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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这是您的户口簿，请收下！”1
月 8 日，互助土族自治县东沟乡老人杨成
菊从东沟派出所所长索南达吉手中接过
户口簿时，不知用什么言语表达感激之
情。

命运多舛 漂泊在外犹如无根浮萍

早些天，互助县公安局东沟派出所来
了两位双鬓斑白、生活在本乡口子村的老
兄妹，哥哥叫杨成平，妹妹叫杨成菊。杨成
菊在东沟乡口子村生活了好多年，但一直
没有户口，兄妹俩希望派出所民警调查补
录户口，民警从杨成菊的眼神中看到了无
奈和迷茫。

杨成菊一时难以向民警把生活经历表
述清楚。据杨成平说，37 年前，19 岁的妹
妹杨成菊出嫁到东沟乡花园村陈某家，婚
后他们夫妻生活了 4年，后陈某因病去世，
不久妹妹杨成菊便失踪了，虽经家人四处
寻找，但她犹如人间蒸发没有任何消息。

直到 2003 年，妹妹杨成菊带着儿子刘
某宝回到家中，她说被一男子骗到了甘肃
省天祝县华藏寺镇，后与华藏寺镇岔口驿
村村民刘某友一起生活，村上给她起了一
个名字叫“陈好英”。

杨成菊在与刘某友共同生活期间生了
三个儿子，老大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由
于生活极度困难，杨成菊便用三袋麦子将
老二过继给了本地一个何姓家庭。

万般无奈之下，杨成菊带着小儿子刘
某宝从甘肃一路乞讨回到东沟乡口子村家
中，同年得知刘某友车祸身亡。后杨成菊
与同村莫某共同生活，无子女，2015 年莫
某因车祸死亡。

说起妹妹的不幸遭遇，哥哥杨成平几
度哽咽。现在杨成菊已在口子村生活 15
年了，娘儿俩的日子过得艰辛，党的政策一
天比一天好，但因为没有户口，什么政策都
享受不了，于是便前往派出所求助民警落
实户口。

时隔久远 查阅资料遇到重重困难

由于时隔 37 年，杨成菊当年在东沟乡
口子村的常表及户口信息材料早已无处找
寻，加之杨成菊本人因病表述不清，且家人
又无法提供相关材料，如何落实和恢复杨
成菊的户口成了东沟派出所的一个难题，
也让户籍民警赵文娴十分犯难。虽然她以
前也曾经帮助过多位没有户口的老人恢复
过户口，但像这样跨省、经历复杂、什么材

料都提供不出来，连自己生活经历都讲不
清楚的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

“对派出所来说只是一项工作，但对杨
成菊来说却是一生的大事，决不能让她因
户口问题对生活失去信心！”户籍民警赵文
娴详细查阅了与杨成菊有关的所有原始户
籍档案后，结果让她大失所望，没有发现一
点有价值的资料，她又与同事一起到口子
村查证相关材料。

一波三折 户籍身份终于柳暗花明

“老人没有依靠，把派出所当成了唯一
希望，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了，给杨成
菊一个交代。”办事干练的索南达吉所长本
着为群众负责的态度暗下决心，一定要办
好这件事情。

面对琐碎而繁杂的工作，东沟派出所没
有因困难重重而放弃杨成菊的户口问题，
先后走访了杨成菊在口子村的本家人、花
园村的邻居及村委会负责人十余人后，将
杨成菊的身份、年龄调查核实清楚。就在
此时，又一个问题和疑惑摆在了索南达吉
等人的面前，杨成菊在天祝县生活期间的
名字叫“陈好英”，这是怎么回事？这个问
题又成了办理户口、补录户口的关键环节。

去年 12月 28日，所长索南达吉同户籍
民警赵文娴，带着杨成平、杨成菊兄妹二人
驱车赶往两百公里外的甘肃省天祝县华藏
寺镇，调查“杨成菊”与“陈好英”的关系。
在天祝县公安局的大力配合下，索南达吉
一行找到了华藏寺镇岔口驿村村委会主任
赵某及刘某友的弟弟刘某才。

据岔口驿村村委会主任赵某回忆，大
约在 1987年，岔口驿村来了一名乞讨的女
子，经常在村里转悠，穿得破破烂烂的，当
时看她挺可怜，正好本村村民刘某友家庭
困难，年龄较大一直没有娶到老婆，于是刘
某友便收留了她与她共同生活。

1997 年村里户口整顿的时候，刘某友
央求以村委的名义解决一下该女子的户口
问题，当时该女子无法说出自己的姓名和
年龄。于是村上、当地派出所商量，给她起
了个名字叫“陈好英”，岁数也根据她的面
相估计着填写成了 1959 年 8 月 15 日。刘
某才也证实了村主任赵某的说法。

杨成菊的户口问题终于真相大白。索
南达吉立刻找到天祝县华藏寺镇派出所负
责人，经派出所负责人请示天祝县公安局
主管领导后，决定将杨成菊在天祝县华藏
寺镇名为“陈好英”的户口注销，互助县东
沟派出所补录杨成菊的户口。

老人37年没户口 民警奔波帮办理

本报讯（记者 何
耀军）1月 4日，西宁至
大通高速公路老营庄
收费站，一名司机将车
停在 ETC 车道后消失
在夜色中，至 1月 11日
上 午 还 不 见 来 开 车 。
这是怎么回事？

青海省大通回族
土族自治县高等级公
路路政执法大队二中
队中队长沙海明告诉
西海都市报记者，路
政执法大队是在 1月 4
日凌晨接到老营庄收
费站来电得知，一轿车
司机无法缴纳通行费，
将车停在ETC车道后离开现场。得知这
一情况，路政执法大队立即联系拖车，
将这辆挂有重庆号牌的轿车拖离现场，
停放到了一处停车场。

当日上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检查
发现，这辆轿车前部受损严重，不见车
前的号牌，车辆右后部受损，车尾挂有

“渝 F92***”的号牌，通过车窗观察，发
现车内有菜籽油等生活用品，驾驶员座
位旁有一部手机。

沙海明说，事发后，路政执法大队通
过交警部门查询得知，涉事车辆没有被
盗记录，且登记的车主手机关机。至 1
月 11 日，事发已经一周了，涉事轿车司
机或车主一直没有出现。

事发当晚，司机是怎样弃车离开高
速收费站的呢？青海省高等级公路建设
管理局老营庄收费站副站长李慧君及相

关工作人员说，事发当日凌晨，涉事车
辆准备驶出收费站，但司机称没有钱缴
纳通行费，就在收费员和司机沟通时，
司机倒车逆行离开现场，于是收费站向
路政执法大队报告了情况。

涉事轿车逆行离开五六分钟后，再
次向收费站出口驶来，这次轿车驶向了
ETC通道，不知什么原因，司机将车停在
ETC车道后下车关门离开。因为轿车挡
道，造成ETC车道无法通行。

老营庄收费站相关视频资料显示，1
月 4 日零时 13 分左右，涉事轿车驶向老
营庄收费站 1 车道，短暂停留后倒退逆
行离开，零时 19 分左右，这辆轿车再次
驶向收费站，停在ETC车道，涉事司机是
一名中年男性。目前，大通高等级公路
路政执法大队网寻涉事司机。本报将继
续关注此事。

男子将车夜弃高速收费站后消失
路政执法大队网寻涉事司机 本报讯（记者 刘雅勤）“就取个快递

的功夫，手机就没了。”1 月 10 日这天，市
民小马有些郁闷。

小马在省城中区湟光十字附近上
班。当天 15 时 30 分左右，小马拿着手机
下楼去取快递。正值上班时间，小马拿了
快递往单位走，可就在她掀开门帘的一瞬
间，手机没了。

“当时我左手拿着快递掀开门帘，右
手拿着手机刚准备放进兜里，就感觉右后
方有人猛地拉了一下，回头看见一男子拿
了手机转身就跑。”小马说，当时她既紧张
又害怕，但还是追了上去。

“他朝石坡街方向跑，我边喊边追，没

追上。”眼看着盗贼越跑越远，小马向一名
路人求助，借了手机给自己的手机打电
话，可是已经关机了。

“那个男的大概 30 多岁，个子不高，
跑得很快。”手机没了，盗贼跑了，小马回
到单位后拨打 110报了警。

此后，小马的同事把事情经过发布到
微博中，提醒大家要小心提防盗贼。有网
友留言说，她的手机前不久也在湟光一带
被偷。

1 月 11 日，小马接受采访时说，希望
大家外出时要看好自己的财物，尤其不要
让财物外露，以免让盗贼盯上。记者从城
中警方获悉，目前警方已受理此案。

下楼取个快递 一部手机没了

本报讯（记者 郭红霞）1月 11日，有
网友发微博称，早晨上班乘坐公交车
时，公交车内没有暖气，扶手冰凉，扶也
不是，不扶也不是。

对于网友对公交车没有暖气的吐
槽，有网友评论说，“我每天乘坐的公交
车都是这样，手抓上去钻心凉。”也有网
友表示理解，称早上刚发动的公交车，
连车都没热，更别说是暖气了。

市民王女士说，早上刚发动的公交
车没有暖气实属正常，但有些公交车不
仅仅是某些时段没暖气，而是一直没有

暖气。10日 11时左右，王女士乘坐一辆
公交车，见车上的乘客不多，她特意坐
到了离暖气出风口最近的座位上，可没
想到公交车没有暖气，座位冰凉。

就此，西宁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运营管理部工作人员说，对于省城部分
公交车没有暖气的问题，希望广大市民
能有所理解，六时至八时左右，驾驶员
刚发动公交车，发动机还没热，暖气自
然不热。同时，并非所有的公交车都有
暖气设备，有些公交车年头已久，没有
供暖设备。

部分公交车内有点冷
市民盼着热起来

本报记者 赵俊杰 通讯员 蔡祥元

↓这一涂抹，晚上拍照就是一片
白。

拍客虫二界(手机拍摄)

← 尾 巴
露出来了，0
掉下来了，A
和 8 也 是 磁
铁 贴 上 去
的。

拍客露
露 ( 手 机 拍
摄)

↑车灯一照，前方车牌
一个数字消失了。

拍客巫毒玲子(手机拍摄)

遮遮掩掩想干啥？
路政执法人员检查涉事车辆路政执法人员检查涉事车辆。。

大通高等级公路路政执法大队提供大通高等级公路路政执法大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