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吴薇）近日，有市民向本报新闻热线反映，希望了解在市中区申请公
租房需要哪些条件？

为此，市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复，根据《乐山市主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
办法》第八条，在市中区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的，要按以下家庭类别进行申请：

申请主城区公租房
需要这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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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昨日开奖

天天彩经
广告

城 市 低
收入住房困
难家庭

城 市 中
等偏下收入
住房困难家
庭

农 民 工
住房困难家
庭

城 镇 籍
外来务工住
房困难家庭

以申请家庭（包括申请人及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为单位进行申请，必须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申请家庭成员在市中区行政区域范围内，具有3年以上城镇户籍，且
在市中区实际居住的；

2、家庭人均月收入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2倍（含2倍）以内；
3、申请家庭在市中区行政区域范围内无城镇住房或人均城镇住房面积

低于（含）16平方米。

以申请家庭（包括申请人及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为单位进行申请，必须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申请家庭成员均在市中区行政区域范围内，具有满1年以上城镇户
籍，且在市中区实际居住的；

2、家庭人均月收入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5倍（含5倍）以内；
3、申请家庭在市中区行政区域范围内无城镇住房或人均城镇住房面积

低于（含）16平方米。

是指在市中区行政区域范围内稳定就业且住房困难的非城镇户籍家庭
（个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在市中区行政区域范围内就业，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聘用）合同1年
以上；

2、户籍不在市中区的申请人需持有乐山市市中区《居住证》；
3、家庭（个人）人均月收入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5倍（含5倍）以内；
4、申请家庭（个人）在市中区行政区域范围内无城镇住房或人均城镇住

房面积低于（含）16平方米。

是指在市中区行政区域范围内稳定就业且住房困难的市中区行政区域
范围以外的城镇户籍家庭（个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在市中区行政区域范围内就业，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聘用）合同1年
以上；

2、申请人需持有乐山市市中区《居住证》；
3、家庭（个人）人均月收入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5倍（含5倍）

以内；
4、申请家庭在市中区行政区域范围内无城镇住房或人均城镇住房面积

低于（含）16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 吴薇）近日，有市民向本报新闻
热线反映，每天上午，通过乐山中心城区嘉州绿心
公园的机动车流量都非常大，不适合市民晨练。

对此，嘉州绿心公园管理处回复：按照市住房
城乡建设局、市公安局和市中区人民政府《关于进
一步优化乐山主城区绿心环线机动车通行管理的
请示》及市人民政府领导批示，自2019年3月18
日起，绿心环线社会车辆禁行时段调整为9时至21
时，其余时段允许社会车辆通行。在禁行时段，绿
心环线对所进入社会车辆实行严格管控，只放行嘉
州绿心公园巡查车、环卫工作车、园林绿化施工车、
电力基站维护车等由于工作原因需要进入环线的
工作车辆。

鉴于绿心环线承担着中心城区“缓堵保畅”的
功能，“非禁行时段”绿心环线允许社会车辆通行，以
舒缓中心城区交通拥堵问题。而对于市民提出的
意见，管理处将收集汇总，并会同有关部门适时进行
研判，以进一步优化“非禁行时段”车辆分流通行布
局。

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在进入绿心环线锻
炼或休闲游玩时，请不要占用机动车道，切实加强
安全防范意识。

市民反映绿心公园车流量大
将优化车辆分流通行布局

本报讯（记者 甘国江）“老板，我好像中了250
元。”

“我们没有250元这个奖项，你中的应该是25
万元，‘十倍幸运’的最高奖。”

11月16日17：40，位于夹江县木城镇的体彩
5111042844投注网点传出喜讯：一位购彩者喜中
体彩顶呱刮“十倍幸运”25万元大奖。

当天下午，购彩者张华（化名）散步走到体彩
5111042844投注网点时，打算和其他购彩者一起
聊聊足球比赛，购买点竞彩。不过他并没有找到志
同道合者。在等待的过程中，他随手拿起投注网点
的顶呱刮“十倍幸运”彩票，买了几张刮了起来。当
刮到最后几张时，其中一张上面的中奖数字出现了

“25”，并且后面还有“0”。
“当时购彩者以为自己中了 250 元。”体彩

5111042844投注网点业主席海涛告诉记者，由于
没有“250元”这个奖项，他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出大
奖了”。

接过彩票，席海涛仔细核对了中奖信息，最终
证实了他的推测：购彩者幸运地刮中“十倍幸运”
25万元大奖。

次日，张华前往体彩乐山分中心，顺利兑走了
25万元大奖。

夹江购彩者
喜中25万元大奖

本报讯（记者 罗晓玲）日前，一名女子用口罩
遮挡号牌被群众举报。当民警找到该女子时，她
竟把责任推给小朋友，称是小朋友干的，哪知监
控却将她当时的行为记录得一清二楚。女子因
故意遮挡号牌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11月16日，井研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接到群
众举报称，11月15日上午，在该县城区和谐路，
一辆白色大众小车的号牌被口罩遮挡，应该是有
人故意所为。

接到举报后，井研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指挥中
心对此进行了核实。通过调取监控录像发现：11
月15日10时20分许，一辆白色大众小车行驶至
和谐路御檀府小区大门外路段时，在路边违停，
一名女性驾驶员下车，用自己佩戴的口罩故意遮
挡该车号牌的后两位数，随后离开现场。

11月16日11时许，井研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指挥中心民警在视频巡查时发现，这辆被举报的
小车在同一位置再次用口罩遮挡号牌，于是迅速
下达指令，通知城区中队巡逻民警前往调查。在
现场，驾驶员兰某竟拒不承认自己故意遮挡号牌
的事实，声称是小朋友干的。

随后，民警将兰某带回大队作进一步调查处
理。在查看监控录像后，兰某承认了自己故意遮
挡号牌的行为。据她交代，她在附近上班，因为
该路段停车位已满，自己在那个位置违法停车已
被抓拍过几回了，因此才想着遮挡车牌，避免再
次被抓拍。

据了解，兰某因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将
面临驾驶证记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女子给号牌“戴”口罩
竟说是小朋友干的

用口罩遮挡号牌被拍下 井研交警大队供图

手捧紫兮的《反季节婚姻》，忽觉字墨飘香，心
旷神怡。紫兮的这本厚书是我不惜花费零花钱买
的，当然想读出其中的价值。

然而，我越想即刻抓住作品的中心，越有些失
望。我的急迫，在于看到紫兮签字时的潇洒和迅
速，更在于作品封面提到的“爱情绝唱”几个字。
但是，随着紫兮笔下的“80后”美女费一娜和其母
汪比修的出场，我似乎在一个看不见的十字路口
迷路了——紫兮是在故弄玄虚抑或拽人眼球？

这让我在情节发展未到高潮时就遭遇尴尬而
痛心不已。但是我答应紫兮要给她写书评的，怎
么能食言和半途而废？于是，我在一个阳光明媚
的下午，尽量让自己的心绪放平，尽快融入作品，
没想到我终于读出了作品蕴涵的玄机：正如邓碧
清在读后感中提到的：这是一群生了病的群体怪
胎，包括汪比修、费一娜、少波、少家和、罗美莲以
及汪的私人秘书罗秀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
此不再赘述。

《反季节婚姻》写的是“80后”青年的婚姻生存
状况，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我本来没有资格评
述。但是，透过“80后”婚姻中一组组像巧妙的拼
图一样织成的网，一系列叫人痛哭流涕的场景，紫
兮变成了人类灵魂的设计师和宏伟格局的建筑
师。我不禁想起当代著名婚姻作家王海鸰的《中
国式离婚》和后来搬上荧屏的《中国式结婚》，也许
王海鸰所表述的“中国式”正是与紫兮的“反季节”
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其共通之处，正是揭示出

当代已婚的或未婚的人们，他们正遭受着一场暴风
骤雨般的婚姻观和人生价值观的宏大洗礼：在这场
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他（她）们不惜牺牲传统的道
德和伦理，去尝试新思想和新路径。有人遍体鳞
伤，有人不到黄河心不死，撞倒南墙不回头。然而，
血的代价和信仰的缺失使他们尝尽了婚姻生活的
艰辛和苦痛。阿Q精神充斥着紫兮作品的始末，也
许这恰好是“反季节”带来的肉体和精神的二重奏
——或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痛，并快乐着。”是紫兮在作品中常用的一句
戏谑的话。我想，此话正是紫兮在雕塑人物典型
时无意贬损乐山人的佐证。钱钟书有句名言：婚
姻是一座城堡，外面的想冲进去，里面的想冲出
来。真是一语中的，入骨三分。在紫兮曼妙抒情
的笔触下，各色人物似乎都绷紧着神经，欲望和冲
突跌宕起伏，一物降一物潮起潮落。不由让我想
到了刘墉的随笔《生死爱恨一念间》，紫兮笔下的
人物，时而诚惶诚恐，时而百无聊赖，时而牵强附
会，时而喜忧参半。动辄徘徊在生活的悬崖边，无
为而治，虚实相间，“带着含泪的微笑”，其实不就
是生死一念间的巨大落差造成的吗？紫兮正是用
这样的非常手段来证明人在处于惶然和呐喊时的
如履薄冰和高处不胜寒！

读书如读其人，紫兮的笔势潇洒流畅自如，正
如她那一手绝妙的签名，其间蕴涵着隐约可见的
高超的人生哲学和智慧！

《反季节婚姻》：紫兮/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痛，并快乐着
——读紫兮小说《反季节婚姻》

陈亮

作家简介：
紫兮，实名：钟立模，四

川隆昌人，1995年来乐山，
曾任乐山广播电视报编辑、
首席记者；2014年，被评为
乐山市“十佳新闻工作者”；
现为乐山市纪委监委内刊
杂志《嘉廉话》特聘执行主
编。1989年至今发表散文、
新闻报道近100万字；2008
年出版长篇小说《反季节婚
姻》；2015年报告文学《为了
最后12公里》入选四川省作
协脱贫攻坚年度报告文学
集；2018年8月创作的短篇
小说《山上有棵柏树》获攀
枝花市“纪念改革开放40周
年”优秀作品小说一等奖。
影视作品《全家福》获2015
年“公安文化建设年”省公
安厅二等奖；影视作品《酒
坊109岁》2018年获第三届
美丽乡村国际微电影艺术
节最佳编剧奖。创作并导
演舞台小品若干。

《反季节婚姻》封面 紫兮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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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好友赠予的林杉先生著的《林徽因传》，
我激动万分，迫不及待地开始阅读。阅读全书，
我感受到时代背景下，林徽因一代佳人一段佳话
一生高洁一世情牵华夏的崇高。书中林徽因即
便历经人间世事，走过万水千山，即使多年求学
于国外，内心时刻念想祖国，时刻不忘报效国家，
时刻将所学文化知识与祖国需要相连，这思这情
这境界让人折服。《林徽因传》也让我第一次有机
会完整地走近林徽因，了解她的生平，感受她的
精彩人生，学习她的浓浓家国情，感受她的深深
故乡思，感动于她的孜孜报国恩。

林徽因能成长为一代佳人，得益于她生活在
文化底蕴深厚的书香世家。幼年的林徽因特别
幸运，拥有精神滋养的土壤。4岁女孩学业开蒙
后，不断阅读促成了她人格、思想的生长。林徽
因家族流淌着忠烈的血液，她也根正苗红，有着
深深的家国情怀，成长为有思想有担当有作为的
新女性。

她和梁思成的婚姻，促成人间爱情的一段
佳话！生活在思想民主和有眼界的热爱祖国的
夫家，为她的一世成就，为国效力奠定了人生基
础，爱人更成为她实现梦想的灵魂伴侣和坚强
后盾。

林徽因不仅幸运、幸福，她还一生高洁，一世
情牵华夏！这，让我喜爱佩服到极致！无论何时
何地，她都坦诚地流露自己的家国情怀，锲而不
舍地将自我融入到祖国的方方面面。

求学时，她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美术
系，旁听建筑系课程。那时，她走到哪儿，相机、
笔、纸都随身携带，为的是把国外建筑美学的精
华记下，带回祖国。后来，她将美学融入到中国
的诗歌散文建筑学中，成为我国著名的诗人、作
家和不可多得的建筑美术家。

坚强的林徽因，遭遇生死别离，毅然决然地
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做贡献，她是何等倔强！她永
远把家国摆在首位！在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徽时，她始终主张鲜明的民族特色。在设计人民
英雄纪念碑时，无数个夜晚无法入睡，最后完成
了神圣的使命，但夫妻俩都累倒了。当纪念碑立
起之后，她卧病在床，在病床上完成全部设计，呕
心沥血，不负重托。她爱国家远远超过了自己！

诚如孟晚舟在归国时说：“有五星红旗的地
方，就有信念的灯塔。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
是中国红！”看今朝、忆往昔，中华民族精神在一
个个鲜活的中国人身上熠熠闪光！51岁的林徽
因芳华殆尽，她的一生传奇、励志！抚摸着这本
书，我感受到书本有厚重的历史感，有着说不尽
的感慨。在林徽因的眼中，游学和远足世界，广
阅不计其数的建筑物，不论悠久、还是繁华，不论
坚固、还是健美，不论别致、还是传统，它们的意
义都在于自己的家国需要，中国传统和华夏文化
承接需要。它们都被烙上了红红的中国印，林徽
因的一生也烙上了火红的华夏印。

浓浓家国情 孜孜报国恩
——读《林徽因传》有感

胡章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