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住香格里拉花园小区的居民易磊
就深切感受到“僵尸车”带来的烦恼。没
有地下车库的老小区，700余家住户近
400辆车，每天为了抢个车位心力交瘁。
本来车位就有限，还有僵尸车一停就是几
年，让易磊郁闷不已。“能不能清理下这些

‘僵尸车’，给我们腾点位置呀？”

停车位紧张
“僵尸车”引居民抱怨

车身布满灰尘，锈迹斑斑，四轮干
瘪破裂，落叶在车顶、雨刷处堆了厚厚
一层，走近些，还有阵阵恶臭传来……
这是停在香格里拉花园小区内的一辆

“僵尸车”。
记者在小区走了一圈，发现小区花

坛边、单元楼前都有这样的“僵尸车”静
静停放，灰尘、落叶、垃圾，让这些车辆
都快看不出原本的颜色，有些车还成了
过路人的临时“垃圾桶”。小区门卫告
诉记者，这些“僵尸车”不是最近才出现
的，“最久的有四五年，最短的也停在这
里 1 年多了。”由于不知道车主是谁，

“谁也不敢轻易动这些车”。
因为是老小区，这里没有专门的地

下车库，路面上的空间也很有限，车辆
只能见缝插针地停在小区路边或空地
上，行人、车辆通行的道路被占据了近
一半。但即使这样，“僵尸车”还是在这
里“添堵”。

易磊想要清理的“僵尸车”正好就
停在他所居住的单元楼前，本来他的爱
车可以停在楼下，但因为这辆“僵尸车”
占道，他不得不去别处找车位。“挡在这
里很不方便，有时候买点东西回来，还
要搬很远。”除了进出不便，让易磊更担
心的是小区的安全，“‘僵尸车’无法移
动，万一发生火灾，不能及时疏散出通
道怎么办？”清扫也是僵尸车的一大问
题，没有专人负责清理，车身沾满灰尘
垃圾，时间一久，车子看起来很脏，“这
也太有损小区形象了。”

“僵尸车”多现老旧小区
车主失联难处理

记者从香格里拉花园小区物业处

了解到，为了解决“僵尸车”问题，物业
已经多次向社区反映，社区工作人员也
曾尝试联系车主，但基本都以失败告
终。“有的是找到住址，结果已经换了主
人，联系不到；有的是留下电话号码，但
联系时已经无人接听或停机了。”车主
不知去向，但因车辆是私有财产，物业
也不敢随便处理，所以虽然颇有怨言，
很多情况下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拿它们没办法。

随后，记者走访了多个小区，发现
“僵尸车”在老旧院落停车场并不鲜
见。长期无人使用、从不动弹，甚至有
些早已丧失使用功能，却依然占据着本
就不够用的车位，这让居民、物业和社
区很是头疼。

是什么原因造成“僵尸车”现象产
生呢？记者从交管部门获悉，有些“僵尸
车”是因为车主购买了新车后，旧车舍不
得送去回收站，就想先放小区停段时间
看看，结果一停就忘了或懒得处理；也有
部分车主是因为车子临近报废，但是报
废成本太高不划算也麻烦，于是随便找
个地方一停了之；还有可能是车主死亡

或因其他原因没能及时处置车辆，甚至
有些车根本就是失窃车辆。总之，这些
车基本都无法联系到车主。

治理存在真空
应尽快出台完善相关法律

找不到车主，“僵尸车”就无法进行
处置，采访过程中，也有居民建议是否
可以由交警出面将车辆拖移。记者了
解到，小区里的“僵尸车”虽然长期霸占
停车位，但如果没有占用公共道路、影
响通行，交警便无权介入。只有涉嫌盗
抢车辆或者确认报废，才归交警部门
管。此外，如果小区居民认为“僵尸车”
存在安全隐患，可以向辖区派出所报
警，由公安机关介入调查。相关部门表
示，小区“僵尸车”的治理确实存在“真
空区”。

“相关法律法规应当尽快出台和完
善关于‘僵尸车’处置的问题。”青羊区法
律援助中心肖律师在采访中表示，在现
行法律下，即便是长期无人问津的“僵尸
车”，从法律上而言也是有主物，其仍属
于所有人的个人财产，此时如果被随意
处置，就有可能引起纠纷。但当“僵尸
车”已经有损、妨碍甚至危及公共秩序或
公共安全时，“僵尸车”所有权人的权益
就应受到限制，即相关组织或主管部门
有权给予相应处置。 （刘洁摄影报道）

“本来停车位就紧张还一停就是几年不动弹……”

小区“僵尸车”占道处理成难题
卿星星：

我和老公去年结的婚，婚后的
生活很幸福，但自从我怀孕之后，
我和他以及他家人的关系变得有
些微妙。

我发现，他的父母似乎很在意
是否生男孩。不仅怀孕前到处找
偏方，怀孕期间，婆婆还时不时就
会当着我的面逗大伯的孩子，言语
基本都围绕：“你希望小婶婶生弟
弟还是妹妹呀？”如果孩子说“弟
弟”，她就特别开心，一边笑一边夸
赞孩子懂事。我听着心里挺不是
滋味的，就算是女儿，也是我的孩
子，怎么能这样区别对待呢？

我和老公沟通过这个事情，他
的态度倒是无所谓，说其实自己更
喜欢女儿，感觉很贴心。然而，老
公的安慰并没有打消我的顾虑，这
个月，我开始失眠，加上越来越重
的肚子，我真的太难受了！我慢慢
地也开始受影响，开始担心万一真
的生女儿，该怎么办？ 小若
小若：

其实，影响生男生女的因素，
真的不是什么偏方就能保证的。
你公婆对于男孩的执着，无非在于
传宗接代那些老观念的影响。

虽然目前重男轻女的思想仍
未消亡，但近年来在房价压力、结
婚成本等大环境影响下，生女儿被
形容为“招商银行”，而生儿子则变
成“建设银行”，这也让不少家庭开
始接受生女儿甚至比生儿子更好
的观念。你可以通过报刊杂志的
相关报道或是借身边的一些具体
事例让老人家逐渐接受这样的想
法，也要强调不管是男是女都是他
们的孙辈，都会孝顺照顾他们。

新成立的家庭，以你和丈夫为
主，既然丈夫对生男生女没有太多偏
见，你没有必要给自己太多压力。多
给自己一些喘息的时间，即使孕期也
不要和亲友断掉联系，保持自己的交
际和兴趣爱好，也可以分散一些不愉
快的情绪。

每个妈妈都非常爱自己的宝
贝，仅仅因为他是自己十月怀胎生
下的孩子，而不是因为他是男孩。
所以，只要宝宝健康，生男生女又
何必纠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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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翻番大多盲目跟风

从李灵医生处，记者了解到，进入暑
假后，医院小儿外科包皮手术在40台左
右，年龄阶段4到5岁不等。近日，记者
也前往成都儿童专科医院，并且看到儿
科诊室门口挤满了排队的家长。

“听说孩子包皮越早割越好，所以趁
现在放暑假带孩子来做手术。”一位家长
告诉记者，她的儿子今年4岁，在一次例
行体检时发现了包皮过长这个问题，咨
询医生后建议手术，为了不耽误孩子上
学，便准备暑假期间做好手术。“不来不
知道，做这个小手术的孩子真不少，都得
排队等了。”

发现小孩的问题后，这位家长的“处
理”还算是比较理性。记者还发现，很多
家长只是“听说割了好”，或者“别人的孩
子都割了”就选择给自己的儿子也去“割
一刀”，十分盲目了。这一点，在李灵医
生那里也得到了证实。

“的确存在跟风现象，都是家长要求
做。”据李医生介绍，如今幼儿园、学校
都会有体检，并且都加了生殖器检查这
一项。最理性的办法便是，在体检时发
现孩子有包皮过长、包茎等现象，便带孩
子去医院检查一下，听医生的建议。“如
果不是立即非做不可的情况，可以等孩
子大点后，自己做决定。”

生殖问题 家长虽重视但不懂

“现在，随着家长健康意识的提高，
对于小儿生殖健康问题也越来越重视。
但我们在临床中发现，大多家长虽知道
小儿包皮包茎，但真正了解该病，懂得防
治、保健知识的却是少数。”李灵谈到，特
别是有部分家长，由于对疾病存在误区，
不是过分紧张就是过于轻视，这就可能
出现错误治疗或延误治疗的情况。

据了解，小儿包皮过长容易藏污纳
垢，滋生细菌，导致感染而引发炎症；包
茎严重的话，则可能影响青少年生殖器
发育；成年后容易导致前列腺炎、淋病等
泌尿系统疾病，严重者可导致不育。

而目前，包皮环切手术已由传统的
手术切除缝合改成环套器切除。“就跟新
生儿剪脐带一样简单。”李灵说，手术一

般10分钟以内就可完成，只需在过长的
包皮内套上一个小小的环，剪出过长的
包皮，不需缝合一针一线，切口愈合后，
环自动脱落。小朋友进入手术室后，麻
醉师会给予少量的镇静药物和局部麻醉
药物，在小孩子完全清醒状态下进行，对
生理没有影响。

那么，孩子出现哪些症状时应该检
查包皮问题呢？

一般来说，当患儿感觉生殖器痒、
痛；出现包皮垢，并引发感染，局部流脓；
包皮口狭小，呈针孔样；包皮能够向上翻
起，但阴茎龟头不能露出；阴茎头长期被
包皮紧锁时，就需怀疑为包皮过长或包
茎，这时家长就应立即带孩子到医院治
疗。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婴幼儿包皮过
长往往是生理性的，到了青春期后阴茎
头仍迟迟不能显露才称为包茎。

手术最佳时间 听医嘱再治疗

“如果孩子真需要割包皮，几岁比较
好？”这个问题是不少家长都很疑惑的事
情。对此，李灵表示，新生男婴几乎都会
有生理性包茎，3岁后，大部分男孩包皮
都能逐渐上翻，显露尿道口和阴茎头，这
种情况就不需要手术。如果6岁以后仍
存在包茎，自行好转的几率比较低，应考
虑手术。如果5岁以前就出现了反复感
染等症状，也应该手术。

“如果选择手术，最好在学龄前，3—
7岁，不影响学习，也便于护理。”但对于
包茎来说，则建议一发现就马上处理，最
好在5岁前。李灵解释说，首先，包茎者
的尿道、冠状沟等部位的腺体分泌不能
排出，淤积于包皮内成为包皮垢，有的儿
童包茎常在包皮表面见到凹凸的“肿
块”，有的家长看了大惊失色以为“长东
西”，实际上只是包皮垢。再加上残留尿
液沉积，使包皮与冠状沟局部成为细菌
繁殖的温床。

此外，如果不在学龄前做手术，孩子
上学懂事后，就可能在上厕所、游泳等时
发现自己私处和同龄人不同，这会影响患
儿心理健康。“因此，是否做包皮包茎手
术，什么时候做，都需具体情况具体分
析。家长最好是带孩子到正规医院，听取
医生专业建议后再治疗，避免因误诊造成
更大伤害。”李林说道。 （张静报道）

本报讯（记者 张静）空巢老
人一直是成都第一骨科医院志愿
者服务中心的重点关注对象。近
日，该院联合金牛区社会组织促
进会开展夏季养生专题讲座活
动，受到社区居民和参加人员的
热烈欢迎。

此次活动由内科医生覃芸，事
业拓展部刘湘玉、杨舒涵两名党员
志愿者组成医疗志愿小分队，提前
抵达黄忠街道办事处活动地点，为

筹备讲座活动的开展拉开帷幕。
讲座专题内容提前调研，应大家一
致要求，为参加的老人们耐心地讲
解实用的糖尿病类型。重点针对
老年人的饮食结构，从骨科方面图
文并茂地详细讲解、示范生活细节
中的一些注意事项。讲座结束后，
老人们把覃芸医生团团围住，迫不
及待地请教自己的困惑。

据悉，活动还为 20 余位空巢
老人送上了健康慰问大礼包。

关爱空巢老人进社区

“笑迎患者，细查病情。精准治
疗，护理紧跟。适量用药，增减疗
程。由危转安，康复皆欣。……”近
日，青羊区中医医院内一科主任张
鹏收到了来自一名患者亲手书写
的感谢信，信中不仅表达了对内一
科主任张鹏和护士长陈兴萍感谢，
还附上了两首患者亲作的小诗。

据了解，这位患者曾患有冠心病，
在2002年到2013年，发病期间一直
都在该院接受治疗，在内一科医生和
护士们的认真医治和仔细护理下每次
都得以康复出院。时间一长，患者与
医护人员之间渐渐熟悉起来，并且，为

了表达感谢还专门手书感谢信。
张鹏说：“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

患者对我们的感谢都是一份肯定和
鼓励，激励我们要做得更好，服务更
多的患者。” （张静报道）

患者写诗诉医患深情

夏天什么用最多？冰箱肯定
是答案之一。但要知道，炎热天气
之下，食物并非是单纯放进冰箱即
可。部分食物即便是“住”进了冰
箱，依然可能滋生细菌或营养流
失，甚至会引起食物中毒、“冰箱性
肠胃炎”等“冰箱病”。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副主任医师奚维东介绍，消化内科
收诊的“冰箱病”患者基本分为两种
情况：一种是吃了冰箱里存放过的
冷冻食物，过度冰凉让肠胃产生反
应，引起身体不适，出现拉肚子、呕
吐等症状；另一种就是细菌感染，冷
冻的食物没有很好保鲜，出现细菌
的滋生，引起感染性腹泻。

“其实食物并非放进冰箱即可，
不同的食物储存都是有区别的。”据

悉，用久了的冰箱最好经常测一下温
度，保证冷藏室在4℃左右，冷冻室在
零下18℃左右。其中，主食：即米、面
粉、豆类等生的主食都可保存在常温
下干燥处；普通蔬菜可放冰箱，温度
应控制在0℃-4℃，储存前不要清
洗，外面再套个保鲜袋，或者放进保
鲜盒储存；块茎类蔬菜，如土豆、黄瓜、
胡萝卜等块茎类蔬菜室温下保存就
可；热带水果，比如香蕉、芒果等不用
放进冰箱；肉类在低温条件下，尤其
是当温度在-10℃以下时，肉中的水
分就结成冰，造成细菌不能生长发
育；剩菜尽量不要留到下一顿，如果
一次吃不完，应该在出锅时分留出一
部分，直接放入冷藏室；炒肉丝、炖肉
等需要一直放在冰箱的冷藏室，温度
保持在4℃以下。 （张静报道）

食物储存放冰箱即可？
市三医院：小心吃出疾病！

暑假期间：关注小儿生殖健康正当时
每到暑假，都有一些家长带孩子去医院解决一些影响身体、

但并非急症的问题，比如，割包皮。趁着假期，不少家长都会带
孩子去医院“割一刀”，一些医院儿科门诊门口都排起了长队，一
些医院甚至专门开设了“小儿包皮手术专场”。“包皮过长和包
茎有什么区别”、“孩子包皮过长什么时候做手术最好”、“包皮过
长会影响发育吗”……带着这些问题，近日，记者采访了成都儿
童专科医院小儿外科医生、主治医师李灵。“包皮包茎是男性的
常见问题，小男孩有包皮包茎也比较常见。”据李医生介绍，包皮
包茎也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在幼儿时期，大多男童有生理性
包皮包茎，随着年龄增长，可以自然改善，不需要特殊治疗。但
若男孩到七八岁包皮还不能上翻，就应及早进行手术。

本报讯（记者 刘洁）日前，金
沙遗址精品社区教育工作站开
展暑期“社区雏鹰”活动，一场别
开生面的“亲子软陶制作”活动
在社区会议室举行。来自温迪
沃德儿童视觉艺术教育学校的
志愿者老师现场向孩子们传授
软陶手工制作技艺，辖区20余名
孩子踊跃参加。

此次活动的主题是用立体
软陶做房子，老师通过图片先给

孩子们展示了不同的房屋，各式
各样的形状一下就吸引了孩子
们的注意，大家边看边讨论，现
场热闹极了。随后，孩子们领到
五颜六色的软陶泥，根据自己的
想象和创意，开始了软陶房屋的
制作。经过一系列切、捏、揉等
各种加工，一幢幢栩栩如生、精
致小巧的房子在孩子们的手上
诞生。

“软陶其实是一种人工合成
的低温聚合黏土，通过软陶手工
制作能让孩子们领略到自己动
手的乐趣，增强动手能力。”社区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次“软陶
制作”活动只是“社区雏鹰”活动
的其中一项，社区还将不定期开
展类似活动，有兴趣的孩子可以
到社区报名参加。

只要孩子健康 是男是女又何妨

金沙遗址社区：软陶制作欢乐多

在很多老式
小区的停车场，
往往存在一些长
期无人问津、“蓬
头垢面”，却又
“坚定不移”的汽
车，这就是人们
俗 称 的“僵 尸
车”。“僵尸车”不
仅长期占道，同
时也浪费了本就
紧张的停车位资
源，让居民和物
业都伤透了脑
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