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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清明假期
有4天

4月5日，清明节3天
小长假开启。可1300多
年前，古人的清明假期比
现在还多一天。

敦煌研究院4日披露
了这一情况。据敦煌文献
《进奏院状》记载，晚唐时
沙州（今敦煌）赴京请旌节
者称：“五日遇寒食，至八
日假开。”这说明古人清明
节可以从农历初五休到初
八。

敦煌研究院介绍，寒
食指寒食节，是冬至后105
天，清明前一两天。因日期
相近，唐代就将两节并称为

“寒食清明节”，祭祖扫墓、
禁烟冷食等寒食节的习俗
也就融入了清明。

据新华社

昨晚部分地方
出现冰雹
6日成都最高温跌破20℃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4日22时，成都气
温依旧有24℃。空气中满
满的都是炎热的味道。不
过在盆地其他地方，一台
天气大戏已经登场了，4日
晚，雅安市宝兴县城、自贡
市富顺县、广元市区都下
起了冰雹，炎热的一周终
于“冷静”了。

4日，北京迎来了难得
的降雪、北方多地迎来断
崖式降温，4日11时，大家
终于盼来了四川省气象台
的寒潮蓝色预警——受北
方冷空气影响，5-6日盆
地将有一次强降温降水天
气过程，大部地方日平均
气温将累计下降8℃左右，
其中雅安、乐山、自贡、宜
宾、泸州5市可达10℃；普
遍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达
州、广安、南充、乐山、自
贡、内江、泸州7市部分地
方有大雨，局部暴雨，个别
山区有冰雹；冷空气影响
时盆地内普遍有 4～6级
偏北风，山口河谷地区可
达7级以上。随后，成都
市气象台也发布了强降温
大风天气消息。

然而，盼来了寒潮预
警却没盼来降温。在“锋
前增温”的作用下，4日，成
都 最 高 气 温 达 到 了
30.3℃，到了晚上10点，气
温依旧高达24℃。似乎大
家只能看着寒潮预警“降
暑”。气象专家表示，此次
冷空气影响是自北向南，
广元、绵阳等地将率先感
受到冷空气的威力。

成都的雨水，主要集
中在4日晚上到5日白天，
雨量可达到中雨，个别地
方将达到大雨，同时还有
雷电和4~6级偏北风，最
高气温也将降到23℃。5
日晚上到6日白天，雨量
减小，但气温还将继续下
降，最高温将跌破20℃，仅
18℃。

清明假期就在眼前，
风雨登场，看来，赏花、踏
青没有太大希望了，成都
的小伙伴，只有抓紧假期
最后一天天气转晴，在近
郊享受一下雨后的清新空
气了。

3 月 30 日，阴雨天，成都磨盘山
公墓，王滨川、党成、张进，三人各点
了支烟，放在何晓雨的墓碑前。“晓
雨，我们又来看你了。”用纸巾轻轻地
擦拭着照片，王滨川轻声说道，好像
在和老友拉家常。

照片上，英俊的青年名叫何晓
雨，曾是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防
暴大队民警。2002年，他在追捕持枪
歹徒的过程中遭子弹穿胸，光荣牺
牲，被省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来看
望他的王滨川三人，正是当年和他一
同执行任务的战友。

16年前，那声枪响，王滨川和同
事们失去了一位战友，一对老人失去
了“幺儿”。这16年间，王滨川三人代
替战友，成为老人的“幺儿”。

堵截歹徒牺牲战友每年悼念

3月30日，清明临近，成都市公
安局成华区分局数十名青年民警身
着警服，前往磨盘山悼烈士何晓雨。
每一年，王滨川、党成、张进都会出现
在悼念队伍中。简单的悼念过后，其
他人逐一离开，三人沉默地伫立。

取下警帽，从兜里拿出一根烟，点
燃，放在墓碑前，再拿出一根，点燃……

“16年了，时间过得太快了。”猛吸了一
口烟，王滨川打开了话匣子。一旁，党
成、张进也点起了烟，加入了闲聊。

这是他们独特的相处方式。每
年清明、何晓雨的忌日以及生日，他
们都会来这里，陪他抽一支烟。“一边
抽烟一边闲扯，就跟他还在我们身边
一样。”

时间退回到2002年5月27日，
凌晨2点过，4人接到命令，在万年场
设卡堵截歹徒。在执行任务的过程
中，何晓雨中弹牺牲。

那时的何晓雨，刚过29岁生日，
在防暴大队3年，开朗乐观的性格让
他颇有人缘。作为搭档兼大哥，王滨
川与他有着深厚的革命情感。“如果
不是晓雨，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人。”
也是从那时起，三人开始把何晓雨的
父母喊作“老爸”、“老妈”，这一叫，就
叫了16年，他们的子女，也把老人叫
做爷爷奶奶。

三个“幺儿”尽孝“母亲”很是欣慰

16年过去了，三人也调到了不同
的岗位，然而，“幺儿”这个身份，一直
没有变过。

今年春节前一个星期，三人就在
计划着团圆饭了。2月9日晚上，成
华区一酒店，王滨川、党成以及老同
事栗明、刘俊带着家人准时赴约。何
晓雨的母亲袁永钧则早已为孙子孙
女们准备好了红包。“王幺爸”、“党幺
爸”……何晓雨的小侄女，当年才5
岁的小女孩，如今成为了亭亭玉立的
大姑娘，见着王滨川几人，亲切地打
着招呼。

这样特别的年夜饭，已经持续了
16年。“以前是我们到老妈家吃，老妈
做的鸡汤最好吃了，还有凉拌鸡，她
晓得我们爱吃，每次都会多做一些。”
党成说，最近4年，考虑到老人年纪
大了，才改在外面吃。

2016年“老爸”生病住院，3个
“幺儿”和大儿子一起，轮流去医院照
顾老人。袁永钧不只一次地对别人
说过，“我还是欣慰，有那么多儿子。”

在党成看来，“老妈”像每个母亲
一样，“她总是喊我们不要担心她，喊
我们自己忙自己的，工作重要。我们
有什么成绩了，她高兴得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冰清

生死的路肩他想要救人
2014年7月19日上午11点42分，

汶川县公安局银杏乡交警中队的队长刘
富平和民警李富龙，在都汶高速上接到了
命令：到银杏隧道内处理一起单车事故。

“事故很简单，司机也没受伤，只是在
我们摆好锥形筒不久，后方一辆面包车和
一辆红色轿车发生了擦挂。”刘富平说，当
时红色轿车上的4个人都下车了，李富龙
把他们拉到路边安全地带。

这时，一辆车牌号为川A585**的丰
田越野车，向他们冲了过来。

“越野车时速差不多有100公里，先
追尾二次事故中的后车后猛的左转，我听
到奇怪的刹车声，估计车失控了。”刘富平
说，越野车向左漂移后，撞上最左侧的路
肩改变了方向，径直朝着李富龙和身边的
司机冲去。“当时李富龙已经在往路肩上
跨，但他明显放缓了速度。”接下来，刘富
平看到了让自己动容的一幕：李富龙伸手
去拉司机，试图把他拉上路肩。

很快，越野车撞了上来。一声巨响
后，烟尘弥漫，虽然离撞击点只有不到4

米的距离，但刘富平什么也看不清。

热血洒异乡他倒在一线

“李富龙，你咋个样了？”刘富平跑到
严重变形的越野车头处，发现被撞的司机
在车轮下，已经没有了呼吸。李富龙躺在
路肩处，右脚和右手血肉模糊，背后的墙
上飞溅了大量血迹。

旁边有人试着扶起他，而李富龙只是
小声地说：“我很痛。”

“我成了现场唯一能处置事故的交警，
当时恨不得让别人开我的警车把李富龙送
出去。”刘富平跑出隧道口，打电话报120。

再度回到现场后，脸色煞白的李富龙
已经没有了意识。从帮忙的路人那里，刘
富平知道了李富龙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

“我想抽支烟……我可能撑不住了……”
120救护车赶到后，进行了急救。

“他的致命伤在腰部，在事故现场就
已经基本没有生命体征了。”医生介绍。

随后，李富龙被送往汶川县人民医
院。下午2点30分，他因抢救无效，被宣
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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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丈夫执勤时遇车祸牺牲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柳锋

祭奠

妻子
遥祭

我也穿上了警服

相隔数千里野花祭丈夫

2014年7月19日，汶川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银杏中队民警李富龙在处理一起
交通事故时，在自己完全有机会脱离危险
的情况下，奋不顾身、舍己救人，不幸英勇
牺牲，献出了年仅25岁的生命，留下了妻
子陈慧与年幼的女儿斐斐。

3月29日，清明临近，陈慧牵着已经
5岁的斐斐走在交警中队前的山间小路
上。路边开满了黄色的野花。半山坡上，
陈慧和斐斐将一束野花插在地上，遥寄对
李富龙的思念。

“富龙，我也穿上了警服，做着你曾经
做的工作。”陈慧说。

李富龙殉职后，在省、州、县各级公安
机关领导的关怀下，陈慧来到了李富龙工
作的银杏中队，当上了工勤人员，从事辅
助执法工作。而此时，李富龙已被安葬在
老家山东省胶州市烈士陵园。

笔记续使命初心铸警魂

“小陈，这里有个交通违法需要处理
一下。”中队长梁大友招呼着陈慧。电脑
前，陈慧熟练地录入违章信息。

刚入职时，从未接触过公安内勤工作
的陈慧得到了同事们的热心帮助。大家
手把手地教她处理违法的工作流程，陈慧
担心自己记不住，就将要点记录在李富龙
曾经使用过的笔记本上。这本笔记本李
富龙只写了一页，现在已经被陈慧写得满
满的。“每次用这个笔记本记录时，我都会
想起他。”陈慧说。

在处理交通违法信息时，陈慧时不时
会遇到情绪激动的司机。有一次，一名货
车司机前来交警队接受处罚，他当着陈慧
的面抱怨，“如果我们不超速超载，根本就
挣不到钱。”

因为深切感受过车祸带来的伤害，陈

慧耐心地劝说司机，“挣钱是小事，每一次
出门，老婆孩子都盼着你平安回家，他们
的心情你理解吗？”这样的情感执法让违
法司机格外动容。

银杏中队的辖区内，有国道213线和
都汶高速两条交通大动脉，大部分路段都
在高山峡谷中。车流量大，平均每天经过
卡点的运输车辆就达到8千多辆。

警力有限，工作量大，中队外出执勤
的交警们经常忙得错过了吃饭时间。特
别是冬天，大家在外冻了大半天，但是回
到中队总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这是因
为陈慧和食堂的大姐会在大家回来之前
又将饭菜热一遍。如果遇到任务重，大家
不能回来吃饭时，陈慧就将饭菜送往每个
执勤点。在同事们吃饭时，陈慧就会协助
进行指挥交通、查缉车辆等工作，让大家
休息一下。

“我只有通过认真工作来回报大家对
我们的关心，完成好富龙深爱着却未能完
成的警察事业，这也是他希望看到的。”陈
慧说。

回溯

3月29日，清明将至。四川汶川，陈慧牵着5岁女儿走在满是黄色野花的山间小路上，空旷处，两人站定，
半蹲着把一束采来的野花插在草地上。

““富龙富龙，，你走了你走了44年了年了，，我也穿上了警服我也穿上了警服，，你生前只写了一你生前只写了一
页的笔记本页的笔记本，，我接着在用我接着在用。”。”陈慧望着北方默念着，那个方向的山东胶州市烈士陵园，是她

丈夫安息之处。
4年前，汶川交警李富龙在处理一起小车祸时，一辆越野车失控疾驰而来，身手矫健的他原本可脱险。但

在最后几秒，他放缓了速度，伸手拉了身边的驾驶员一把，被失控车辆撞上殉职。

成都民警牺牲16年
烈士父母多了3个“幺儿”

清
明

历
史

品

清
明

天
气

看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秋凤）4月4日，记
者从省外事侨务办得到确认消息，4月11日至
13日奥地利总统和总理将访问四川。此前，中
国外交部发布消息，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将于
4月7日至1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同期访问同一个国
家，为奥地利历史上首次，在国际交往史上也

非常罕见。据悉，代表团首站将访问北京，第
二站前往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
会，第三站访问中国西部都市成都，举办奥地
利驻成都总领事馆开馆仪式。双方企业将参
加在北京、成都举行的大型经贸论坛及对接活
动，签署产业合作、电动汽车、金融、设备采购、
联合研发等十余项合同，首列直达奥地利首都
维也纳的中欧班列将从成都启程。

11日至13日奥地利总统和总理将访川

陈慧和斐斐将野花插在地上遥寄对李富龙的思念。

国道213，陈慧在中队长的带领下指挥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