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2017年4月20日 星期四 农历丁酉年三月廿四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华西都市报社出版 报料热线：028-96111

14℃- 23℃
今 日 成 都 市 区

小雨偏北风2-4级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30 总第8030期 本期定价：1元
广告热线:028-96111 广告许可证号：5100004000110
值班编委石岗 本版责编龚爱秋 版式高钰松 校对高利平

职业道德监督热线:028-96111 邮发代号：61-602
发行服务热线:成都主城区86969285、86969286 市州及成都市郊片区11185
本报地址：四川省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 邮编：610012

今日12版
封面新闻微博：@封面新闻封面新闻微信：thecovercn
华西都市报微博：@华西都市报 华西都市报微信：ihxdsb

封面新闻

4月16日下午，广汉市新金雁桥，一名
六旬老太从十多米高的桥上跳了下去。钓鱼
的王先生目睹了这一幕，赶紧打电话报警。

正在附近巡逻的广汉市公安局特（巡）
警大队队员周维鹏在接到指挥中心的指令
后，和同事赶了过去，“只用了两分钟时间。”

车上，周维鹏将执法仪交给同事，说自
己水性好，到了后就下河去救人。

当他们到达现场的时候，老人在水里
挣扎，情况十分危急。来不及脱下衣服裤
子，周维鹏当即下水，向老人游去。

长衣长裤沾水之后越来越重，而且贴
在身上，让周维鹏游起来很是吃力。眼看
着老人快坚持不住了，他又咬着牙使劲的
游。凭着坚强的毅力，周维鹏最终游到了

老太太身旁，他用尽全身力气将老人托举
出水面。这时，在桥上的增援警力放下一
个套着绳索的救生圈，周维鹏一手抓着救
生圈，一手将已经意识模糊的老人托住，艰
难地被拖拽到了安全地带。

上岸后，周维鹏明显体力不支，在同事
的搀扶下，他坚持回到集体宿舍楼，到了楼
梯口时他说要坐一下，结果靠在楼梯的栏
杆边就瘫倒在了地上。同事刚开始以为周
维鹏是在跟大家开玩笑，还拿出手机拍了
张照片，可仔细一看，他已经完全瘫软在那
里，而且睡着了。

就是这张赤裸上身的瘫倒在楼梯的照
片，让周维鹏一下子在网络走红，获得网友
两万多个点赞。

德阳90后小伙
驾车追匪走红

获阿里万元正能量奖

4 月 19 日，本报报道了《德阳好市民路遇
小女孩被绑 驾车追匪18公里》的新闻，各大门
户网站和主流新闻网站纷纷转载，小伙行侠仗
义的故事迅速飞到全国各地，网友和读者纷纷
为金文（化名）点赞。

正申报“见义勇为”奖
网友“猪哥哥”说，“德阳好男人，感谢有

你，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美丽和安全。”
“这才是有勇有谋有智慧的好男人，既想

保护好自己，也不让小孩受伤害，最后也让绑
匪没有跑掉，你做到了，好样的，为你点赞。”网
友“长山紫云”评论说。

更多的网友则呼吁，应该给金文颁发“见
义勇为”奖。

据了解，对于金文的奖励，德阳市政府相
关部门已按照《德阳市人民群众举报违法犯罪
线索奖励办法》第六条第二款“举报杀人、故意
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爆炸、防火、投毒、绑架、
持枪抢劫、强奸、劫持案件或扭送上述违法犯
罪嫌疑人员，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案件的，根据
案情，分别奖励1000-30000元”的规定，奖励
金文2万元人民币。

记者还了解到，德阳市相关部门正为其申
报“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德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梁晓军表
示，希望通过对金文见义勇为行为的奖励，鼓
励更多的市民像金文一样，路见罪案一声吼，
该出手时就出手，加入到见义勇为、传播正能
量的行列中来，警民携手，共创平安。

获万元正能量特等奖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得知此事后，决定联
合华西都市报为这位正能量的好市民颁发正
能量特等奖证书，并对他的英勇善举给予1万
元现金奖励。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项目组在给金文的
颁奖词中这样写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
勇有谋，正义担当。驾车追劫匪18公里，车流
穿梭中显英雄本色。为了一个陌生的孩子，他
从人群中一跃而出，又悄然回到人群中去，他
是‘侠之大者’。点赞平民英雄！”

该项目组工作人员表示，希望用这种奖励
的方式，唤起社会更多的正能量。“呼吁市民不
做冷漠的路人，尽自己所能帮助身边的人。让
正能量不断传递，让勇敢和正义得到敬意，这
就是我们奖励的意义。”

在4月11日刚出炉的正能量大数据中，四
川省一共获得正能量奖励100次，在全国省份
中排名第四，成都也成为十大正能量城市之
一。这次德阳90后小伙追劫匪的英勇壮举，
正是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四川人的正能量精神。

金文对记者说，他只是尽了公民义务，“只
要小姑娘没事了，我内心也就踏实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唐金龙

一位下水救人的好巡警，一位驾车追匪的好
市民。最近几天，发生于我们身边的这两个温暖
故事，迅速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无论是由于“累
瘫照”而意外走红的周维鹏，还是因为“有勇有谋”
而获四方点赞的金文，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恰是那
些最平凡又最稀缺的品质，也即对本职工作的坚
守，对公民责任的践行。

周维鹏事后谦虚地表示“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情”，金文在事发之初也是“不敢多想，立即驱车追

了上去”。在很多时候，那些壮举、善举，最初只是
源于一种下意识的道义自觉和行为选择。这一切
自然而然，当事者并没有丝毫的内心挣扎，并没有
太多的得失计算。所谓发乎于心，践之于行，一个
心怀善念的人，总是能在一个瞬间迸发出人性的
光亮。

见义勇为、扶危济困，之于我们不缺价值共
识，也不缺现实样本。诸如周维鹏、金文等人的事
迹，不仅使得那些抽象的道德倡议具象化、落地

化，更是对其一次强化与放大。公众对他们进行
围观、点赞和传扬的过程，也是一个感受正能量，
继而将之消化、内化的过程。毕竟，没有什么比那
些身边人、身边事更能直抵人心！

温暖的故事，注定会让更多的人心变得温
暖。有理由相信，今后我们将看到更多爱岗敬业
者、见义勇为者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推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恰恰就需要这
些真实可感的先进典型来引路。

身边人身边事
凝聚最真实的道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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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红之后…
“累瘫照”

这几天，一张光着上身斜躺在楼梯上的
小伙子的照片火遍了网络，收获了两万多次
的点赞，并得到了许多网友的致敬。照片的
主角是广汉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巡警周
维鹏。4月16日下午，广汉一名60岁左右的
老太跳桥轻生，周维鹏拼尽全力将老人从水
中救起后，在回宿舍楼的路上，瘫软在楼梯
口。而这一幕被同事拍下发到了微博。

网络走红的周维鹏，这几天却遭遇了

微信好友添加的烦恼，不但人数众多，其中
还有不少网友慕名而来，要做他的女朋友
或者要为他介绍对象。无奈，周维鹏不得
不把微信、微博设置为“不允许添加好友”。

他说，作为一名巡警队员，他每天有大
量的街面巡防等工作要做，网友的过度关
注已经干扰到了他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我
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警员，下河救人也只
是尽了职责而已。”

巡警救人事迹曝光，微信好友潮水般涌来

来回游了200米
确实感到没力气了

19日下午，记者在广汉见到这位网红巡警队员时，他正
骑着警摩在街面巡逻。

此时的他，目光如炬，巡视着街面的人和物。人群中不
时有人指着他说，看，那就是救人的那个警察。记者与他进
行了简短的交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你和同事一起去的现场，你们有
分工吗？

周维鹏：有，在去的车上，我就把执法仪给了他，因为我
水性好一些，我说我下水去救人，他负责在岸上增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我看你都累瘫倒了，水里面是什
么情况？

周维鹏：水比较深，比较急，把老人往下游冲，而且水也
比较冷，我就只能赶紧游过去救她。当我抓住她的时候，她
嘴角有血，意识有些不清了，所以把她从下游逆水托回上游，
很费力。来回游了200米的样子，我确实感到没力气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这张照片是在什么情况下拍的？
周维鹏：当时到了集体宿舍，我想回去休息一下，换身衣

服，结果爬楼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坐在楼梯上靠着扶手，没想
到睡着了。然后同事偷拍了照片。我都不知道，就被他们传
网上去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现在很多网友都知道了你，也给
了你很多点赞，这对你的工作和生活有影响吗？

周维鹏：照片上网后，确实带来不小的烦恼。很多网友
来加微信和微博，还有的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了我的电话，直
接打电话来，有要做我女朋友的，有要请我吃饭的，有想认识
我的。我现在只有把微博微信都设置不允许加关注和加好
友了。哎呀，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求网友放过我吧。
我只想回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高大的个子，强壮的身体，腹肌明显，
大长腿。

除了点赞，不少网友则在评论中表达
了对周维鹏的爱慕之心，打探他有没有结
婚、有没有女朋友之类。而有更直接的网
友，不仅添加他的微博索要联系方式，还要
求见面。

“需要女朋友吗，会洗衣做饭的那种。”
“麻烦把这位美少年的联系方式一起

发上来好吗？大龄单身女青年哪受得了这
种颜值好正义感责任心爆棚的美少年诱
惑。”

据发微博的民警介绍，他本来是希望
把周维鹏舍己救人的正能量传递出去，没想
到网友除了点赞就是想方设法索要联系方
式，“一下子就带跑题了，拉都拉不回来。”

这下可苦了周维鹏，短短半天时间，给
他微博留言的就有一两百条，还有几十个
人要加他微信。刚开始，他还礼貌地跟对

方说对不起，后来由于人数太多，他只能把
微博微信都屏蔽了。

“我这边倒是屏蔽了，但是我的那些朋
友们在他们的朋友圈转发，还帮我征婚，简
直哭笑不得。”周维鹏说，他不断接到朋友
打来的电话，都是说要给他介绍女朋友的。

记者联系上了想要认识周维鹏的几名
女士。于欢就是广汉本地人，她说事发当
天她也经过那里，看到了救人的一幕，因此
特别想认识一下这个警察，“就想交个朋
友，挺为他自豪的。”

而成都的李女士则比较直接，表示看
了周维鹏的报道后，想要做他女朋友，“如
果他没有女朋友，我会去主动追求的，如果
他有了，我就和他交个朋友吧。”

周维鹏则表示，感谢网友对他的关心
和关爱，自己只是做了职责范围里的事情，
那是他应该做的事情。对于女朋友一事，
自己还没考虑过。

记者了解到，今年23岁的周维鹏曾在
空军某部服役，三年前退伍回到广汉，加入
广汉公安特（巡）警。

虽然时间不长，但他已经协助破获过
公安部督办的制贩毒大案。

2016年11月，周维鹏晚上在街面巡逻
的时候，发现一个小区三楼的灯通夜都亮
着。“开始也没有太留意，但是连续几天晚
上都是这样，我就感觉不对劲了。”周维鹏
说，他趁不当班的时候，悄悄来这里蹲守。

通过蹲守，他发现，白天这里几乎没有

人出入，而且房子里几乎没有家具，就连客
厅的灯也都是老式的白炽灯，但其他房间
的灯却特别亮。

“我就怀疑这个地方可能是个制毒或
者吸毒窝点。”周维鹏说，直到一天晚上，他
闻到了毒品的那种特殊味道，基本确定这
里有问题。于是，他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
给了领导，并通报给了禁毒大队。

让周维鹏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自己的
这一特别关注，协助禁毒大队破获了公安
部督办的跨省制贩毒大案。

来不及脱衣就下水 耗尽体力累瘫在回家路救
人

加微信求交往见面 救人英雄平添甜蜜烦恼

曾服役于空军某部 协助破获跨省贩毒大案

英雄遭遇“过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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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休息，战友
“合肥公安交警宣传在线”：警察的命也只有一条，但警察

的职责驱使他义不容辞地救人！好好休息，战友！
“七杯羹”：因为老公是警察，每次看到警察辛苦的工作都

打心底的理解和敬佩，辛苦了。
“等等-我改个名字”：救溺水的真的太累了，一不小心就

被拖下去。
“高速交警王老九”：有的时候是赌上了自己去救的你。
“潘小恩的格劳瑞”：好心疼，也好帅……警察蜀黍你需要

一个人照顾你么？
“张秃子的忐忑人生笔记”：你是为民请命的人，你是敢于

牺牲的人，你是把人民顶在头顶上的人，虚脱的是你的身体，
伟大的是你的精神，致敬你，点赞你！

……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唐金龙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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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警察 好市民

救人之后，巡警周维鹏累倒在楼梯上。

金文获得万元正能量特等奖。

四川多措并举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

日用而不觉 润物细无声
我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

加强统筹规划和工作指导，多措并举，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重在实践，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向上向善的时代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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