻石妻走家散

石痴
老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