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称大概安排了五六十次相亲，儿子头两
次都见了，后来开始躲，说不合意。家人们猜
测，相亲是导致儿子离家出走的直接原因。

出走背后
“赶场式相亲” }{

责编 邵洲波 美编 冯成 校对 陈婕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9月5日，集聚全球先进
技术与设备的 InfoComm
China（国际视听集成设备与
技术展览会）将首次落地成
都，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开幕，展示全球最先进的视
听集成设备与技术。

昨日上午，记者从在北
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的

“2018成都国际视听集成设
备与技术展览会发布会暨
四川省推介会”上获悉，目
前在北京参展 InfoComm
China的350多家海内外展
商中，已有75%左右的展位
已签署合同前往成都参展，
届时人工智能、物联网、
VR/AR、IP网络音频，以及
数字模拟混合音频系统等
智能技术均将亮相成都。

InfoComm China是亚
太地区数一数二的专业视
听和集成体验商贸展览会，
今年是首次进入西部城市。
为何选择在成都落地？对
此，成都 InfoComm China
2018 展 会 主 办 方 Info-
CommAsia 执行董事陈庭
福表示，中国西部目前正飞
驰在一条增长显著的发展
之路上，也是技术发展热
点，“在这样迅速的发展中，
我个人预计到 2025 年其
ICT 产 量 将 占 全 中 国 的
25%”。通过对近几年参展
商的调查发现，已有40%的
参展商在西部设立了分公
司或者办事处。他认为中国
西部市场是全球目前最活
跃、发展最快速的区域之
一，并将于未来几年继续推
动各个领域的增长。同时，
由于它连接着“一带一路”
的相关市场，蕴含着无穷的
机遇，企业涉足西部市场，
将是业务在未来成倍增长

的一个起始。
实际上，四川电子信息

产业规模不仅在中西部排
名第一，也是全省第一支柱
产业，信息安全、IC 设计、
航空电子、平板显示、卫星
应用、移动互联、物联网等
多个行业竞争力居全国前
列。四川省经信委副主任王
文胜介绍，四川是五大国家
级软件产业基地之一，已成
为中国第三大游戏产品研
发和运营中心，成都市也是

“中国软件名城”，正在创建
“世界软件文化名城”。

这也恰恰是吸引Info-
Comm China的重要因素。
据介绍，主办方曾在重庆、
西安、成都之间进行过比
较，最终选定了成都。“成都
更有活力、文化底蕴也更加
成熟，有很多积极的因素。”
陈庭福说，目前成都已成为
中国一个关键的信息产业
和信息通信技术中心，当地
的信息通信技术园区，包括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等，发展都已非常成熟。同
时，成都是一个宜居城市，
幸福指数很高，他希望In-
foComm China 能根植于
成都沃土，在成都落地生
根。据介绍，定于9月5日~7
日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举办的2018首届成都Info-
Comm China展会，已成功
吸引包括爱普生、爱思创、英
特尔、博士、雅马哈、利亚德
等在内的海内外大厂家参
展。省博览局副局长宁方伟
介绍，成都InfoComm Chi-
na展会是今年四川省重点
支持的展会之一，本次展会
将会提供视听集成设备的
全局性解决方案和一流技
术。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愿望 病危父亲 想见儿子一面

“小虎儿子，父亲现在生病在床，我想您
回家看一看，我对你没有怨言。父亲彭烈金。”
邛崃市人民医院，63岁的彭烈金从病榻上坐
起，红色的血液在腰部的导管回流，家人让他
赶紧躺下。彭烈金双手微颤，写下这段话。

彭烈金年轻时是一个军人，退伍后回到
家乡邛崃成家立业，养育了独子彭小虎。如今，
彭烈金和妻子住在邛崃城郊的小镇上，儿子住
在成都主城区，相隔仅几十公里，却八年未见。

两周前，彭烈金被查出肠癌，晚期。病床
前，贴身照顾他的只有妻子一人。“如果小虎在
就好了，他至少心情要好些。”前来探望的亲戚
们说，缺了儿子，彭烈金的心情一直很“闷”。

去年，一个老乡在成都高新区办事时，曾
在街头见过彭小虎一面。“当时没有惊动他，
拍了一张他的照片，还有点胖。”12 日下午，
彭烈金在手机里翻出那张照片，随后又翻出
自己的自拍，问成都商报记者：“你看我们是
不是多像？”记者点头，他挤出了一丝笑容。

“他回来看看，再回去就是了，不干涉他
的生活。”彭烈金说，他只想见见儿子，未来怎
么安排，随儿子的意。

出走 春节相亲后 儿子负气离家

十几岁时，彭小虎到成都主城区学习电
器维修，学成后回家开了一间维修铺。到了
20岁，家人、亲戚、熟人开始陆续为他安排相
亲。“这些年具体有好多次相亲也没有统计，
大概安排了五六十次。”彭烈金说，“头两次他
都见了，后来就开始躲，都说不合意。”

2010年大年初三，家人又为彭小虎安排
了相亲，这次成为了最后一次。

当天下午 3 点在客厅里，两家人相谈甚
欢。卧室里，彭小虎却将房门反锁，拒绝与女
方见面，只说“不看了”。彭烈金无法将儿子劝
出来，这让他感到难堪：“喊第一声他答应了，
喊第二声就不回答。”直到女方离开，彭小虎
依然没从卧室里出来。

第二天上午10点，彭小虎依然待在卧室
里，彭烈金撬开房门，生气地骂道：“都三十一
了，你在想些啥子！”彭小虎没有理会，沉默不
语，骑着一辆摩托离开了家。离开时，只留下
一句“我不回来了”。“他什么行李都没带，只
骑了一辆摩托走。”彭烈金以为儿子只是赌
气，过几天就会回来，便在家里等着。这一等，
却是八年。家人们猜测，相亲是导致彭小虎离
家出走的直接原因。

“他相亲我见过两次，小虎都不合意。”彭
烈金的姐姐告诉记者，一次是介绍的朋友家
的姑娘，另一次是当地一个卖面的姑娘，都被
他拒绝了。“彭烈金一家三口都很‘闷’，平时

不吵架，有事情都‘闷起’。”彭烈金的姐姐说，
“闷”就是内向，不喜欢说话。“小虎也内向得
很，话很少，到我家里来有时招呼都不打。”她
说。彭烈金也告诉记者，儿子在生活中几乎没
有朋友，很少出门，白天做电器维修，晚上就
在铺子里看电视。在家庭里，也几乎没有和儿
子关系亲近的同龄人。

彭烈金告诉记者，从小到大，他对儿子不
打不骂。他不懂，为何一句指责，就能让儿子
如此决绝地离开。

寻子 一边是寻找，一边是逃离……

除了一辆摩托车和随身的衣物，彭小虎
什么都没带走，连手机也没带走，家人无法与
他取得联系。家人开始在邛崃市内打听，但彭
小虎几乎没有朋友。为此，所有人只能等待，
期待他能自己回家。“到今年，整整八年了。”
彭烈金说。

2014年，一位老乡在成都街头遇见彭小
虎，家人得知了他的上班地址。“我们联系到
他上班的地方，约好第二天早上9点见面。”
这是彭烈金八年来距离儿子最近的一次，但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儿子直接从那家公
司辞职，拒不相见。

去年10月份，另一位老乡在成都高新区
街头看见彭小虎，偷偷拍下照片，将消息转告
给彭烈金。今年3月底，彭烈金癌症病危，亲
戚们前往成都城区寻找彭小虎，希望父子俩
能见一面。

彭烈金的姐姐发现了彭小虎的下落。“我
在高新区一家厂里面问到了，看到了他的工
牌照片，但是他3月21日刚好辞职，我也问不
到他的电话。”她很遗憾，说这么多年，小虎就
在成都，但怎么也找不到。

懊悔 父亲：未来，一切随儿子的意

高新区西园派出所得知该情况后，主动
帮助彭烈金一家寻亲，通过与当地工厂沟通，
拿到了彭小虎的电话号码。4月12日下午，记
者将彭小虎的电话号码交给彭烈金。彭烈金
拨通电话，那头却始终沉默，“他不说话”。

记者继续拨打彭小虎的电话，电话无人
接听。随后记者收到了彭小虎发来的短信“你
是谁？有什么事？”记者用短信向彭小虎说明
了其父的病情，劝说他回家，但直到发稿前依
然未收到回信。

电话无法接通，病床上，彭烈金双眼泛
红，无奈与懊悔一时间交加。“如果他回来，我
们尊重他的想法，不安排相亲了。”彭烈金说，
未来，一切随儿子的意，他只愿再见儿子一
面。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成都商报记者 王拓 摄影记者 刘海韵

儿子离家八年未归
不满相亲逼婚？

患癌父亲卧病在床，想见儿一面

近年来，在全国对环境
领域严厉整治之下，“未批
先建”问题得到了明显遏
制，但建设项目“未批先建”

“擅自变更”“未验先投”等
现象屡禁不绝，既是环境污
染、生态破坏和突发环境事
件的罪魁祸首，也是布局混
乱、产能过剩、开发无序的
主要原因。

事实上，企业谋发展要
依规依法，首要的是不能“知

法犯法”，这是红线，也是底
线。发展是高质量的发展，不
是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
想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就
像本次被曝光的这家企业，
不仅危害环境安全，还给自
身企业形象留下了污点，自
损发展前途。对这类现象必
须“猛击一掌”、“大喝一声”，
强化监督，严肃问责，坚决对
环境污染行为说不。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环境违法 曝光台

新增建设项目“未批先建”
四川宏开混凝土有限公司被查处

“我看前面那辆车在
走，就跟着开过来了。”昨日
上午11点，人民东路路口，
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因侵走
非机动车道被交警拦下，均
受到罚款100元的处罚。目
前，成都交警在全市范围内
持续开展“治乱缓堵”专项
整治行动，对机动车和行
人、非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
为进行治理。昨日，在人民
东路路口，交警四分局对机
动车侵走非机动车道的违
法行为进行了整治，一个小
时内，6名驾驶员被抓现行。

上午 10 点 40 分左右，
从蜀都大道由东向西行驶
的一股车流汇集到路口，在
右转车道的排行车辆中，一
辆车牌号为川 AP7T**的
小汽车却直接驶上了非机
动车道右转。这一幕被交警
四分局民警李彦铎发现，上
前将其拦下，“这是非机动
车道，机动车是不能走的。”
驾驶员胡先生表示，看到前
面车辆排行，图方便就转弯
过来了。随后，民警对胡先

生进行了纠正教育，对其侵
走非机动车道的违法行为
做出了罚款100元的处罚。

不一会儿，一辆白色轿
车在同样位置侵走非机动
车道被民警拦了下来，当民
警正在对其处罚时，又有一
辆车开了过来。“我是外地
人，对路况不熟悉，看到前
面的车过来就跟着过来
了。”驾驶员李先生说。

驾驶员们都表示，以后
会吸取教训，严格按照交通
标志标牌的指示，不再侵走
非机动车道。

“机动车侵走非机动车
道具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容
易造堵，引发擦挂等交通事
故。”李彦铎表示，对这类违
法行为，交管部门会严查严
处。同时，交管部门提醒广
大市民，针对机动车的各类
交通违法，市民可通过“蓉
e 行”进行举报。机动车侵
走非机动车道的违法行为，
在“蓉 e 行”举报的中心城
区动态违法中所占比例最
大。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成都交警整治机动车侵走非机动车道

一小时6名司机遭罚

近日，位于成都市龙泉
驿区大面镇蒲草村五组的
四川宏开混凝土有限公司，
由于新建设项目未报批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受到了
1.9799万元的处罚。

据悉，成都市龙泉驿
区环境监察执法大队执法
人员对四川宏开混凝土有
限公司依法进行检查时发
现，该公司建设的破碎分
选生产线和泥浆回收板块
压滤机设备没有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该公司负责人
称，公司其他生产项目均

办理了相关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只因为企业认为是
新增生产线和设备，所以
忽略依法办理相关环境影
响评价手续。

执法人员介绍，通过
调查取证和案件审理，认
定该企业环境违法行为事
实清楚、证据确凿，遂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
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
一款之规定，责令其停止
建设，并按照该公司总资
产的 1.1%对其处以 1.9799
万元罚款。

短评 企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环保红线不能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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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落地西部城市
国际视听集成设备与技术展览会

9月5日在蓉开幕

在被确诊为肠癌晚期之后，彭烈金只有一个愿望：再见儿子一面。八年前的春节，
在一场父母安排的相亲之后，时年31岁的彭小虎离家出走，与整个家庭断了联系。八年
来，彭烈金和家人费尽心力，希望能找到儿子。最近的一次，彭烈金找到了儿子上班地，
但儿子迅速辞职，避而不见。几经周折，派出所民警找到了彭小虎的电话。12日下午，彭
烈金躺在病床上，颤抖着拨通了儿子的电话，电话通了，那头却始终沉默……

因不满家人频繁介绍
相亲对象，湖北黄石一位
女孩离家出走。2017年7
月12日，少女父亲向黄石
市公安局胜阳港派出所报
警，称未满19岁的女儿和
家人发生矛盾后离家出
走，他现已找到女儿的住
处，但女儿不愿回家。见民
警到来，黄先生的女儿说
出了自己的苦恼，原来因
为家人总认为女孩早点结
婚好，便一直给她介绍相
亲对象，但她并不想相亲，
于是选择离家出走，逃避
家人的逼迫。最终，小黄决
定和父亲回家，好好商量
解决此事。（综合齐鲁晚
报、楚天金报）

去年，一则女大学生小孟
春节10天被父母安排8场相亲
的新闻曾刷爆网络，引发了人
们对中国式逼婚的热议。报道
还说距大学开学大约还有近半
个月，就有不少学生像小孟一
样急着想逃回学校，躲避父母
安排相亲与逼婚。

如果彭小虎真的也是因为
不满父母安排相亲和逼婚，而
离家出走八年不归，甚至至今
不愿再见父母，那么，八年时
间，从 20 多岁到 30 多岁，一个
成年人，如果真的不喜欢父母
的这种逼婚方式，他其实可以
开诚布公地表达拒绝，与父母
沟通自己的心迹。即便巴金的
小说《家》中那些上世纪二三十
年代的年轻人，面对长辈的封
建约束，也敢大胆说出自己的
心声，但在今天，何以不少年轻
人仍然选择离家出走消极地逃
避呢？也许，他们和彭小虎一
样，只是缺少沟通的勇气！

有人说，这和经济压力有
关。缺乏与父母沟通的勇气，是
因为放弃的经济成本太大，他
们通过在重大事件上服从父母
的意志，来换取父母在经济、生
活上的支持。比如，不少年轻人
就是和父母住在一起的。而不
少父母虽然在生活方式上比较
开明和宽容，但在择业、择偶、
生育等重大问题上，却非常强
势——孩子必须听父母的。

因此，对那些本就不善言
辞、性格内向的年轻人来说，他
们认为，要想反抗父母，就意味
着放弃家庭，与父母“决裂”，所
以，他们往往选择离家出走离
开父母，以此逃避相亲与逼婚。

那么，这其中，真的没有
“中间路线”可以走吗？是不是
反抗父母就必须与家庭决裂？
其实，并非如此，这其中的根本
原因或许还在于，孩子没有建
立相信自己的信心，没有建立
与父母真诚沟通的勇气——从
小从学习到生活，都听任父母
安排，待在父母身边，这种长久
以来的被动式依赖，“夺”走了
他们表达自己真实情感的勇
气。也由此，一旦决定反抗父母
的逼婚式相亲，他们首先选择
的不是打开心扉勇敢地父母
沟通，而是叛逆式的决绝离开。
他们不相信自己能说服父母，
以为出走就是新的天地。

从这个角度而言，彭小虎缺
少的也许只是沟通的勇气。如果
八年前，他勇敢地打开房门，心
平气和地与父亲坐下，像个成
年人一般，说出心中真实的想
法，一切或许会不一样！（邵洲波）

面对“赶场式相亲”

儿子缺少的
也许只是
沟通的勇气

2014年，齐鲁晚报曾
报道过类似的一则新闻：
只因不愿意去相亲，家住
山东东阿的沈宝鹤被母
亲打了两下，一气之下离
家出走，一走就是八年，
没有音讯。

沈宝鹤的母亲孟爱
平告诉记者，2006年，儿
子已24岁，年纪不小了，
给他介绍了几个对象，他
都不满意，后来干脆拒绝
去相亲。她看到跟儿子一
般大的同龄人抱着孩子，
就觉得受不了，于是就打
了儿子一顿，结果儿子离
家出走，八年没有音讯。

孟爱平的丈夫告诉
记者，妻子日思夜想儿
子，经常自言自语。他说：

“宝鹤，你回家吧，你走了
以后，我们一直都在寻找
你。你走了以后，我也反
思，我们做父母的很失
败，也是做得不对。请你
原谅爸爸妈妈吧！”

逃避相亲离家

并非孤例
山东男子不愿相亲
赌气离家八年未归

不满家人介绍相亲
湖北女孩离家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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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卧病在床的彭烈金，现在只能在手机上看看儿子的照片

儿子相亲后出
走八年，患癌
父亲唤儿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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