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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父子“搭档”

24小时拉通跑出租车

8月7日这一天，冯军没有跑车，
吃过午饭，他带着儿子来到锦江边。
小伟最喜欢来这儿玩，父子俩牵手在
河边踱着步。

看到前方有好玩的，小伟挣脱爸
爸的手，冲了过去。“你跑慢点，再快
点爸爸就追不到你了！”听到这句话，
跑到前面的小伟停了下来，回过头，
牵起了爸爸的手。

尽管在半个小时前，父子俩刚刚
因为玩平板电脑斗过嘴，小伟憋红了
脸，差点哭了出来。

这样闲适的场景，在这一对父子
之间，并不常见。

出租车24小时不停工、轮番上路
运营，一辆车配上两三个司机是惯
例，但冯军没有搭档换班，一般拉通
24小时跑，他唯一的搭档，是坐在副
驾的儿子。

“为了赚钱养娃儿，没得办法。”
这个身型壮实、留着光头的中年父
亲，因为长期熬夜，留下了两个黑眼
圈。

跑了多年出租车，他总结出了经
验，从晚上7点算起，跑到凌晨3点，
跑累了，找个地方就地休息。凌晨6
点起来，接单去双流机场，接着回城
区拉客到中午，吃完午饭再找个阴凉
地睡会儿午觉。

这对父子“搭档”，一起跑车，已
经四年了。

困境
治病卖房卖车

公司专门为他减少规费

和冯军交谈，他时常会提到，“我

文化不高”，但他总能准确说出——
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缺乏症，一字
不差。

出生仅28天，小伟被查出患有这
一遗传疾病，不能食用蚕豆及其制
品，否则便会严重贫血，体质虚弱、容
易生病。

一场大病，足以摧毁一个家庭。
“给儿子治病前，我有一套住房、

一辆私家车，还在小区里开了一个小
麻将铺。”冯军说，为了给儿子治病，
他卖掉了房子、车子，但填不满治病
的窟窿，还欠下了一身债。

小伟两岁多时，看不见希望的孩
子母亲离家出走，留下冯军父子及一
对多病的老人，“我爸妈都有心脏病
和高血压，无力照顾孩子。”照顾孩子
的责任，便落到了冯军身上。

最落魄时，冯军曾经自杀，只是
想让儿子符合“孤儿”条件，能够被福
利院收养，所幸送医及时，将他救了
回来。

一个人跑车带孩子，冯军的遭遇
引起了出租车公司的注意，在了解到
他的困难后，公司专门减少了他的出
租车规费。

跑车
把车当成家

父子吃饭睡觉都在车上

自从妈妈离开，小伟变得沉默寡
言、性格孤僻，外人搭话，他根本不理
会，唯一亲近的人，只有爸爸。

“娃儿就和我亲近，看我不见了，
就哭个不停，没办法只有带着。”四年
前，冯军第一次带儿子出来跑车，“自
然而然跟我上车了”，狭小的空间里，
父子俩找到了相处方式。

很多乘客一上车，看到车上有个
孩子，总会好奇问问，冯军便和乘客
聊起自己的故事。在没有乘客时，他
喜欢和儿子不停的聊天，带着儿子满

城跑。
因为治病房子被卖掉，父子俩没

有固定住处，家里老人也无暇照顾，
很多晚上，他就和儿子在车里睡觉。

曾经，出租车的后备箱里，放有
棉絮和被子。晚上休息，他在后座为
儿子铺好“床”，自己则把驾驶座放
下，平躺着休息。

有时，父子俩会去网吧或者茶
楼，蹭着过一夜，如果要换洗衣服，便
到亲戚朋友家洗洗澡。常年待在车
上，小伟也把车当做了自己的家，“儿
子从来没问过为什么”。

和别的小朋友不一样，小伟的童
年，一日三餐就近吃饭，常去的“游乐
场”是河边，歇脚的地方，便是网吧和
车上。

捐助
车上有捐款箱

一周时间收到17万捐款

三年前的一天，小伟跑出去玩找
不到回家的路，被交警找了回来，媒
体曝光后，很多人知道了父子俩的遭
遇。

后来，冯军便在出租车中控台上，
摆上了一个捐助箱，写上“百度‘单亲
爸爸驾出租车上工’”的字样，“那时我
确实很困难，孩子发病了，所以摆了这
么一个箱子，我想筹钱给娃娃看病。”

“乘客听说我的故事，比如车费
30元，乘客给50元，让我不要找了，
我也就收下了。”他说，2015年，自己
陆续接到了一万元的捐款，后面两
年，都是零零散散的钱，数额不大。

一位公务员乘客得知冯军的遭
遇后，帮父子俩申请到一套50平方米
的廉租房，月租金不到100元；一位广
东游客，给冯军寄来了一大一小两张
床垫。

今年7月22日，一位女乘客打车
去机场，得知父子的遭遇，很快发动
了亲朋好友捐助。最近一周，四个幼
儿园妈妈群集中捐款，把现金交到了
冯军手里，加起来，捐款一共有17万
元。

不仅是捐款，很多好心人还找到
小伟，接他去家里玩。也有志愿者答
应，在冯军白天跑车的时候，可以帮
忙照看一下小伟。

拿到捐助后，冯军为廉租房添置
了沙发、电脑等家具，给小伟买了一
个平板，还了一些欠债，“把家里布置
一下，也好在家里住。”

困扰
生活节奏被打乱

希望好心人暂停捐助

然而，事情的发展，远远出乎冯
军的意料。

“几百人加我微信，每天接到很
多电话，都是要给娃娃捐款的。”刚开
始，冯军接受了捐助，但后来，他觉得
事情“变了味”。

“我看朋友圈传播的东西，都说
娃娃得了病，病危急需帮助。”他说，
事实并不是这样，小伟病情很稳定，
只是饮食上有一些禁忌，医生说，只
要孩子平安长到14岁，免疫系统发育
健全，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从7月下旬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找
他，这也让他感觉到，生活节奏严重被
打乱，跑车也不能跑了，事情也更多了。

7月26日中午，他在微信朋友圈
发了一条“声明”：非常感谢好心人，
但自己跑车每月能挣四五千，只要孩
子不发病，便能够生活下去，因此不
需要更多钱。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人关注，父
子俩生活有了显著改善。在相关部
门帮助下，小伟被安排到成都东门一
小学就读，这让冯军很高兴。但他也
明白，他不能利用人们的同情心，来
谋取经济利益。

其实，冯军的前半生，原本只是
一潭平静的湖水，而儿子小伟的到
来，如同一块巨石，掉入水潭，一石激
起千层浪。不过他相信，风浪过后，
生活总会归于平静。

（文中小伟系化名）

成都国际网球挑战赛的硝烟还
没有散去，成都网球季的第二项赛
事 ，也 是 最 重 要 的 一 项 赛 事 ——
ATP250成都公开赛又将重燃战火。

8月 7日下午，2018 成都网球公
开赛新闻发布会举行，赛事组委会公
布了参加2018成都公开赛的明星球
员、赛事时间、票价政策等内容。

今年成都公开赛的总奖金数再
次增加，高达1183360美元。比赛将
于9月22日至30日举行。

发布会上，赛事组委会公布了参
加 2018 成都公开赛的明星球员。
除了已经公布的 2018 温网亚军安
德森以外，现世界排名第 13 位的
西 班 牙 球 员 布 斯 塔、2017 年 ATP
新生力量总决赛冠军郑泫和现世
界排名第 14 位的意大利球员弗格
尼尼将前来参赛。与此同时，中国
第一位大满贯青少年男单冠军得
主吴易昺也将连续第二年参加成
都公开赛。

今年7月，安德森成为自1921年
以来首个打进温网决赛的南非人，

2017年 9月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上，安
德森成为近三十年以来第一个打入
大满贯决赛的南非球员。这是成都
公开赛首次迎来一位刚刚在大满贯
闯进决赛的球员。

布斯塔职业生涯中已将三个冠
军揽入怀中，这位 26 岁的西班牙人
以世界第十的身份开启全新的赛季
——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最高排名。

意大利人弗格尼尼在今年的圣
保罗站、巴斯塔德站和洛斯卡沃斯站
的比赛中拿到了三个冠军，他的世界
排名曾最高升至第13位。

今年 22岁的郑泫去年十一月在
米兰 ATP 新生代总决赛上拿下冠
军，从此声名鹊起。今年在澳大利亚
网球公开赛上，这位韩国小将更是力
克兹维列夫和德约科维奇，创历史地
闯入四强。

此外，来自巴西的路易斯·卡瓦
罗先生将在今年走马上任，成为成都
公开赛新一任的赛事总监。

卡瓦罗先生说：“能够担任成都
公开赛新一任的赛事总监，我感到无

比荣幸。对于新工作，我会保持谦逊
的态度。作为众多巡回赛中较为年
轻的一项赛事，成都公开赛已经俘获
了众多职业球员、赞助商、新闻媒体
和网球粉丝们的芳心。球迷们可以
在现场观看一项国际网球赛事，并为
本土球员加油助威，这无疑是一件令
人欣喜的事。”

赛事资格赛阶段的比赛（9月 22
日-23 日）将全部免费向球迷开放，
而在进入正赛之后，除中心球场之外
仍旧将免费开放。球迷可以通过赛
事官方微信微博等方式，领取“赛事
名城 体育惠民行动观赛券”免费观
看比赛。

此外，想要领略安德森、布斯塔
们的精彩表演，可以关注中心球场的
比赛。中心球场进行的正赛阶段比
赛看台票从首轮比赛到决赛票价浮
动在30-400元之间。赛事组委会将
在8月7日至8月26日开启为期3周
的票务预售活动，预售期间中心球场
看台票将以5折销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好消息：在相关部门安排下，孩子今年9月将入读小学

带着儿子跑出租
成都的哥父子，四年以车为家

人活了五十年，但冯军
觉得，过去四年，比过去四十
年更让他揪心。

四年来，乘客要坐他的
出租车，通常情况只能坐后
排，因为副驾驶位置上，总坐
着儿子小伟。

小伟从出生伊始，就患
上一种俗称“蚕豆病”的遗传
病，体质虚弱、容易生病。由
于妻子离家出走、父母年迈，
无奈的冯军只能把儿子带上
出租车，天天穿行在成都的
大街小巷。

从2岁多到6岁，四年
时间，小伟把出租车当成
“家”，无聊时玩平板电脑，累
了就靠在座椅上睡。

不过，这样的生活即将
结束，在相关部门帮助下，小
伟被安排到成都东门一小学
就读，今年9月就要上学。

安德森领衔成都网球公开赛9月22日开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智 田之路

摄影 刘陈平实习生 李娟平

▽
8月7日，成都红星路，冯军带着儿子跑车。

2015年7月3日，冯军的儿子走
失被民警送回。(资料图片)

冯军陪同儿子吃午饭。

冯军车上的捐助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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