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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成都的沙河城市公园，
绿树成荫，杨柳依依，蝉鸣鸟叫，
流水潺潺，一片繁华盛景。

8月，人们在这片城市的盛
景里，发现了一个隐藏的“秘
密”：公园里多了几把长椅。

长椅摆放在公园的转角
边，小道上，大树下，沙河旁
……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的
材质，像行为艺术般，在公园
里和谐地陈列。

每把椅子上都有一段温
馨的话，并留下了一个名字。
当人们在公园游玩，坐在长椅
上，读着诗一般的话语，应该
会萌生一些问题。

他们是谁？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成都人。
是土生土长的老成都人，

也是求学于此、定居于此的新
成都人。他们的血脉里都融入
了“成都”元素，都和这座城市
紧密相连，心手相牵。因此，他
们在这个骄阳似火的8月，做
出了同样热情的动作：为一座
公园捐出一张长椅。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从留在椅子上的话语可

以猜测一二：为了记录他们与
这座城市的关系。

无论先来还是后到，无论
木椅还是铁椅，一个“朴素”的
动作里，表露的恰是成都人自
古以来的“古道热肠”，是脱口
而出的“搭把手”，是新时代的

“友善”和“公益”。
因而，我们有必要品读每

一段话，记住每一个名字，了
解每一张椅子背后的故事。因
为这是一个人对一座城市的
别样致敬，也是一座城市对一
个人精神世界的反哺。

一段段朴素的话语里，流
淌的是真挚的情感，写下的是
激昂的心声。字里行间，都是
城市与人的牵连，都是情感的
见证。我相信，正因为他们在
此感受到了一座城市的温度，
才孵化出这温暖人心的行为。

而科学研究也表明，人的
大脑皮层有一种叫做“mir-
ror neuron”的东西，中文名

叫“镜像神经元”，这些神经元
活跃时产生强驱力使自己体
验他人行为，跟对方做出相同
的反应从而与他人共情，理解
他人，增强社会认知。

做好事，的确也会“传
染”。成都，从来都不缺暖心感
人的事迹。远的不说，前几天，
华西医院和华西第二医院路
过地铁华西坝站口的几名医
护人员，就“顺手”抢救了一名
突发呼吸心跳骤停的男性。

今天，这些长椅的捐赠者
们，和抢救突发疾病的医护人员
一样，都是成都不可缺少的一分
子，是成都几千万的一分子。

正因为有这么多善良而
温暖的一分子，才成就了今天
的成都：一座友善公益之都。

同样，这些长椅的捐赠者，
他们隐藏在你我之间（或许就
是中间的你、我、他）。他们每天
都认真工作，认真学习，尽心尽
力地为个人拼搏，为小家努力。
一张桌子，一张椅子，都是他们
精心装扮家庭的一个小物件，
都是一份爱家的心。

一张椅子并没有太多的经
济价值，搬到公园也不是什么
惊天动地的大事，重要的是这
个“念头”，这个“动作”，这份“用
心”，因为正是这些无数的细小
的感人的瞬间，才让我们的城
市显得如此温暖，如此可爱。

因为，你对这座城市怎
样，城市就将对你怎样。

当他们将“家”中的椅子
搬到公园，意味着从“小家”走
到了“大家”，从“个体”走向了

“集体”，更意味着在这座充满
人情味和烟火气的城市里，家
在无限延伸。

家，不再是一扇大门一张
钥匙锁住的世界；家，更是一
座人人可享人人可献的城市。

当下行为艺术盛行。如果
把这些散落在公园里的长椅
也算作一种行为艺术的话，这
应该是这个夏天最暖心的行
为艺术，衷心希望这样的行为
艺术越多越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评论员
车前草

“我的父亲陈渭忠，1936年在成
都出生，23 岁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
系毕业，从此开启了一生与水利行业
的不解之缘，在山西省工作20年，其
间与我的母亲相识相恋。”被称为成
都“河流爷爷”的陈渭忠先生的女儿、
长椅留言者之一的陈静回忆说。

小时候，陈渭忠先生常常跟女儿
讲起成都。在他44岁的时候，一家人
踏上了返乡的归程，陈渭忠也投身到
了成都水利事业建设中。对成都河流
水网如数家珍的陈渭忠先生为了更
好地记录下成都河流的变迁，写下了
成都河流千年来的大事记，原稿近4
万字，它就是《成都河流故事》。

今年，82 岁的陈渭忠先生永远
地停留在了初春时光中，如川归海。
而河畔的这一张椅子，寄托着陈静对
父亲的思念。“我的父亲生在府河边，
住在沙河畔，跑遍了成都的每一条

河。”陈静表示，能以这种方式留一份
思念很有意义，水流不止，思念不断。

除了对故人的思念，留言里还有
对未来的憧憬。留言者之一许长根，
2014年来到成都求学。在校期间，他
获得全国职业学院技能大赛一等奖。
如今，他马上要毕业了，希望继续留
在成都发展。

当谈到为什么要赠长椅时，他
说，成都是一座开放与包容的城市，
没有因为他是外地人而将他“拒之门
外”，在这里他得到了展示自我的机
会。“刚来成都，我就被这里的山水、
这里的人吸引。那时我就立志要好好
学习留在成都。”许长根表示，等稳定
下来，就把爸妈都接过来。他们在公
园散步走累了，坐在长椅上休息时，
发现他的名字和留言一定会很惊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摄影报道

1-7月四川外贸进出口成绩单

成都高新综保区
进出口规模

连续16个月居全国第一

昨日，成都海关公布了今年1~7
月四川外贸进出口成绩单：前7个月，
四川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3616亿
元，较去年同期（下同）增长19%，远高
于同期全国4.2%的整体进出口增幅。
其中，出口2037亿元，增长23.2%，远高
于同期全国6.7%的整体出口增幅；进
口1579亿元，增长14%，远高于同期全
国1.3%的整体进口增幅。其中，前7月
成都实现进出口值3120.7亿元，增长
21%，保持“领头羊”地位。

对欧盟、东盟等进出口
增速高于整体

数据显示，今年前7月全省加工贸
易进出口增长且比重上升，以加工贸
易 方 式 进 出 口 2222.6 亿 元 ，增 长
28.2%，占同期四川外贸总值的61.5%，
比去年同期提升4.4个百分点。在贸易
伙伴方面，1~7月，四川对欧盟、东盟
等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增速高于整
体。其中，四川对美国进出口859.8亿
元，增长8.9%，占23.8%，比去年同期下
降2.2个百分点。对东盟进出口693.7亿
元，增长21.8%，占19.2%，比去年同期
增长0.4个百分点。对欧盟进出口675.7
亿元，增长46.8%，占18.7%，比去年同
期增长3.5个百分点。对我国台湾省进
出口236亿元，增长53.3%，占6.5%，比
去年同期增长1.5个百分点。此外，四
川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983.1亿元，增长13.5%，占27.2%，其中
对俄罗斯、新加坡、阿联酋和越南分别
增长46%、45.4%、44.2%和36.8%。

成都进出口值3120.7亿元
增长21%

今年前7月，成都保持“领头羊”地
位，实现进出口值3120.7亿元，增长
21%，占86.3%。川南、川东部分市州增
速大幅领先全省平均水平，其中，雅安
增长1倍、遂宁增长51%、广安增长
45%。值得关注的是，成都高新综保区
进出口2325.2亿元，在全国综保区中
排名第一，增长28.6%，占64.3%。这是
其连续16个月位居全国综保区之首。

哪些“四川造”产品最受欢迎？1~
7月，四川出口以机电产品为主，出口
机电产品1679.1亿元，增长25%，占同
期四川外贸出口值的82.4%。其中，出
口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802.8
亿元，增长29.5%；集成电路427亿元，
增 长 27.2% ；汽 车 36.5 亿 元 ，下 降
21.8%；电话机24.4亿元，增长127.5%。
同期，出口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
111.3亿元，增长24.5%，占5.5%。

同期，四川进口机电产品1368.8
亿元，增长11.8%，占同期四川外贸进
口值的86.7%，其中进口集成电路
919.1亿元，增长28.1%。同期，进口农
产品34亿元，增长41.6%，占2.2%，其中
乳品7.5亿元，增长83.3%，鲜、干水果
及坚果3.6亿元，激增40.8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成都开放70个点位供市民“赠椅讲故事”

你有故事和长椅
成都公园可安放

Q：怎么赠送长椅？
A：赠送者自己购买长椅（要符

合长椅尺寸、材质要求），直接邮寄
到指定位置（详细地址后期会具体
通知），最后统一安装。

Q：长椅颜色、尺寸有什么要求吗？
A：此次赠送活动有专门的《管

理办法》。受赠长椅要符合管理办法
规定，尺寸、材质、质量和安全性等
要满足国家现行的户外家具相关质
量规范或标准，适合固定放置在室
外。座椅要求为三人椅，颜色不限
（符合整体规划即可）；长1.8~2.0米，
宽0.55~0.70米，高0.4（凳）~0.9（椅）
米；材质可采用铁木、石木或纯钢。

Q：我家里有类似的长椅，可以
赠送吗？

A：可以。但长椅的尺寸、材质、质
量和安全性等要满足国家现行的户
外家具相关质量规范或标准，适合固
定放置在室外，禁得起风吹日晒雨淋。

Q：赠送截止时间是什么时候？
A：此次接受70套长椅赠送，额

满即止。
Q：赠送以后大概多久能安装好？
A：第一批次安装时间：2019 年

9月1日~9月7日；第二批次安装时
间：2019 年 9 月 11 日~9 月 17 日；每
批次安装数量以实际交付为准。

Q：请问赠送长椅安放在哪里？
A：都会安放在沙河城市公园里。
Q：关于铭牌我可以自己做吗？
A：为了方便管理会统一制作，

只需要提供你想说的话（内容要不违
背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字数限制在
60个汉字或120个英文字母以内。）

Q：企业可以赠送吗？
A：为体现市民参与城市建设、

共建共享公园城市的热情，只接受
个人名义赠送的椅子。

Q：后面会进行检查维修吗？
A：在长椅一般使用年限（3年）

内，统一安排人员定期检查、维护；更
多维护事宜会在“赠送协议”中注明。

Q：赠送椅子会有什么证明吗？
A：我们会和您签订“赠送协

议”，后期还会给您邮寄“感谢信”，感
谢您对成都的热爱。（据“水润成都”）

“来成都求学，被这里的山水、
人、机遇、美食俘获，希望将来能留在
这座城市。（长根 2019.8）”

“怀揣梦想来到了这座城市，一座‘一碗冰
粉都能养活一家人’的沓沓，我能放飞梦想吗？我期
待着惊喜！（月月鸟 2019.8）”

“求学、深造、成家、授业，二十年便把他乡作故乡，热爱这
座城市，很幸运我的孩子可以在这片土地出生和成长。（海龙
2019.8）

“生在成都、长在成都，自己越来越老，成都却是越来越年轻，我爱这片
土地，我爱这座城！（修萍 2019.8）”

“青少年时期是河流的上游，热情奔放，澎湃激荡；中年时期是河流的中游，渐渐
从容，沉稳持重；老年时期是河流的下游，广纳百川，宽阔入海。铭记父亲这句话，纪念父
亲。（陈静 2019.8）”

“来成都求学，被这里的山水、人、机遇、美食俘获，希望将来能留在
这座城市。”“生在成都、长在成都，自己越来越老，成都却是越来越年
轻，我爱这片土地，我爱这座城！”

近日，成都市成华区沙河城市公园内出现了几张“有故事的
椅子”。这些椅子不光能坐，还能“读”。而上面的留言，正是其中
一部分。13日，记者从成都市水务局获悉，这些椅子都是市民赠送的，
上面的话也是赠送者留下的。

据了解，沙河城市公园将开放70个点位用于市民参与。想要参与
的市民首先关注成都市水务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水润成都”，在后台
回复“报名”，随后按照指示进行操作。

在公园里放一张椅子，从此门里
门外都成了家。读着陌生人的故事，
或许也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从沙河城市公园位于成华区杉
板桥的入口进入公园，沿着地面红色
的通道，沿河步行大约四五分钟，可
以看到一张两边是灰白色石墩、中间
为咖啡色木条，可供两三人休息的长
椅。长椅的样子很普通，但石墩上巴
掌大的银色方牌上刻着的文字却让
人有些意外。“来成都求学，被这里的
山水、人、机遇、美食俘获，希望将来
能留在这座城市。（长根 2019.8）”。

沿河继续走，每走三四分钟，还
会遇上造型不同、但都有一块银色金
属牌的另外4张长椅。除了刚来成都
的长根，还有“怀揣梦想来到了这座
城市，一座‘一碗冰粉都能养活一家

人’的沓沓，我能放飞梦想吗？我期待
着惊喜！（月月鸟 2019.8）”的月月
鸟。而“求学、深造、成家、授业，二十
年便把他乡作故乡，热爱这座城市，
很幸运我的孩子可以在这片土地出
生和成长。（海龙 2019.8）”的海龙或
许就是长根、月月鸟未来的模样。

写下“生在成都、长在成都，自己
越来越老，成都却是越来越年轻，我
爱这片土地，我爱这座城！（修萍
2019.8）”的老成都修萍也表达了自
己的心声。而像“青少年时期是河流
的上游，热情奔放，澎湃激荡；中年时
期是河流的中游，渐渐从容，沉稳持
重；老年时期是河流的下游，广纳百
川，宽阔入海。铭记父亲这句话，纪念
父亲。（陈静2019.8）”的留言，则表达
对亲人的思念。

沙河边这五张长椅
不光能坐，还能读

这个盛夏
最感人的“行为艺术”

故事 河流爷爷、成都学子……
留言里藏着思念和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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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8月13日晚，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
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
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中方就美方

拟于9月1日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问题进
行了严正交涉。双方约定在未来两周内再次通
话。商务部部长钟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等参加通话。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牵头人通话

CrossFit女选手
单杠上重重摔下
爬起来继续

02

从不从不
放弃放弃

沙河城市公园内市民赠送
的“有故事的椅子”及铭牌

爱上一座城爱上一座城
赠送一张椅赠送一张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