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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九旬父亲留遗憾
52岁女儿为父寻人

共享单车已成为市民出行不可
或缺的交通工具，随着数量急速增
长，也带来诸多困扰。

为规范管理共享单车，避免不同
的共享单车企业盲目投放影响城市环
境，从2018年1月31日起，成都高新
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
成华区辖区绕城高速（G4201）内以及
高新南区延伸到天府五街区域内，限
制新增投放共享单车。其中，哈罗单车
承诺于2月9日前将投放在金牛、青羊
范围内的共享单车全面清理出上述区
域，同时投放范围为绕城外。

近日有市民爆料，常在青羊区
中坝地铁站附近看到有人从货车上
将哈罗单车整齐摆放在附近。这是
怎么回事？

禁止投放区域
为何哈罗单车还每天出现？

3月22日上午9时许，记者在中坝
地铁站的4个出口，看到零星停放的
共享单车，其中有两三辆哈罗单车。跑
摩的的贺师傅表示，曾看到哈罗单车
被投放在这里，一次约有二十多辆。

“每天都有人过来投放，哈罗单

车的人一般下午过来。”在中坝地铁
站D出口附近巡逻的交通协警也证
实。附近的环卫工张大姐表示，每天
下午大概两三点，哈罗单车会被投
放在附近。

上午10点15分左右，在中坝地
铁站D出口附近，负责投放其他品牌
单车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遇到过
多次哈罗单车在附近投放，他们应该
是不能在这里投放的。”

下午2点10分，一辆鄂F牌照、
贴有地上铁标志的东风凯普特货车
停在中坝地铁站A出口路边，随后
有人打开货箱门。货箱装满蓝白色
的哈罗单车，两位工作人员配合着
将车卸下，整齐放在路边。

“公司让放哪就放哪，三环路内
外都有投放，主要是外面，比如双
流、新都、金堂。”两位工作人员表
示，并不知道这个区域不能投放哈
罗单车。

“拍照是公司要求的，共卸下51
辆车。”工作人员核对数量后，用手机
对着空的车厢拍照。单车被卸下停
放的过程中，一位路过的市民因骑
行的哈罗单车座位不合适，换了一

辆刚从车上卸下的单车骑走。

哈罗单车回应：
不是投放，是集中转运

记者就此致电哈罗单车，哈罗
单车相关负责人王先生称，记者在
中坝地铁站看到的情况不是“投
放”，而是“转运”。

他表示，公司为提高效率，先将绕
城内各处的单车集中于一个地方，再
一起转运出去，中坝地铁站出现的情
况就是这个原因。下午“集中”后多久
才“转运”出城，王先生表示并不清楚。

为何集中转运的单车没有任何
标记，且选在像地铁口这样人流量大
的地点，看上去和投放没有区别，市
民也可以骑走？王先生又称，中坝地
铁站的情况属于“个例”，以后会选择
更合适的地点及方式进行集中转运。

随后记者致电多家共享单车公
司，相关负责人均表示在运输转移
共享单车的过程中不存在先集中再
转运的情况。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如
果要集中运走，工作人员会将车座
扭转向后进行标示，同时也是对市
民的一种提示，随后装车直接运走。

市交委：
违规投放单车企业将受处理

1月31日，成都市交委、市城管
委、市公安局三部门曾召开共享单
车行业管理专题会，明确限制新增
投放共享单车的区域，包括：高新
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
区、成华区辖区绕城高速内以及高
新南区延伸到天府五街区域内。会
上，各共享单车企业还签订了诚信
经营承诺书。根据企业承诺，哈罗单
车于2月9日前将投放在金牛区、青
羊区范围内的共享单车全面清理出
上述区域。记者从市交委获悉，哈罗
单车的投放范围一直为绕城外。

据了解，限投区域停放点位有
限，不能承载过量的共享单车；同时，
如果投放过量，也会对企业运维提出
更高的要求。对于企业的违规投放，
市交委表示，“严格禁止”“绝对不允
许”。一旦出现违规投放，市交委将督
促共享单车企业及时清理，并将对其
违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成都商报 实习记者 林聪
记者 严丹 摄影报道

又到柳絮纷飞时
今年“避孕针”退场

阳春三月，成华公园外道路两旁
高大的乔木生出了新芽，其中以柳树
居多。当微风拂过，漫天柳絮翻飞，就
连平静的府南河面也蒙上一层薄薄的

“白纱”。不少市民反映行走在路上时
常会看到随风吹散的飞絮，皮肤“小
气”的市民可能会诱发过敏现象。对于
漫天纷飞的柳絮，该如何是好？

烦恼
柳絮翻飞让人“头疼”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在猛追
湾滨河路至游乐园滨河路上看到道路
两边成排的柳树，尤其是临河的道路，
低垂的柳条几乎没有间隔。“这两天才
有的，就是不舒服。”常在滨河路锻炼
的宋先生告诉记者，运动时身体分泌
汗液，飞絮掉落在皮肤上会产生不适，
尤其是掉到脸上，“刚开始感觉不到，
回去以后就感觉脸很痒。”

环卫工周毓礼在这条街上扫了七
年，对于掉落的柳絮他也没有办法。

“太轻了，一扫它又飞了，只有下雨的
时候要好点，打湿了它飞不起来，就可
以扫到了。”他还告诉记者，“经常飞到
眼睛、鼻子里面很不舒服，大概过一个
多星期花开过就不飞了。”

治理
今年不再采用“避孕针”

成都市区柳树主要集中在河边或
公园。柳絮是雌株柳树的种子。2015
年起，成都市林业和园林局曾学习其
他城市，尝试为杨树和柳树“打避孕
针”，通过药剂打破植物体内原有激素
的平衡，从而调节营养生长和生殖生
长的转化，抑制杨絮柳絮的产生。但这
一方法从推出起便有争议。

成都市园林局绿化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由于效果不佳，成都市今年已经
没有采用喷洒抑制剂抑制树木开花的
方法，“柳絮杨絮本来也是一种自然界
的正常现象。”

“使用抑制剂是暂时性的，目前采
用的是老办法。”武侯区园林局工作人
员也向记者证实，今年未采用抑制剂来
对付杨絮柳絮。他说，今年该区没有新
增种植杨树、柳树，对于较小的杨树、柳
树采用更换的方法，定期会对树木进行
修整，并在开花季节用高压水枪对树木
进行喷射，减少飞絮的产生。

建议
找准诱因，避免接触病源

春季是过敏情况高发的时期，包
括柳絮过敏的病人明显增多，“今天单
是因为过敏来咨询的人就有十多个。”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医院导医
唐萍告诉记者，季节性过敏或是皮肤
过敏多是因为接触了过敏源。

“包括柳絮在内的花花草草只是
诱因，个人情况不一样，找到过敏原因
是关键。”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
副主任医师张予认为，患者通过医院
检测找到过敏源，避免与过敏源接触
可以有效减少过敏情况发生。

成都商报 实习生 陈星宇
记者 尹沁彤 摄影报道

两年知青情
挂念46载

90岁的王开元一上午都只能坐在轮椅上，双手不
时揉着膝盖。他脸庞瘦削，听力不好，也不怎么说话，目
光有些呆滞。女儿王生蓉说，20年前父亲患上脑梗，现
在病情更加严重了，近期，又因腿部血管堵塞而无法正
常行走。“医生说可能时间也不多了。”

王生蓉担心父亲恐不久于人世。同时，也想在最后
关头，帮父亲实现跨越了四十多年的心愿——见见当
年曾住在自家的一位成都知青任远林及同生产队的另
两名知青刘敏和张益兵。1970年前后，三人从成都前往
广元市青川县瓦砾乡王家坝生产大队当知青，王开元
是当时接收三人的生产队长。两年后，三人返城。

四十多年来，王开元仍不忘他们的名字，惦记他们的
境况，更希望能见上一面。“他念叨了几十年了，如果能帮
他们再见一面就算没有遗憾了。”王生蓉说。

和尚街是王生蓉为父寻人的
一大重要线索，时隔数十年，和尚
街如今是否还在？记者试图通过地
图应用软件进行搜索，但成都主城
区并无该街道的显示，与之类似的
地名均在成都周边，与城区相差甚
远，就连记者身边在成都工作多年
的本地人也对此少有了解。

这条街到底在哪里？经过查
询，据1992 年成都出版社出版的

《成都城区街道名通览》书中的介绍，
和尚街位于城区东南部，属锦江区，
北起玉成街西口，西止大慈寺街，东
侧跨马家巷，长204米，宽4米。

据记载，和尚街原为大慈寺僧
房所在地，清初大慈寺曾再次被焚
毁，同治六年重建后，其范围缩小，
此处僧房遂在寺外，成街后定名为

和尚街，1981年地名普查时将北端
扩建东风路剩下的长胜街部分街
道并入。不过，目前当初书中记载
的部分街道均已不在。和尚街也早
已在城市建设中消失。

“这条街以前因为是大慈寺和
尚居住的地方，就此得名，位置在
如今大慈寺太古里一侧大门的前
方。”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袁庭栋介
绍，随着城市发展改造，和尚街大
概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被拆
除，“现已是太古里的一部分了。”

也正是这种城市发展的巨大
变化，让当年那封书信中的“和尚
街102号”如今已无迹可寻。居住
在此的任远林自然早已搬离此地。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实习生 王瑞琪 摄影报道

“那时我才四五岁，他们大概十
六七岁，和我姐姐哥哥一般大，现在
估计有六十多岁了……”25日，在新
都区电子路的一个老小区内，52 岁
的王生蓉向记者回忆起四十多年前
的一段往事。“对，差不多，很好的几
个小伙子。”轮椅上的王开元在一旁
偶尔搭上一句话。

时间回到1970年前后。那时，王
开元是广元青川县瓦砾乡王家坝生
产大队的队长，与妻子育有 7 个子

女。那年夏天，16岁的成都小子任远
林、刘敏、张益兵与另几个女孩子来
到瓦砾乡当知青。王开元接下了任远
林等三人，几个女孩子则分到相邻的
柴家坝生产队。

在王生蓉的记忆里，刘敏和张益
兵被安排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居住，任
远林则被安排在自己家。“我们家一共
有9口人5间房，除了厨房还剩4间住
房，当时父亲给任远林腾出了一间房，
我们一家人住在另外的三间房里。”虽

然当时姐姐王生书在外上学，不常回
家，但一家人依然住得非常拥挤。

“父亲还把他的那间房做了隔
断，一边做厨房，另一边做卧室。”王
生蓉说。

因为来自一个地方，又在一个生
产队，年龄相仿的任远林、刘敏和张
益兵也常有往来，王开元家成了几个
人的聚会之地。尽管是队长，王开元
也不干涉，反而对三人照顾有加。一
来二去，感情也逐渐深厚起来。

20 年前，王开元被诊断患有
脑梗，一直由妻子和儿女们照料，
近期，又因为腿部血管堵塞而无
法正常行走。“医生说可能时间也
不多了。”王生蓉说，一个月前，父
亲被接到成都，希望在医院救治，
但因医院床位紧张，暂时居住在
儿子王生斌家。“现在只是按照医
生开的药在吃，吃完了就再去医
院取药。”

王生蓉觉得，父亲在世时日
恐怕不多，希望在最后关头，能了
却父亲的心愿。帮父亲找到当年
的任远林、刘敏、张益兵。

实际上，王生蓉在上世纪90年
代就开始留意知青们的消息。她的
姐姐王生书曾被刘敏的家人邀请

到成都玩，时至今日，王生蓉再向
姐姐询问有关当时的记忆，姐姐已
记不起来了。现在只知道刘敏曾经
的地址好像在人民南路，他的父亲
是“成都电焊条厂的副厂长”，当年
曾给瓦砾乡送过15根无缝钢管。另
外，就是任远林信中提到的和尚街
102号。除此之外，她不知道更多有
关知青们的消息。

“前些年曾来成都寻找，当时
走到了大慈寺附近，但根本找不
到，变化很大，无从找起。”王生蓉
说，另一方面，前些年觉得父亲身
体还不算差，也不急于一时，“但
现在不同了，他能活多久都难说，
不想让他带着遗憾走，相对准确
的地址只有和尚街102号。”当时的王生蓉不解，为什么父亲

对一个外来的知青多有照顾？王开元
则有自己的想法，这些知青们当时不
过十六七岁，跟自己的孩子们差不多
大，更何况他们从城市来到农村，生
活起居上肯定多有不惯。

王生蓉记得，当年城乡条件差
距大，出身农村的她，小时候的衣
服满是破洞和补丁，而从成都来的

知青任远林虽未穿新衣，但衣服完
整干净。

除了将宽敞的房屋安排给知青
做寝室，王生蓉说，当时生产队给知
青开的肉票、油票和粮票都比农民要
多。“粮食按一天一斤的量给，油票和
肉票每天各二两。”但她记得，父亲在
分粮食时，常把小麦、大米等细粮给
任远林等，剩下的一些粗粮才再分给

家人和队上的其他人。
不仅如此，王开元在做农活上，

也没有给知青们太严格的限制。偶
尔，王开元会请知青们站在坝子里念
报纸、唱歌，教农民们识字，传播文化
知识。王生蓉还记得任远林很爱唱
歌，有一天晚上，还在家里唱了一晚
上《我爱呼伦贝尔大草原》，直到大家
都睡去。

两年后，知青们陆续返城。返城
那天，王开元给知青们一人送了一口
木箱子，装了些黄豆。

之后，王开元家里收到来自成都
的书信，是任远林寄来的。信中交代了
几人已平安抵达成都，并将自己在成
都的住址一并附上。但王开元不太会
回信，加之瓦砾乡地处偏远，交通不
便，信件寄出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对
方才能收到，因而作罢。

不过，王开元一直挂念着几位知
青的境况，几十年间，总在问子女“他
们现在在哪？结婚没有？”并曾在几年
后催促子女们给这几位知青回信，王
生蓉却觉得，几年过去，对方的地址是
否已变更还未可知，更何况通讯不便，
便未放在心上。

2008年汶川地震，青川县是重灾
区之一，王开元家的房子遭到损毁。
家里的证件、书信，全被埋在废墟里。

当时知青们寄来信件的地址，王开元
如今仍能记起，“信里说任远林的地
址在和尚街102号。”

“地震过后，有不少当年在青川
待过的知青回去探望灾情，我父亲就
念叨，他们会不会回来，天天盼望着，
但最后还是没有。”王生蓉说，距离当
年知青返城已过去 46 年，这些年也
一直没能见上面，“可以说也想念了
46年。”

当年青川瓦砾乡王家坝生产队知青任远林、刘敏、张益兵你们在哪？

禁投区域 哈罗单车为何每天说“哈罗”?

生产队来了知青
当队长的他腾出自家一间房

知青
下乡

照顾
有加

当自家孩子照顾
“好吃的留给他们”

不想让他带着遗憾走
女儿为父急切寻人

欲了
心愿

原位于大慈寺旁
“和尚街”已无迹可寻

惦念
46年

城市
大变

记者从四川省卫生部门获悉，为
减少先天性结构畸形所致残疾，四川
18 岁以下家庭经济困难的先天性结
构畸形患者可申请医疗补助，最高可
补助3万元。

据介绍，先天性结构畸形包括脑
积水、神经管缺陷、唇腭裂等出生缺陷
类常见疾病。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
步，患有先天性结构畸形的患者如果
在出生后能够及时获得救治，一般预
后效果较好，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记者了解到，申请人需同时满足五
个条件：一是临床诊断患有精神系统先
天性畸形、消化系统先天性畸形、泌尿
系统及生殖器官先天性畸形、肌肉骨骼
系统先天性畸形、呼吸系统先天性畸
形、五官严重先天性结构畸形6类先天
性结构畸形疾病；二是年龄18周岁以下
（含18周岁）；三是家庭经济团难，能够
提供低保证、低收入证、建档立卡贫困
户证明或村（居）委会等开具的贫困证
明；四是在项目定点医疗机构因上述6
类先天性结构畸形疾病，接受诊断、手
术、治疗和康复的患者；五是医疗费用
自付部分超过3000元（含3000元）。

据了解，该补助项目将根据患者医
疗费用报销之后的自付部分，一次性给
予3000元至30000元补助，帮助患者减
轻医疗负担。患者法定监护人可通过定
点医疗机构提出救助申请，并填写《先
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个人申请表》，
同时提交身份证明、疾病和治疗证明、
经济状况证明三类申请材料。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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