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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性各异快乐相同

孩子们在赛场上你争我夺，互不
相让；赛场外却是欢歌笑语，快乐不
断升级。

绰号“豪哥”的湖北小学组队长
张豪，双手叉腰雄立于球场正中，裁
判哨声一响，脚下球瞬间射出，没有
半点犹豫，球风相当稳健。他稚嫩的
嗓音中透出几分浑厚，边奔跑边招呼
队员“回来，回来，不要着急”“好球，
杜健群好样的！”当问起他对自己球
技的评价时，“豪哥”也是毫不谦让，
操着一口湖北普通话说：“我就是
NO.1,最棒的，哈哈哈……”笑声感染
了整个看台。

与湖北队对决的福建小学组队
长叶晨昕比张豪内敛很多。虽然他
身材不占优势，发挥却非常稳定。他
说自己就是“队里的核儿”，有他在
场，队员就不会出大错。

带领队员赢得赛区冠军后，叶晨
昕说：“自从踢球后，身体更强壮了，
更懂得团结了。虽然拿到了冠军，回
去后还要好好看比赛录像，查缺补
漏，提高自己。”

叶晨昕的带队教练蒋潢也掩饰
不住内心的骄傲：“他们还这么小，
就有《谁是球王》这样的舞台供他
们展示，输赢不重要，经历才重
要。”

公益体彩 一生陪伴

当晚，武汉市江岸区七所中小学
49名学生表演了《戏曲广播操》，将京
剧元素融进校园广播操，非常新颖。

带队老师高汉元说：“我们主张在
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与讲诚信、
有担当的优良品质。足球进校园、戏曲
进校园，既丰富了学生的校园生活，锻
炼了体魄，又培养了他们的责任感与
诚信意识，与我们的活动育人以及责
信德育的目标相符，也与体彩精神的
责任、诚信不谋而和，是件大好事。”

高汉元认为，校园足球活动本身
也是德育教育的一种，有体彩公益金
的支持，不仅能给学校提供更好的硬
件设施，还能引进更专业的教练队
伍，社会资源与学校力量相结合，有
利于青少年体育事业的开展，还能为

中国足球打好根基，非常有价值。
中国体育彩票为推进足球进校

园，陪伴孩子们成长做了很多努力，
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受益，也越来越为
人熟知。据了解，从2009年开始，国
家体育总局每年便从本级彩票公益
金中拨出4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
推广青少年足球、校园足球。2013
年，拨款金额增至每年5600万元。

在接受采访时，贺炜说：“据我所
知，体育彩票公益金为很多急需资金
支持的领域提供了非常直接的帮助，
中国体育彩票的公益性与央视宣传
平台结合起来，公益善心将得到更好
的传播。”

余东风也表示，参加校园足球活
动后，看到体育彩票为推动足球进校
园做了很多努力，“期待体彩公益金
继续给予校园足球、中国足球，尤其
是青少年足球更多关怀与支持。”

比赛后，湖北省体育彩票“明星
业主”胡春波代表中国体育彩票为新
疆喀什市夏马勒巴格镇中心小学进
行了捐赠。作为一名体彩人，胡春波
为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他说：“作
为体彩的一线人员，我能做的就是发
挥自己的专业能力，为国家筹集更多
的公益金，让更多的人受益。”

武汉站比赛结束了，孩子们依依
不舍，相约未来。我们相信，公益体
彩和校园足球带给孩子们的快乐和
美好将陪伴孩子一生。 （王红亮）

“谁是球王”激战正酣
体彩助阵快乐升级

4 月 2 日，在中国体育彩
票联合中央电视台共同
发起的《谁是球王》——

“新时代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大
赛武汉站的现场，快乐和美好成为赛
场上的主旋律，与卖力奔跑的少年共
同构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来自湖北、福建、江西、湖南四省
的校园足球代表队汇聚于此。经过
激烈角逐，福建揽获小学组和初中男
子组桂冠，东道主湖北队获得初中女
子组冠军。

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足球评论
员贺炜担任比赛主持人兼解说。中
国足协青少委副主任、教育部专家委
员、足球名宿余东风以及前国家女足
队员刘英，前国家男足队员李铁、李
勇等也参加了活动。

4月2日，湖北队球员董卓伟（左一）在小学组比赛中与福建球员拼抢。

4月2日，武汉卓尔队主教练李
铁（中）与湖北队球员在赛前互动。

·破产车
被弃小蓝路边堆成“坟场”

在去年11月宣布倒闭后，虽然小蓝
单车被另一家互联网公司宣布托管，但
在成都街头却很少有人在骑“小蓝
车”。这些车都去了哪里呢？

近日，有市民称在成都金牛区兴川
路附近，看到了百余辆小蓝单车堆积在
人行道上。“堆在这里好久了，又不能
骑，这不光影响我们走路，也占用了其
他正常运营的共享单车的空间。”受访
市民说道。

而在科园南二路附近的一个公司
门口，又有一处小蓝单车的“坟场”，数
量有四五百辆之多。记者看到，这些车
辆被人为地叠放成三堆，接近路口的两
堆还用塑料布遮挡住了部分。走近可
以发现，这些单车不仅破旧，甚至还结
上了蜘蛛网。值得注意的是，这片小蓝

单车的“坟堆”上，还插有一块黄色牌
子，标注着“债务单车，谁动必究”的字
样。

据该公司的一位员工透露，这些小
蓝单车是被公司暂扣抵债的。“小蓝欠
我们公司的钱，又破产了没人还，我们
除了扣车还能怎么办呢？”

过去一年共享单车的生存状态异
常惨烈，根据公开数据显示，全国70多
家共享单车，有接近半数已经倒闭。这
些出局的共享单车企业，其车辆该如何
处置？从已知的状况看，乏善可陈。

·故障车
把废弃加油站变成“车库”

除了小蓝单车这类已经出局的共
享单车企业，正在运营的共享单车的故
障车辆也越来越多，弃之不顾的现象也
是随处可见。

温江区的一个废弃加油站，就已经
成为了某共享单车公司的“车库”。记
者看到，这里的单车数量已经超过500
辆，大多布满灰尘，有的甚至连车身的
二维码都不可见。记者一连扫码7辆车
子，都显示为故障车辆。

在接到监管部门移车要求后，该公
司开始着手清理此处的故障车辆。负
责清理现场车辆的物流公司员工告诉
记者，这里的车辆都是故障车辆，不能
扫码骑行。“故障共享单车还不好卖，之
前听说温江的一个物流公司手里有批
企业不要的车子，想要卖却根本没人接
手。”

现场有两辆货车，但是只有两名员
工在一辆辆地转移这些布满灰尘的共
享单车。“不晓得要搬到啥时候，我们把
这些车子运到指定的地点后，再由单车
公司的人转运，至于最后运到什么地方
我们也不得而知了。”

“警官，我娃娃被开水烫伤，能不
能帮下忙。”4 月 13 日上午，正在执勤
的成都交警五分局民警邓兴元突然接
到一位男士的求助，原来是自己1岁多
的儿子，早晨不小心被开水烫伤，需要
立即送往一环路附近的一家医院。事
不宜迟！邓兴元立即和分局指挥中心
取得联系，驾着摩托，拉响警笛，在前
方带着男士所在车辆前进，最终仅耗
时10分钟抵达医院，娃娃也得到了及
时治疗。

4月13日上午9点半左右，民警
邓兴元正在昭觉寺南路执勤，一辆黑
色越野车突然驶到了他的面前，车上
下来一位男士着急地说道：“警官,我
娃娃被开水烫伤，能不能帮下忙。”经
过短暂了解，该男士姓刘，家住青白江
区，早上1岁多的儿子不小心被开水
烫伤，需要立即前往位于一环路附近
的烧烫伤专科医院。

此时，早高峰还未完全过去，车流
量仍然很大，为了不耽误娃娃及时就
医，邓兴元迅速和五分局指挥中心取

得联系，9点40分，邓兴元驾驶警用摩
托车，拉响警笛、开启警灯，在前方带
着刘先生车辆，沿着昭觉寺南路、青龙
立交，一路开道前进，最终仅用时10
分钟便到达医院。

看着孩子及时送到了医院，刘先
生终于松了口气，“娃娃早上被烫伤
后，我们就立即带着他前往青白江的
医院救治，结果被告知没有床位”，心
急的他赶紧驾车前往位于蓉都大道的
成都军区总医院，结果遭遇了同样的
境地，无多余床位。

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刘先生掏
出手机，搜索发现一环路附近有家专
科医院，于是立刻带孩子前往，驾车
路过昭觉寺南路时，发现路口有执勤
民警，赶紧下车求助，这才有了文中
开头一幕。目前，孩子已经在医院得
到医治，刘先生也代表全家感谢民警
的大力相助，“谢谢你们的帮助，让我
儿子及时得到医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何方迪
成都交警五分局供图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上周日
的天气，总算没有让大家失望。蓝天加艳
阳，再加上不冷不热的温度，这才是四月
最美的样子。周一，阳光和工作也很配
哦。未来几天，气温和大家一起在岗位上

“奋斗”。
春如四季，说的就是成都没错了。上

周六，黑云压城，冷风冷雨，秋裤都要穿上
了，然而，周日，老天瞬间“变脸”，又是蓝
天，又是太阳，20℃左右的天气，伴着微
风，一派春暖人间的和谐画面。接受到好
天气的讯号，成都近郊都被出城的市民

“攻占”了。

也许是一开始发力有些过猛，到了午
后，太阳后劲有些不足，云层聚拢，让外出
踏青的小伙伴有些意犹未尽。

太阳还没晒够？短袖还没来得及
穿？下周，有的是机会。4月15日7时10
分，四川省气象台已解除了11日16时发
布的寒潮蓝色预警，冷空气后，温暖归来，
预计15-17日盆地以多云间晴天气为主，
气温显著回升。

据成都市气象台预报，16日，阳光明
媚，之后两天，湿度增加，云层堆积，阳光
没有那么灿烂，但温度稳步攀升，最高温
度可达29℃。

专家：车企当为占用公共资源负责

成都街头频现成都街头频现

““单车坟场单车坟场””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

企业的发展成本
不应由社会承担

在此之前，北京、上海、武汉
等城市均发现有“单车坟场”。随
着共享单车行业的发展，废弃车
辆的处理也成为社会无法忽视的
问题。“事实上，坏掉的车辆重新
组装、维修本身就是一笔不小的
费用，如果再加上保管费，根本得
不偿失，单车企业很可能选择放
弃赎回这些车辆。”一位业内人士
说道。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
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
专家委员朱巍认为，发展共享单
车是需要的，但是企业的发展成
本不应由社会承担。“单车应该停
在应该停的地方，由城管、保安、
居民去调度，社会承担了成本，这
是有问题的。成都是一个包容的
城市，但是包容的代价是需要交
更多的成本的话，市民恐怕不会
答应。”此外他认为，废弃车辆也
不能占用公共空间，“好的车辆都
不能随便停，更何况坏车。产生
更多的垃圾，也是个资源浪费的
问题。”

共享单车潮起潮落，在方便市民
出行的同时却也遗留下不少问
题，比如公共资源的占用。

去年11月，小蓝单车宣布破产，数以
万计的车辆留在了成都而不顾。近日，有
市民提供线索称，发现小蓝单车长时间堆
积路边，无人问津。同时，记者也注意到，
对于公共资源的占用，不只小蓝车这样的
破产企业，尚在运营的共享单车也存在将
故障车辆堆积街头路边的现象。

就此，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互
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
朱巍认为，共享单车企业应当承担维护
车辆的责任，不应由社会为此“买单”。

专 家 说 法

成都出台考核办法
不合格单车
将退出市场

3月26日，成都出台了《成都
市共享单车运营管理服务规范
（试行）》（简称《规范》）和《成都市
共享单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
（试行）》（简称《办法》）即日起正
式实施。根据《规范》和《办法》，
成都市将对共享单车服务质量信
誉进行考核：考核低于600分或未
按要求执行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
要求，导致考核等级为B级的，将
退出成都共享单车运营市场。

同时，四个考核结果将作为
“奖惩”运营企业的重要依据。
AAA级，增加车辆投放配额，并
给予表彰；AA级，不新增投放配
额；A级，减少投放配额，行业主管
部门对企业约谈，督促其加强管
理；B级，责令其退出成都市行政
区域营运，并纳入企业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尚智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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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太阳没晒够？今天换姿势继续！

一岁娃娃被烫伤
民警护送10分钟抵达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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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江区的一个废弃加油
站，已成为某共享单车公司的
故障车“车库”。

被扣为债务的小蓝车，堆放在路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