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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大娘手绘历史 帮石人小区找石人 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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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后续问题你是怎么考虑
的？

史先生：后续我们也想过，因
为事情现在闹到这个地步，我们不
敢回去了。现在就是等着他们起诉
我们，到时候该还好多的账都还，
一分不会少。但现在不会再像之前
的想法一样，觉得吃点亏都不存

在，而是该还好多还好多。这些事
情弄好后，我们没有矛盾后，会把
骨灰拿回来，到我们老家去厚葬。
其实在回来之前，我们就已经把办
后事的东西全部准备好了的。

记者：你怎么想老家亲属对于
钱的要求？

史先生：这个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他们就算分点钱也没啥。但
现在的做法太让人寒心，我是肯
定不可能再分给他们。只能说按
法律法规来走，该还的账我们都
认。起诉都行。

记者：这次离开的最根本原因
是什么？

史先生：是因为看清了他们的

脸。在他们发布网上的信息前，我
们都在想好好处理，但他们把我们
曝光之后，我们只能等政府出面，
或者等他们起诉。我们也有我们的
顾虑。

记者：现在的这些处理办法是
你和丽丽商量过的？

史先生：对，都商量过。

三个月查获了
10名醉驾女驾驶员
多为二三十岁年轻人

“我真的没醉，要是喝醉了我肯定打
车，才十几块钱。”3月19日晚，汪女士聚
餐后驾车经过成都市青羊区青羊大道，
被设卡查酒驾的交警拦下，呼吸式酒精
测试仪一吹涉嫌醉酒驾驶。接下来2个小
时的调查过程中，汪女士仍反复向民警
解释自己没喝醉，而其抽血检测结果却
显示酒精浓度高达120.1mg/100ml。

然而，与汪女士一样醉驾被查处的
女驾驶员还不少。3月26日，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从成都市交警四分局了解
到，根据相关数据统计，2019年1月至3
月，该分局共查获醉酒驾驶106人，其中
女驾驶员共10人，与去年同期（7件）相比
有上升趋势，当中大多为二三十岁的年
轻女性。

案例：
女子醉驾被挡获
扭着交警说了两小时“我没醉”

3月19日晚上10点25分，交警四分局
民警在青羊大道129号门前路段执勤时，
发现一辆川A的白色轿车，沿青羊大道
由北向南方向行驶，当行驶至青羊大道
129号门前路段时，被挡下检查。“在检查
过程中，发现驾驶员汪女士有涉嫌酒后
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于是，民警用呼气
式酒精测试仪对其进行了现场呼气酒精
测试。经测试，汪女士呼出的气体中酒精
浓度为91mg/100ml，涉嫌醉酒后驾驶机
动车的违法行为。

可是在现场，汪女士却对测试结果
有异议，不停地向民警解释：“我真的没
醉，要是喝醉了我肯定打车，才十几块
钱。”汪女士称，当晚在附近酒店聚餐，饭
桌上不好拒绝喝了两瓶啤酒，可自己的
意识很清醒。对测试结果汪女士不买账，
不停地向民警解释，医院抽完血带回分
局调查持续了近两个小时。

最终，通过抽血检测，汪女士血液中
的酒精含量为120.1mg/100ml。涉嫌醉酒
后驾驶机动车。目前，案件已移送至成都
市交通管理局事故处重案侦查大队进行
进一步调查处理，她将面临6个月以下拘
役，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
考的处罚。

数据：
女驾驶员醉驾呈上升趋势
多为二三十岁年轻人

交警部门在查处过程中发现，跟汪
女士一样醉酒驾驶的女驾驶员还不少。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2019年1月至3月，交
警四分局在辖区内共查获醉酒驾驶106
人，其中女驾驶员共10人，去年同期查获
醉酒驾驶102人，其中女驾驶员7人。“从
数据上看，女驾驶员醉酒驾驶有上升趋
势，不过总体占比仍较少。”成都市交警
四分局民警孙波说。

记者了解到，1月至3月查获醉驾的10
名女驾驶员中，除了汪女士，其余9名为二
三十岁的年轻女性，年纪最小的25岁。

民警提醒，交警将不定时间、不定地
点对酒驾等违法行为进行排查，请驾驶
员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珍爱自
己及他人的生命安全，做到“开车莫饮
酒，饮酒莫开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看过照片
他希望把石人运回来

3月26日，手绘石人坝地图的范
大娘来到了金牛区文管所存放石人
的地方，看了几眼之后，她认定这就
是以前石人坝的石人。“石狮子和石
马是周家大院的，但这两个石人是
石人坝的。”范大娘介绍说。

在石人小区，上了年纪的人，
差不多都见过这里曾经堆放的石
人，随着时代推移，渐渐地，就没人
见过石人影踪。黄大爷今年86岁，
曾经是石人坝生产大队的队长，

“石人就在石人公园的山坡下面，
从记事起，就有石人了。”黄大爷
说，两个石人立在那里，村里人就
修了庙子，每年还会有人去祭拜。

据他回忆，后来，村里的年轻人
把庙子拆了，其中一个石人的头也
被砸掉了，扔到了树林荒地里。

一旁的女儿听到父亲讲述，
也回忆起了童年的故事。“小时
候石人就是倒着的了，也没有人
去管它们。”她讲述说，那里是小
伙伴玩耍的地方，夏天爬上两米
多高的石人，躺着睡一觉，还是
很安逸。

由于当时石人坝属于金牛区，
文物部门为了将这些石人保护起
来，就搬走了。看过社区居民从凤
凰山的文物存放点拍回来的石人
照片，黄大爷一脸激动，“这就是我
们那两个石人，腰带，衣服、佩剑，
两耳垂肩，两手垂膝，跟我见过的
石人一模一样。”黄大爷女儿也说
道：“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在上面玩
耍的石人，我还躺在上面睡觉呢，
不会认错。”

黄大爷还是希望能够把石人
运回来，“如果放在公园更好，我们
也会觉得很骄傲。”随后他表示，当

然这还是要看大家的意愿。

老人回忆
石人不像当年那尊

今年77岁的周大爷思路依旧
清晰，他回忆起当年砸掉石人头的
往事。“我记得那天太阳还很大。”
周大爷说。在看过现存文管所的石
人后，他却表示，有头的那个，不像
是石人坝的，因为石人坝的石人更
像李冰父子的雕塑，头上没有帽
子，而是发髻。

其弟弟在一旁也表示，有头的那
个不太像，而没有头的，他也分辨不
出来了。“都四五十年了，记忆也不好
了。”后来有人告诉他，王建墓的石
人，跟石人坝的很像。随后老人来到
了永陵博物馆，不过，看到石人后他
就发现并不是，因为这些石人的肩膀
没那么宽，根本不可能坐上去。

未来规划
社区将打造主题院落

对于社区居民希望迎回石人的
做法，石人北路社区书记王琮却认
为，挖掘石人文化，追溯石人历史，
并不是要把石人拿回来。她告诉记
者，社区辖区有两所学校，现在也在
提倡发扬天府文化，“石人文化就是
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王琮说，社区
的老人们讲述这些历史，也是留存
一种记忆，厘清文化脉络。

下一步，社区也将围绕石人等
元素，打造主题院落和花园，增进
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感，社区会组
织一些彩绘、泥塑，恢复石人北路
社区的特色。现在的石人公园也会
借助改造的机会，融入更多石人文
化，社区将会以多种形式来让大家
说石人、画石人、塑石人，让大家在
石人的记忆中找到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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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工地上班意外身亡
女儿领88万赔偿金后失联

为何会“失联”？
失联女儿老公首度发声：

亲属要求把钱拿出来“意思意思”

25日，“父亲工地上
班意外身亡，女儿领88万
赔偿金后失联”一事经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报道后
引发舆论关注。

26日，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再次试图联
系上当事者丽丽，但仍旧
未能成功。不过，记者与
其老公史先生取得了联
系，他向记者透露了更多
关于此事的隐情。

史先生向记者透露，
到老家后，因为诸多问
题，让他和丽丽不敢再回
家。他表示，从福建返回
四川宜宾途中，他早已支
付了全程所有人的吃住、
误工等费用数万元。但除
了安葬问题，岳父一侧亲
属还多次谈及“还账”问
题，到家后，也有人提出
要分配该笔赔偿金，把钱
拿出来“意思意思”，各项
资金合计达40万左右。

史先生表示，失联是
无奈之举，想早日拿回骨
灰盒让岳父入土为安，至
于债务问题，可通过司法
程序解决。对此，老家亲
属表示没人说要分钱。

对于史先生的前述说法，记者
也再次与老家亲属，死者侄儿刘先
生取得了联系。在“分钱”问题上，
刘先生称：“哪个说过分她的钱。”

“当时我是这么跟他（史先
生）说的，你老丈人去世领了这么
多钱，你回去那些叔叔伯伯，以前
照顾过丽丽，多少意思一下是他

们的心意，他也同意，并没有要求
一定要拿好多。对于他姑姑的借
款，以法律来说，没有证据，但是
多次借的钱累计起来的是这么
多。”刘先生说。

对于死者女友部分，刘先生
表示：“死者女友的安排我也问过
他（史先生），我说人家现在在家

住着，多少三万五万还是给一点，
不然也说不过去。”

对于提出十万八万的安葬费，
刘先生称，因为要放十多天，还要
牵扯一些其他情况，要这些钱才搞
得定，“当时说的是要风风光光的
办。”另外，也要找殡葬师，花这么
多钱一点也不会多。“再说，也没有

一定说要他拿这个钱安葬，也同意
他拿回去（自己）安葬。”

对于包红包，刘先生表示，人
起码要懂得感恩，其父亲在世的
时候，就随时得到亲戚的帮助和
支持，应该还是可以的。

另外，对于刘先生提到的明
明已经通知家里自己请了殡葬

师，家里还又请的问题，刘先生表
示，“家里请的殡葬师，我们在福
建的所有人都是不知道的。”

而对于史先生12日当天返回
时被扣，被怀疑要跑的情况，刘先
生表示，“真正的意思要他们才知
道，为什么走了就不回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记者：丽丽现在在哪呢？
史先生：不方便透露。但肯定不

会把她喊回去。因为说实话，回得去
出不出得来还是个问题。

记者：12日当天回到老家情况
是怎么样的？

史先生：当时他们在我们不知
情的情况下请了丧葬师，我们这边
也请了，我们就妥协了。我们想人
家已经来了，就请别人吃个饭，吃
了饭再走。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

就打电话威胁我们要报警等。
记者：他们以为你们是要带钱

跑了？
史先生：对。当时我们在路上，

就已经有过电话沟通，说我们饭吃
了就回来，而且后边我也确实回来
了。我回来就被扣了，送我回来的丧
葬师的车子也被扣了。指着我的鼻
子说我不能走，后面派出所也来了。

记者：当时给你说了些什么？
史先生：一半的时间是说安葬

问题，一半的时间是说还账问题。
本来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回来就办
丧事还账，但我回去后，他们一直
指责我们说要跑。

记者：那丽丽后面回来没有？
史先生：丽丽和她妈当天在后

面，因为我晓得这边情况比较激动，
我先回来安抚了，打了电话喊她们
回来，她们都已经快到了，然后听到
送我回来的车子说这边扣人扣车，
所以就不敢回来。

记者：你 们 有 想 过 拿 钱 离
开吗？

史先生：我们其实真心想把事
情办好，我们有房，生活过得去，不
是为了贪图这点钱，其实钱多钱少，
（对）我们真的没那么重要。只是他
们的做法太让人寒心了。他们在朋
友圈在微博放我们的照片，说我们
不道德，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不会
把我老婆找回来，找回来拿给他们
审讯吗？肯定是不可能的。

怕被扣下不敢再回去 回去“拿给他们审讯吗”

记者：关于丧葬问题是怎么考
虑的？

史先生：我们准备什么事情都
自己办，办后事也没打算收礼金。我
们回去后，他们还一而再再而三地
给我们强调了一些债务问题。他们
的理由是，亲戚之间借钱肯定是没
有凭证的。我也给他们说过不止一
次，不管有没有那个账，只要你说出
个理由，我们都还，没有想过赖账。

记者：除了债务还有其他的吗？
史先生：他们是这么跟我说

的，第一，把后事办了；第二，双方
的亲戚朋友红包发了；第三，该还
的账还了；第四，我老婆父亲的姐
姐，就是我们的姑姑，说他们小时
候对你好，要分一点钱；第五，我老
丈人谈了一个女朋友，她那边也喊
我们分一点钱。

记者：到底分好多呢？
史先生：大概数字是这样的：

首先，后事，一开始说的是要花十
多万，喊我拿十万八万出来；然后，
债务，有一个是4万的银行贷款，这

个不管如何，我们该还都会还；然
后，其他的账，我们的想法是，到时
统计一下，后事办完，把那些欠账
的全部喊在一起，该还好多还好
多。三个姑姑当时说的是，一人5万
左右，但没有凭证，只有一点点凭
证是微信上转过账，其他都是嘴上
说的。还有提到的一些零碎的账，
可能有2万多；对于包红包，没说具
体包好多，但所有来帮忙的亲戚朋
友都要包；对于照顾她的姑姑说要
分钱的问题，她们本人没提好多，

但其他人说到时候要意思意思，但
千八百肯定不行的吧；对于老丈人
女朋友这边，他们的意思也就是5
万。现在反正算下来，总共可能要
几十万。

记者：你岳父有没有透露过有
多少债务？

史先生：在两三年前，说有两
三万的样子，然后今年初过年的时
候，还说今年想买车，如果一个人
真的欠了二三十万的账，一个便宜
的车子都不可能买。

所说债务多数没有凭证 亲属要求给红包“意思意思”

该还的账会还 事情了结后会把骨灰拿回厚葬

老家亲属老家亲属

“哪个说过分她的钱”
只不过“人要懂感恩，多少意思一下是他们的心意”

兹有石人坝的两个石人失踪
居民讲述当年故事还原历史

寻“人”启事
成都石人北路社区，老人们聚

在一起，讲述着有关石人的故事。社
区找来了当时搬运石人、处理石人
的匠人，一起来辨认存放在金牛区
文管所的石人。由于年代久远，大家
众说纷纭，有人说“不像”，有人说
“就是”。尽管存放石人的文管部门
表示，石人是从九里堤搬运来的，但
还是有小区居民希望迎回石人，增
加小区历史底蕴。

石人北路社区负责人则表示，
挖掘石人坝历史，是给现在的年轻
人一个交代，告诉他们石人北路、
石人南路、石人公园都是有来历
的，并不是要把石人要回来，今后
社区也会通过一些墙绘、泥塑等方
式，来展示社区的石人文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宦小淮
实习生 韩金雨 摄影记者 陶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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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彩
范素华认为这个凤凰山的石人像就是原来小区里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