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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圣祠南街的公共厕所已经停水两个

月了，给我们附近居民造成不便，希望有关部

门关注解决。”昨日上午，市民李先生打入商

报热线称。记者走访了解，发现情况确如李先

生所说，这处公厕停水已逾两个月，一直没有

封门，附近好多居民仍习惯在此如厕，但如厕

之后，只得自己提水去冲。

停水的这处公厕位于四圣祠南街8号小区

楼。昨日上午10时许，记者在这处公厕外看到，

尽管门口贴了三张停水告示，但在此如厕的人

仍然很多，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在如厕后，自己

拿起厕所门口的水桶，在水龙头下接了小半桶

水提进厕所，出来后又把空桶放回原处。据负

责打扫公厕卫生的雷女士介绍，水是从去年12

月4日下午停的， 她曾劝说过居民不要在这里

如厕，但时间长了居民们便不答应了。

随后，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锦江区书院街

街道办事处城管执法中队中队长汪国峰， 据他

介绍， 这处公厕是十余年前建成的， 进水管较

小，水压不能满足整个公厕的用水需要，后来就

在四圣祠南街8号小区一单元楼下牵了水管，从

小区引水冲厕所。但是如此一来，又招来一单元

7楼住户范先生的不满，范先生反映称公厕用水

量太大，导致自己家里经常停水。过了大半年，

小区内接出的公厕用水被停了。 据汪国峰介

绍， 他们年前已将公厕停水等相关情况报告

给了锦江区城管局，申请改造管网，为公厕用

水水压增容，目前资金已到位，改造手续则在

进一步办理当中。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唐奇

荩1

、 下载打车软件

APP———用智能手机在安

卓或苹果的应用市场下载

打车的乘客端软件。

荩2

、绑定手机号码注

册

———绑定自己的手机号

码注册认证， 将会收到短

信提示或电话回复验证

码，成功完成注册。

荩3

、开始打车

———打

开打的软件， 界面将会自

动抓取乘客所在地位置和

周围车辆，选择“继续”起

点位置默认为当前您的实

时位置，输入终点位置，选

择“开始打车”等待出租

车的响应，有司机接单后，

会电话联系、 二次确认好

上车地点， 认清出租车车

牌号上车。

荩4

、上车后评价

———

上车后选择 “已上车”并

对对司机进行评价， 司机

和乘客将获得积分。

荩5

、到达目的地后支

付车费

———通过内置的支

付宝付款， 或者直接扫描

支付宝钱包， 扫司机的专

属收费二维码， 也可以直

接付现金。

从顺城大街到八里小区， 16元的的

费， 李奕萱前日通过打车软件付款时，一

不小心支付了1616元！等她收到银行短信

通知时，的哥已驾车远去。

李奕萱赶紧给的哥打电话。的哥当时

话没多说，向李奕萱索要了银行卡号和开

户姓名。让李奕萱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她

就收到了的哥邱林打过来的1600元钱。

粗心 网络有点卡 输了两次

前日下午，李奕萱约朋友到八里小区

附近游泳。她用一款叫“快的打车”的打

车软件叫来一辆出租车，并在顺城大街富

力天汇中心上车。到达目的地时，李奕萱

通过快的打车，用手机支付宝付款。“我按

照提示输入16元车费，不过当时网速有点

卡，网页刷新后，再次显示输入车费，我就

又输了一个16。”

让李奕萱意外的是， 她下车不到一分

钟，就收到了银行的短信通知，显示她刚才

消费人民币1616元。此时，李奕萱乘坐的那

辆出租车早已开走了，“我当时就懵了，心

想这钱肯定要不回来了。”

担忧 的哥话不多 是在敷衍？

冷静下来后，李奕萱想到，她向的哥

约车时，的哥曾给她打电话确认乘车地点。

李奕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拨通对方电话：

“师傅，我刚才多付给了你1600元钱，你看

能不能找个机会还给我？”

“我正忙，你先等一下，我待会儿给你

回电话。”说完，的哥就把电话挂了。“我当

时想，的哥肯定是在敷衍我，钱多半是要不

回来了。”不过，几分钟后，的哥回电话说，

他刚看了消息，确实多收了1600元车费，让

李奕萱把银行卡号和开户姓名发给他。

李奕萱在晚上7点多又给的哥打了电

话。“说实话，我当时还是不放心。但他说，

明天肯定会把钱打给我。”

感动 的哥来电话 钱已退回

第二天上午，李奕萱上班时，手机收到

一条短信。她还没来得及看，就接到的哥电

话，对方称已把钱转到她卡上。挂掉电话，

李奕萱翻出短信，果然收到了1600元转账。

“我当时很感动， 没想到他真的把钱还给

我了，我还一度误会他，真不应该……”

多付钱后，李奕萱曾把她的经历发到

微博和微信上，很多网友认为的哥不会主

动还钱，有朋友还向她支招，如果的哥不

还钱给她，就到出租车公司投诉。也有一

些人认为要相信的哥，他会退钱。

昨日中午，李奕萱带上她专门为邱林

准备的礼物，向这位好心的哥表示感谢。

成都商报记者 周恒 摄影报道

昨日中午， 家住郫县的百岁婆婆吴勤书

在家中宴请宾客， 与亲朋邻里们一起度过百

岁大寿。亲人们说，吴婆婆儿媳妇的不离不弃

与悉心照料成为老人长寿的重要原因。

出生于1914年农历正月初十的吴婆婆虽

然耳朵有点背，但眼睛与记忆力相当好，每个

前来磕头的孙辈和重孙辈的名字她都叫得出。

吴婆婆的二女儿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老人没有

抽烟喝酒的习惯，平时从不挑食，最爱吃卤菜

和凉拌菜，连泡椒凤爪也能嚼得津津有味。

吴勤书老人的家人认为她健康长寿的背

后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便是一直照顾她

的儿媳妇。 吴勤书老人育有两个儿子和四个

女儿， 但大儿子和二儿子分别在四十年前和

二十年前离开人世， 老伴也因受不了打击而

在不久后就去世了， 照顾老人的重任便由吴

婆婆的二儿媳妇胥建英承担。

胥建英今年也67岁了， 除了在婆婆身边

悉心照料， 还兼顾着自己的三个孩子和家里

的两亩多田地，至今已有20年。胥建英每天清

晨6时起床后，先为吴婆婆煮两个鸡蛋，热一

盒牛奶。吃过早饭，胥建英便下田干活，中午

回来为老人准备午饭，吃过饭后又下田劳作。

每年冬天，因为老人不习惯使用电暖器，

只喜欢坐在烧柴火的暖炉旁， 胥建英还必须

一直守在老人身边，不时添柴火，还要时刻防

范火灾的发生。作为后辈，胥建英事事都会让

着婆婆，她说老人就像一个小孩一样，顺着她

的脾气来就可以让她开心地安度晚年了。

成都商报记者 刘海韵 摄影报道

撞坏花台 奥迪轿车被弃广场？

“是谁的奥迪，难道不准备要了？”昨日

早晨8时许，环球中心门外的广场上，刚上班

的秩序员樊德礼有了意外发现： 一辆号牌为

川AW41××的黑色奥迪A6L轿车，停在了本

被栏杆围起的喷水池旁。 而在这辆车身后50

米开外，一处可移动式的花台被撞破，倒出的

泥土上还有清晰的轮胎印迹。

樊德礼和同事查看发现， 这辆奥迪车停

在喷水池外沿，前排两个座位的安全气囊均已

弹开。但车门被锁，车中及周围都没有人。无奈

之下， 他们只得报警求助。“从现场的痕迹来

看，这辆车可能是先撞到了与围栏相接处的花

台，继续冲到了喷水池前，撞到喷水池外沿后

才停下。”闻讯赶到现场处置的交警分析。

为何这辆奥迪轿车被遗弃在喷水池前？

成都商报记者与该车的车主郑女士取得联

系。据她称，这辆车前晚是一个朋友在开，确

实擦到了花台，“可能是当时慌了”才把车留

在了原地。 对于有市民质疑是不是司机酒后

弃车，郑女士表示了否认。目前，交警六分局

已对该车实施拖移，并作进一步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 王圣

用打车软件打的，下车后不久急电的哥：

师傅，16元车费我给成了1616元！

或因付款时重复输入导致数字叠加 的哥次日退还女乘客多付的1600元

快的打车相关负责人称， 现在

软件已更新， 乘客付款高于200元

时，软件会出现二次付款确认，乘客

确认后，才能付款成功。

快的打车相关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据她推测，李奕萱多付钱的原因可能是因

为网络延迟，第一次输完16，没有进行确认，

又输了一次16，最终两次输入数字重合。

这名负责人说， 乘客如果遇到这种情

况，可以向出租车司机沟通，也可以直接拨打

快的打车客服电话4000002666，公司后台能监

控到发单信息，可以帮助乘客和出租车司机沟

通，帮助乘客要回多付的钱。这名负责人还提

醒市民，现在快的打车软件已更新，使用新的

版本，乘客付款高于200元时，软件会出现二次

付款确认，乘客确认后，才能付款成功。

快的打车相关负责人称，李奕萱

多付钱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网络延迟，

第一次输完16，没有进行确认，又输

了一次16，最终两次输入数字重合。

如何使用

打车软件

为何出错

或因网络延迟，两次输入

数字重合

怎么避免

软件升级， 付款高于200

元需两次确认

的哥邱林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前日第一

次接到李奕萱电话时，他也感到很惊奇，他之

前还没有遇到乘客多付钱的情况。 确认确实

多收了对方钱后， 他第一反应就是把钱还给

李奕萱，“女孩子多付了这么多钱肯定很着

急，我当时就问她要了银行卡号。”

邱林说，乘客误付的那部分钱，他肯定不

会据为己有，“1600元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

多了这些钱我又不会吃胖。” 对于为什么隔

一天才把钱转给李奕萱，邱林解释说，李奕萱

发给他的是建行卡号，他自己没有建行卡，第

二天拿来爱人的建行卡，帮李奕萱转的帐。

“不是我的钱我肯定不要”

乘客多付钱可联系客服

公厕停水两个月 居民如厕提水冲

郫县百岁婆婆大寿 长寿秘诀：有个好儿媳

李奕萱向的哥邱林表达谢意

在百岁寿宴上，吴勤书老人自己夹长寿面吃

对话的哥

软件打车

核心

提示

马年春节期间，一场关于大城市与

小城市、异乡与故乡的争辩，又在网上

点燃。这一次的缘起，是网上一个“北上

广那么苦，为什么年轻人不离开”的提

问，一位署名王远成的网友的答帖被点

赞狂转，并引发热议。

王远成的故事不算成功 ， 但很励

志：

2008

年三流院校毕业， 只身到上海

求职，进入

IT

行业；

2013

年，因母亲生病

不得不返乡， 由父母安排进入事业单

位。他身在故地却怀念异乡，“上海是个

神奇的城市，她不问你的出生，学历，不

会鄙视你家庭条件， 她只看你是否努

力”， 而反顾自己的家乡城市， 产业落

后，“没有合适的工作”，“能力是个屁，

人际关系和家族势力基本就是一切”，

“所有人判断你是否成功的标准， 就是

（是不是）公务员”。

“我有一天会回上海的。我不在乎

自己是否有房，因为我有理想。”很自然

地，王远成的这一表白，在已经或将要

逃离二、三线城市的“漂一族”中间赢来

了掌声一片。这篇“檄文”有如赞美诗也

有如批判词， 讲出了年轻人对老辈人、

大城市对小城市的怨与恨、 牵挂与决

绝。众人感同身受的，除了年轻人的自

强不息，更多的是对帖子中“北上广”与

小城市不同人文生态的“心有戚戚焉”。

时值春节期间， 年轻人们辗转返乡、在

大小城市之间来回奔忙， 今昔对比，两

相衡量，个中体味尤深。

必须承认的是，对于大小城市的爱

憎喜恶因人而异。比如有人说“不敢来

大城市拼命，就只能在小城市等死”，就

有人反对说不喜欢大城市，就喜欢在小

地方待着，“打拼”云云其实是内心自卑

需要认同的表现。事实上，在大城市混

吃等死者不乏其人，在小城市认真工作

和生活的人也很多，喜欢宁静、满足现

状的当然不喜欢“打拼”这种富于竞争

意味的词汇。有人极其厌憎亲戚朋友的

过度往来，也有人身处其间其乐融融。

一般而言，大城市产业发达、精神

包容、资源丰富、生活便利、文化多元、

人际关系简单独立，但也有环境承载过

大、生活成本高企的缺点，而后者正是

小城市的优势所在。实际上，小城市“可

以步行”的人际与生活圈，在大城市荒

漠式道路交通的映衬下，确实能显示出

不一般的吸引力。

大哲学家康德一辈子没有离开过

他生长的小镇，而喜欢计算机的青年王

远成一心想离家万里。留在家里还是出

走他乡，事关人生选择，所幸对于现在

的年轻人来说， 已经不是个太难的问

题。青年人很少犹疑，迁徙已成为现代

中国人的重要生活方式，城市优劣之辩

如同烟花爆竹，平时隐退不见，只在年

末岁尾那几天重现街头，作为春节的特

殊符号，才成为压倒性话题。

谁说“北上广那么苦”，哪一代人不

是从年轻时的苦中作乐中成长而来 ？

重要的是， 城市给了人选择留下和离

开的自由， 青年永远葆有追求自我完

善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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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的“死”去“活”来

中国电影市场“乱”得还不够

□

王石川 北京

返乡还是出走 不应是个难题

那爱像雪路一样

蜿蜒延伸

大年初八，年后上班第一天。因为陕北

降雪，给很多上班族返程带来不便。为送女

儿彭彩琴顺利到达火车站， 延安

6

旬夫妇竟

然扫雪

30

里山路。

24

岁的彭彩琴是延安市姚

店镇元龙寺乡人，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榆林一

家公司上班。彭彩琴告诉记者，由于家在农

村， 平时到延安火车站乘坐村里的小面包

车。这几天雪下得太厚了，路又滑，小车根本

无法行走。 为了让自己顺利赶上

7

日

15

时的

火车，

7

日早上

8

点我们就吃完了饭， 父母一

人拿着扫帚、一人扛着铁锹为我前面扫雪。

“慈父手中锹，游子足下迹。临行除急

雪，犹恐误归期。”为送女儿赶火车，老两

口扫雪

30

里的故事， 感动了一众网友。扫

雪长达

30

里！父母给子女的爱，犹如这蜿

蜒向前的雪路，看不到尽头，那么深沉，那

么无私。有了这份爱，游子走多远，都不会

孤单，无论遭遇多么寒冷的时节，心中都

会有一份暖意。

犹记得去年媒体报道过一件类似的感

人事件： 得知女儿女婿孙儿要开车回老家

来，怕路不好走，云南普洱市江城县曼滩村

一位叫刘国权的老大爷沿着近三公里的山

路，拿着锄头把坑洼都补平了。由于路上坑

洼太多，老人当天修了好几个小时。一个是

为女儿顺利返城扫清路上的积雪， 一个是

为女儿回家铺平坑洼的道路，方向不同，距

离有异，对子女的爱却没有丝毫差异，本质

都一致，舐犊情深，朝向孩子。

对老人而言，为子女铺路是一件再自

然不过的事情，是情感的自然流淌，不需

要大书特书，也不用广而告之。刘国权说，

“这次修路，并没有告诉女儿”。彭彩琴的

父亲则说，那天雪下得那么厚，路上放心

不下女儿一个人到火车站，所以才和老伴

扫雪将女儿送到火车站，这样自己也就踏

实了。爱就是那么朴实而亲切。

为子女铺路，何尝不是一个隐喻，即希

望孩子的人生路顺一点， 希望孩子的未来

好一些。当然，路顺了，也希望孩子常回家

看看，彭彩琴的父亲说，常常盼望着自己的

女儿什么时候能回来。刘国权说，女儿嫁得

远，一年只能回家一两次，得知女儿女婿孙

女要回来很开心，就赶紧修路。可怜天下父

母心，对子女来说，这份恩情无论如何都报

答不完。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

眼睛就花了……“人生如沙漏，生来就在倒

计时，尽孝、敬老，别输给时间。”世上不能

等的事有很多，孝敬父母就不能等。

“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时下，人

们常以这样的话来诟病传统精神的败

落，哀叹那些曾经固若金汤、不容更改

的“旧式家风”之不存。旧有的道德在

剧烈变动的社会转型期遭遇不断的冲

击和质疑， 人们眼看传统精神所依托

的社会基础在崩溃和败落， 却又一时

找不到新的寄托赖以传家继业， 于是

出现集体的失落感进而焦虑。

“家风”死了吗？这个疑问在央视近

日关于“家风是什么”的讨论中，倒似给

出了一些答案。从来自受访者的千奇百

怪的“家风”定义中，你会惊见，活在每

个人心中的“家风”竟是如此不同：有人

看重“家庭和乐、勤俭持家”，有人却把

“爱国”看得至高无上；有“富二代”现实

地回应“家风就是不啃老不坑爹”，也有

“童言童语”不加提炼的动作白描“家风

就是爸爸每周打我一次”；有人相信“诚

实”足以传家，也有新潮小夫妻敢立新

规“老公挣钱老婆花”……

所有这些， 都不再刻意遵循长辈

命定的古训， 也不再依照一成不变的

传承；其中一些，若用传统标准评判，

甚至可谓活脱脱的“违逆先人，辱没家

风”。但它们却是现代人心中“与时俱

进”的“家风”。“家风”未死，只不过我

们守着古旧的概念， 当然无法在新时

代为他们找到丰富的存活证据。 但那

些守旧，完全不影响新的“家风”已经

纷繁热闹地生长起来。

“家风”该如何重新定义？这才是我

们面临的现实问题。传统中国向以家国

传天下———家就是国，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国就是家，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家国

同构，最大的家长即是君王，他们将便

于管理的“统治思想”作为“家风”向天

下传扬，通过封闭而稳固的家天下系统

一级级向下传承，代代沿袭。所以，你会

发现，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家风”非但与

君王思想无二，甚至家与家之间也超不

过 “仁义礼智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所谓五常八德的范围，家长如同家之君

王，家风如同家中君命，只强调“管理意

图”，导致更多人沦为顺民，更多个人意

志被久久压抑。

这种悖逆天然人伦的做法，注定了

传统家风在现代民主社会的穷途末路。

传统农耕文化的消亡，社会开放度越来

越高，封闭的大家族被打破，家庭越来

越小越来越分散，离家族更远，却离社

会更近。“家风”的定义，已不再听命于

长辈的“训令”，而更多浸润在了社会的

公共意识中，成为每一个家庭适应社会

的个性选择。当然，现在的家风，源于社

会风气，最终也会影响社会风气。

新的“家风”正在重生。那些有益

于社会的良好风气， 有益于个人适应

社会的“良风”，也一定会在大浪淘沙

中成为大家所接受的共识。 而这个重

生过程也不会停止， 因为只有不断地

顺应时代和个体新的需求， 在旧的经

典中注入新的精神，“家风” 才会通过

正常的新陈代谢得以生生不息。

春节期间，电影版《爸爸去哪儿》

票房的火爆成了一个全民话题。 该片

上映

8

天揽入

5

亿元， 首周票房刷新

2D

华语片纪录。在市场和观众追捧之余，

业界“拍摄周期太短、不能叫做电影、

扰乱电影市场”等质疑声层出不穷。一

些激进的影迷甚至在网络上喊出了

“爸爸去哪儿滚出电影圈”， 并形成微

博热门话题。

是的，《爸爸去哪儿》 拍摄周期太

短，据说只有

5

天，从拍摄到上映不足

两月，从而引发“趁热圈钱、粗制滥造”

的批评。 但是这除了说明制片方成本

意识强、运作能力高之外，还能证明什

么呢？ 哪一部商业影片不需要控制成

本、提高效率呢？难道拍摄周期长、一

个劲烧钱的，才算真电影？何况也没有

规定，只有“真电影”才能进电影院。说

到底，这是市场的选择。如果以前没有

这样的电影， 那么它还算是一种创新

呢！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创新，创新是

利润的源泉，是经济繁荣的动力。

《爸爸去哪儿》 拍摄周期长还是

短，能不能称为电影，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赢得了市场。 所有的质疑

其实都源于这一点。 换句话说， 如果

《爸爸去哪儿》没有票房大卖，那么所

有的这些质疑大约都可以烟消云散。

正因为票房大卖， 才有了随之而来的

种种质疑；又因为找不到更好的理由，

于是祭出了“扰乱电影市场”的罪名。

“扰乱市场秩序”的确是一种有案

可稽的罪名。当然，电影《爸爸去哪儿》

的上映， 并没有违反国家对市场监督

管理的法律法规， 也没有进行不正当

竞争，从事非法经营，更没有损害社会

和公众合法利益。 当然， 质疑者所谓

“扰乱电影市场”，并非要以“罪”论之，

而是以大而化之的“口袋”装之———挑

不出毛病不要紧，反正你就是“扰乱”

了。这与其说是质疑，毋宁说是竞争失

利者的羡慕嫉妒恨。

对于竞争失利者来说，《爸爸去哪

儿》的确是来“捣乱”的。“扰乱”说的逻

辑基础是，中国电影市场需要“稳定”，

不能“乱”，“乱”不得。问题是，中国电

影市场真的不能承受《爸爸去哪儿》的

“捣乱”吗？事实上，中国电影市场最大

的问题就是“乱”得还不够。

业内人士怕“乱”，说到底是怕竞

争。所谓“乱”，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

是啊，那种利益固化、“钱途”稳定的市

场多么美好啊，圈内排好座次，大家大

块吃肉、大碗喝酒。在很大程度上，长

期以来的中国电影市场是够 “稳定”

的。就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三大导

演一统江湖，几大电影公司跑马圈地，

不亦乐乎。但固化的市场，也意味着死

水一潭，停滞不前。

2013

年，中国电影总

票房达到创纪录的

200

亿，票房过亿者

32

部，但真正的国产经典影片在哪里？

是冯小刚那部七拼八凑的《私人订制》

吗？观众日益增长的电影消费需求，与

落后的电影供给形成了鲜明对比。虽

然也有一些新生代导演“添乱”，分走

一杯羹， 但中国电影市场显然还不够

“乱”。如果电影市场再“乱”一点，中国

电影恐怕才有真希望。

□

曾茜 成都

□

付克友 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