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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7月9日19时左右，天空下
着暴雨，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
公安分局凤鸣派出所当天值班
民辅警杨柯、曹详等人照例外
出开展巡逻盘查工作。

当曹详等人行至彭溪街道
卫生院附近时，看见一名年轻
女子抱着一名小孩子站在路
边，焦急地伸手招呼着路边的
车辆，看样子，是想打车。

曹详和同事立即将警车开
到女子跟前，还没来得及询问
情况，女子就哭着语无伦次地
告诉民警说，自己女儿被家里
养的狗咬伤了，准备送医院，在
这里很难打到车。

曹详发现，女子怀里抱着
的孩子大约一岁多，满脸都是
血，孩子脸色嘴唇发白，血迹已
近浸湿了小女孩肩膀处的大片
衣服，情况十分危急。杨柯、曹
详等人连忙将两人扶上车，小
女孩已经嘴唇发白，情况危急，
他们连闯了三个红灯，先后行
驶在警车前的四辆车也主动让
开，原本十分钟的车程，约五分
钟就到了。

到达医院后，医生对小女孩
进行了紧急救治和身体检查，初
步确认无生命危险。但是，在小
女孩的额头、眉毛处有多达四五
处的伤口，且伤口较深。

经对小女孩伤口进行处

理，最长的一条伤口缝合了4
针，其余伤口缝合了3针、2针不
等。后来，民警协助家属办理了
入院等手续，并联系了孩子的
其他亲属前来医院陪同照顾。

在小女孩伤口被处理好后，
其母亲情绪才逐渐平静下来，讲
述起了经过：小女孩是彭山人，
今年才1岁半，事发前，母亲在家
中卫生间洗衣服，听到另一间房
的女儿的哭声后才发现，女儿被
自家所养的小狗咬伤。

7月11日，对前两天雨中既
惊险又温暖的一幕，杨柯、曹详
等人依旧历历在目，得知小女
孩已无生命危险后，曹详和同
事们盘算着，有时间，去看看受
伤的小女孩。

对于曹详等人闯红灯行
为，7月11日，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从彭山区公安分
局了解到，曹详等人此举确
属违章，但交警在查看相关
视频后，认为当时情况比较
紧急，违章事出有因且能提
供充分证据，决定对其免于
交通处罚。

因为是自家养的狗，为什
么咬伤小女孩的原因不得而
知，但咬伤孩子的狗，派出所已
协调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郑小艳 郑燕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
荻花秋瑟瑟……”白居易的
长篇乐府诗《琵琶行》正文有
616字，四川省峨眉山市年仅
4岁小男孩陈薪宇不仅能一
字不差地熟背，还能根据意
思表演。

如今，陈薪宇可背诵100
多首古诗，其中包括《木兰诗》
等多首长诗。当被问及为何青
睐古诗时，他回答说，“古诗很
美啊！”

配合意境做动作
不仅能背还会唱

“叔叔好！下雨天，您辛苦
了！”7月11日上午，当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刚走到陈薪
宇家门口时，小家伙就迎了出来，
他穿着黄色衬衫，白色休闲裤，人
长得白白净净，说起话来却跟小
大人似的，一点也不怯生。

在客厅的一角，打印出来
的《琵琶行》等古诗很是醒目。
在简单地自我介绍后，小薪宇
便开始了他的表演。“浔阳江头
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白居易的长篇乐府诗《琵琶行》
正文有616字，他竟一字不差地
熟背了下来。

背诵古诗时，小薪宇还能
配合古诗的意境，做出不同的
动作，可谓声情并茂、手舞足
蹈。“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当背诵李白的《将进酒》
时，小薪宇还摸了摸自己的头
发，十分“入戏”。

随后，小薪宇又当场背诵了
《木兰诗》《春江花月夜》等长诗，
不拘谨、不卡壳、不出错，令人称
叹。据小薪宇的外婆唐晓芳介
绍，他从很小就对古诗感兴趣，
常见的简短古诗已经能熟练背
诵100多首。

不仅能背古诗，小薪宇还
会唱古诗。在读幼儿园小班的
他，有一次老师布置作业，要求
完成一首儿歌的演唱，很多小
朋友唱的是《小兔子乖乖》，而
他唱的却是曹操的《观沧海》。
面对记者的镜头，小家伙唱出
了磅礴气势。

为何青睐古诗？
“古诗很美啊！”

小薪宇才4岁多，为何能背
这么多古诗？62岁的外婆唐晓芳
介绍说，由于他的父母都在成都
工作繁忙，外孙出生后50天就由
她和老伴带在峨眉山生活。她曾
当过初中语文教师，在外孙1岁
多时便给他读唐诗，他也慢慢养
成了读书认字的习惯。

“还记得他背的第一首古
诗就是马致远的《天净沙》。”唐
晓芳说，那时薪宇还没到2岁，
慢慢地他能背诵更多短小的绝
句和律诗。在观看电视上的古
诗词节目时，他还会经常纠正
别人的错误读音，并自己跟着
平板电脑上的视频学习。

在唐晓芳看来，小薪宇对
古诗确实感兴趣，作为家长必
须要尊重他的兴趣，但绝不会
强迫他死记硬背。特别是一些
长诗，难懂又不容易记，唐晓芳
也摸索了一些小窍门，就是先
给外孙讲故事，逐句带着情境
去背诵就容易多了。

不光能背，他也能活学活
用。前不久，小薪宇在电视上看
到任嘉伦在演唱《琵琶行》，看
到这首难记的古诗被演绎得如
此完美，他情不自禁地对外婆
说“我想见任嘉伦”，外婆随口
说道“人家也不认识你啊！”没
想到他脱口回答，“相逢何必曾
相识！”

当被问及为何青睐古诗
时，小薪宇说，“古诗很美啊！”

“最喜欢哪个诗人？”“我喜欢屈
原。”“为什么？”“因为他是爱国
诗人，忧国忧民！”

目前，小薪宇正在背诵
2490字的《离骚》，等背完了他
还想继续背《天问》和《长恨
歌》。唐晓芳表示，也许小薪宇
有一点点天赋，但他不是“神
童”，今后会顺其自然地培养
他，对他的兴趣给予足够的尊
重和鼓励，让他通过背诵古诗
词充分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
魅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顾爱刚 摄影报道

4岁娃百多首古诗都背下
616字《琵琶行》一字不差

1岁半女童被狗咬伤头部
民警暴雨中连闯三红灯送医

“泸州泸州，上车就走。”列车到达隆昌
北站，是一段短暂的热闹，旅客从出站口涌
出，又继续赶路。候客的小车司机也马上打
起精神开始拉生意。

川南城际铁路内自泸段建成以前，很多
泸州人还要继续在隆昌北站搭乘火车。这是
一段“过渡期”，2015年底竣工的成渝高铁，
让简阳、资阳、内江、隆昌、荣昌等沿线10多
个城市一下子坐拥便捷交通。为了搭上这趟
“便车”，泸州人从70公里之外赶来。有人戏
称，隆昌北站也是泸州人的高铁站。

在泸州人坐火车的需求下，每天往返于
泸州和隆昌北站之间的大巴车、网约车，以
及无法确定数量的“黑车”，“自然地”形成了
一条客运专线。泸州人自己的高铁站还要到
“2020年底有望建成通车”——经历5年“过
渡期”，他们终于可以在家门口搭上飞驰的列
车。与此同时，这条因隆昌北站而兴起的客运
线路，也将因为泸州高铁站的建成而没落。

川南城际铁路有望明年通车

过渡的客运专线

从当地媒体对川南城际铁路的频繁报
道，可以看出泸州人对“自家”高铁站的热
盼。某座桥梁已经合龙，某条隧道即将贯通
……或者是，持续大雨影响高铁站建设进
度；高铁站建设工地挖出宋代古墓，考古发
掘会不会影响项目施工？每一个这样的报
道，都可能成为当地新闻“热点”。

当地媒体最新报道，川南城际铁路功能
定位为“干线兼城际”，包括内自泸段和自宜
段。内自泸设计速度250公里/小时，全长129
公里，有望在2020年底建成通车。在这之前，
泸州人的高铁站还是在70公里外的隆昌北
站。2015年底竣工的成渝高铁，把简阳、资
阳、资中、内江、隆昌、荣昌、大足、永川等城
市连缀成线，这些城市也一下子坐拥便捷交
通，搭上了时速300公里的高速列车。

500多万人口的泸州也搭上了这趟高速
“便车”。泸州是四川“南大门”，也是国家交
通运输部规划的全国196个、全省10个国家
道路运输主枢纽城市之一和全省12个区域
性次级交通枢纽之一。客运铁路，是这个交
通枢纽城市最后一块拼图。

□ 网约车
50元送到站 有报销发票

一张约车名片，留着三个不同的电话号码和
一个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可以关注公众号下单。
名片重点提示，“高额客运保险，六大部门监督。”
客服颇有经验，说是去隆昌北站，马上问是赶哪
一班的火车。并详细介绍，去成都上午有几班车，
几点发车等。

7月2日上午，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电话
预约了一辆从泸州去隆昌北站的网约车。上车的
时候，车上已经载了3名乘客。每人50元，送到站，
有报销发票。很多泸州人的手机里，都存有网约
车司机的电话号码。或者在钱夹里装着一张约车
名片。因为去隆昌坐火车，是出行的重要选择。也
有QQ、微信等途径约车，多名泸州人告诉记者，
这种方式简单便捷。

接车驾驶员张师傅告诉记者，从隆昌北站返
回泸州，一样可以提前约车，只要明确哪趟车，网
约车就会准时在站外等候。张师傅称，自己每个
月往返泸州到隆昌北站40多趟，而他所在的网约
车平台，平均每天有20多辆车在跑这条线。张师
傅所在网约车平台负责人罗先生告诉介绍，公司
目前在泸州已注册车辆200余辆，在全国七八十
个城市有了分公司。

“易智客运”选择了另一种发展方式，泸州市
易智网约运输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斌告
诉记者，公司购置车辆，提供租车业务，再由代驾
公司提供驾驶员，乘客网上下单的同时，便签订
了相应的汽车租赁合同。公司目前有三分之一的
业务在“隆昌专线”上。过去一年，商师傅一直在
开易智约车，他一个月要跑将近50趟，“有时候看
情况，忙的时候每天要跑两三趟。”据他介绍，公
司11辆车，根据租车调度，也随时跑在这条路上。
他提供的“高铁商务接送站服务”名片上，标注的
是泸州到隆昌北、泸州到内江北。

□“黑车”
风险太高 司机毅然“转型”

很难分辨这些揽客的车是网约车还是“黑
车”。商师傅介绍，现在越来越多的车挂靠到公
司，开始跑这条线路。39岁的商师傅以前跑了
三四年“黑车”，去年卖了车，专门代驾易智客
运汽车。

商师傅认为，跑“黑车”可能收入会高点，毕
竟运营成本要低一些。但他看到网约车加入到这
条线路以后，便毅然“转型”，他觉得这样更“保
险”。他说跑“黑车”风险太高，随时担心运管等部
门查处，发生意外没有保险赔偿……

7月2日下午，在隆昌北站汽车站旁，“黑车”
司机刘某一脚急刹停在记者面前，打开驾驶室车
门，热情地喊，“快点，快点，只差一个了。”刘某自

称“只是开着耍的”，所以没想挂靠公司，他也不
是经常跑泸州这条线，主要是跑高铁站到隆昌城
区。他算了一笔账，跑隆昌城区比跑泸州划算，主
要是往返不愁客源。前往泸州的路上，果然有隆
昌城区的乘客跟他约车，他马上打电话把生意介
绍给了同样“跑车”的朋友。他说最近运管查得
严，“逮着就扣车、罚款10000元。”他又打电话给
约车的乘客，让他们走一段，在“安全一点”的地
方再上他朋友的车。

多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泸州到隆昌北站之
间这条线上有不少的“黑车”，并有一个较大的微
信群，用于信息交流。一名网约车驾驶员称，“起
码100多辆。”但商师傅认为这个数据不可靠，“很
难统计，也是不稳定的。”他说，随着越来越多的
网约车公司拿到经营许可，挂靠公司的车辆也越
来越多，很多“黑车”司机有了转型的机会。

“当然，要看大家怎么想，跑黑车的也确实还
有。”商师傅的话，从泸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刚刚
公布的“打非”情况得到了佐证。截至6月30日，泸
州今年共查获非法经营车辆1027辆，其中包括

“非法专线车”61辆。

□ 隆昌城北客运中心
只有发往泸州的窗口在售票

王斌做过调研，每天通过不同方式前往隆昌
搭乘火车的泸州人，大概有1500人以上。一名业
内人士表示，这条客运线路，从突然兴起，到发展
至今，经历了“乱象丛生”到相对有序的历程。但
很快，这一切又都将结束。川南城际铁路内自泸
段正在加紧建设，2020年底，这条铁路一旦通车，
泸州人去隆昌坐火车的需求也就没有了，随之消
失的，还有这条路上的客运业态。

隆昌北站的隆昌城北客运中心，每天有15个
班次的客运汽车发往泸州，而这座宽敞整洁的汽
车站，只有发往泸州的窗口在售票。车站工作人
员介绍，15个班次，10班走高速直达泸州，车票28
元一张，另有5个班次要走部分老路，方便泸县及
附近乡镇旅客，车票24元一张。近期以来，车站车
票销售稳定在八九千元，换算下来，每天大概有
300多人乘坐客运汽车。

7月2日下午2点过，有一趟昆明出发的火车
到站，原本空旷的售票厅一下子排起了长队。而
几个揽客的小车司机，也在售票大厅的门口张望
徘徊，并伺机询问旅客要不要“坐小车，马上走”，
这一趟，隆昌城北客运中心卖出88张票。有几名
旅客没有买到汽车票，又去了公交站坐车到隆昌
城区，再由隆昌城区坐车去往泸州。

售票员曾传娇介绍，车站2016年开始投入运
营，主要是为了方便泸州旅客搭乘高铁，所以目
前没有开设其他班线。为了方便旅客，客运站还
专门配有电动摆渡车，旅客从出站口直接乘车到
售票大厅。

未来的泸州高铁站，将形成川南城际铁
路、渝昆高铁和规划中的泸遵铁路在此共
站。届时，东西延伸、南北贯通的铁路网络，
将极大提升泸州的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去
隆昌北站赶火车也终将成为历史，这70公里
的旅途，是多出来的部分。在一座高铁站带
来的需求下，泸州到隆昌北站之间“自然”兴
起的客运专线，也将随着川南城际铁路的建
成通车而自然没落。

而面对未来一年多就要通车的川南城际
铁路，开往泸州的客运汽车怎么办？隆昌城北
客运中心的售票员曾传娇无法回答这个问
题。但“易智客运”对前路比较明确，公司总经
理王斌直言，影响绝对有，好在公司主营业务
不在这条线上，以后会拓展商务租车，以及其
他线路。司机商师傅也比较乐观，以后泸州高
铁站建起后，合江、叙永等县也会有人到泸州
来乘坐高铁，到时候或许就跑这些线路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灵 摄影报道

一座城市的高铁站
距离70公里

现状

客运专线必将消失
去隆昌北站赶火车将成历史

未来

各
显
其
能

泸州-隆昌北
客运专线上的运营生意经

很多泸州人的手机里很多泸州人的手机里，，都存有网约车司机的电话号码都存有网约车司机的电话号码。。或者在钱或者在钱
夹里装着一张约车名片夹里装着一张约车名片。。因为去隆昌坐火车因为去隆昌坐火车，，是出行的重要选择是出行的重要选择。。也也
有有QQQQ、、微信等途径约车微信等途径约车，，多名泸州人告诉记者多名泸州人告诉记者，，这种方式简单便捷这种方式简单便捷。。

泸州到隆昌北站这条线上有不少泸州到隆昌北站这条线上有不少““黑车黑车”，”，并有一个较大的微并有一个较大的微
信群信群，，用于信息交流用于信息交流。。商师傅说商师傅说，，随着越来越多的网约车公司拿到随着越来越多的网约车公司拿到
经营许可经营许可，，挂靠公司的车辆也越来越多挂靠公司的车辆也越来越多，，很多很多““黑车黑车””司机有了转型司机有了转型
的机会的机会。。

火车没有到站的间歇，隆昌北站汽车站售票大厅空空荡荡

隆昌北站的汽车站售票大厅，旅客排队购票

小薪宇不仅背古诗还会唱古诗

到隆昌北站70公里，泸州人为搭高
铁“便车”，搭乘大巴车、网约车、黑车辗转
两地，形成一条客运专线

终将说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