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3日，年仅10岁、高高瘦
瘦的小女孩君君（化名）在家人
的陪伴下来到内江市资中县公
安局双河派出所，给民警崔鹏送
上一面锦旗。

原来，2018年11月13日，君
君成为了父亲轻生现场的第一发
现人，崔鹏是处警民警。当崔鹏
看见眼里满是恐惧的君君时，很
是心疼。

之后，他八方奔走联系学校
和村里相关机构，希望能给予君
君最大的帮助，能对她的精神、心
理进行开导，并设法医治她脚痛
的毛病。就这样，不到两个月的
时间里，这个陌生的“崔叔叔”走
进了小女孩君君的生活，给无助
的她送去了温暖，让君君敞开了
心扉，重拾生活的信心。

父亲轻生留下10岁小女孩
民警蜀黍当起了“爸爸”

目睹父亲轻生现场
女孩充满恐惧和无助

去年11月13日早上六点，在父母
的争吵声中，一夜未眠的君君被姑姑
接到了爷爷家。“我要走了。”刚踏进爷
爷家门，君君就听见母亲这样给爷爷
说。听见难得回家一次的母亲这样
说，君君很难过，但她强忍着，因为她
还要参加学校的半期考试。

“爸爸，开门呀！”在姑姑与妈妈的
带领下，君君赶回家中拿书包，她焦急
地拍打着家门，却怎么也无人回应。

“嘭！”房门终于被撞开，可映入
君君眼帘的，却是令她痛心难忘的一
幕：那个疼自己、爱自己的父亲选择
了轻生。

与此同时，双河派出所值班民警
崔鹏接到报警电话，匆忙赶到现场。

“一个小女孩愣愣地待在外面的
院子里，眼里充满了恐惧与无助。”赶
到现场的崔鹏见此情形，很是心疼。
当他向君君了解情况时，发现她说话
的时候全身发抖，声音里充满着无助。

多方沟通照顾女孩
治好她多年的脚痛毛病

在处警中，崔鹏了解到，君君的
父亲母亲有很深的矛盾，已经分居多
年，君君一直由父亲照顾，而大她两
岁的哥哥则被母亲带走。父母分居
期间，君君生活环境以及家庭条件都
很差。

“当时已经11月了，我看到她的床上
还只有一张凉席。”看了君君的生活环境，
崔鹏心中暗暗发誓，要帮助这个小女孩。

处理完丈夫的后事，君君的母亲
也离开了，从此君君和爷爷生活在了
一起。崔鹏得知情况后，多次和君君
的家人、老师以及村上沟通，希望他们
能够给予孩子一定的帮助。

“治脚的药还有没有啊？”几年来，
君君夜间睡觉都会脚疼，甚至会被疼
醒。当崔鹏得知后，便自掏腰包，请村
干部带君君去看病买药。

“现在，睡觉时脚都不疼了。”想到
夜间不会再被脚疼折磨，君君感激地
望着崔鹏笑了。

一种缘分一份责任
“有事给崔叔叔打电话”

4日，再次与崔鹏见面的君君很开
心，话也比平常多了。她平时在家都
不怎么和爷爷说话，而现在已经有了
变化。她说：“我喜欢和崔叔叔说话，
愿意把自己的小秘密都告诉他”。

听到这句话，崔鹏的内心满是感
慨。他说，遇到君君是一种缘分，也添
了一份责任，“我也是一位父亲，女儿
和她差不多大。每当女儿撒娇的时
候，便会扑进我的怀里。”看着眼前这
个和自己女儿长得有些像的女孩，崔
鹏充满怜惜，“她已经永久失去了那个
可以让自己撒娇的温暖怀抱。”

本应天真烂漫的时光，君君却失
去了父母的关爱，想到这些，崔鹏心
里、眼里满是痛惜，他愿意尽自己最大
努力去帮助这个小女孩。

“把那张写有崔叔叔电话的字条
随时带在身上，有事给崔叔叔打电
话。”4日分别时，崔鹏不住地叮嘱君
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昔兴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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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15时）
AQI指数 67 空气质量 良
优：雅安、康定、马尔康、西昌、攀枝花、
遂宁、眉山、巴中
良：自贡、南充、广元、内江、宜宾、广
安、泸州、德阳、资阳、绵阳
轻度污染：乐山
中度污染：达州

4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00—13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东北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部
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5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月4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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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冰清

7星彩第19002期全国销售14151386
元。开奖号码：1164475，一等奖1注，单注奖
金500万元；二等奖4注，单注奖金99971元；
三 等 奖 104 注 ，单 注 奖 金 1800 元 。
1934688.2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19004期全国销售17143378
元。开奖号码：241。直选全国中奖3097（四
川162）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
8117（四川729）注，单注奖金173元。
8389890.4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9004期全国销售12721734
元。开奖号码：24178。一等奖36注，单注奖
金10万元。208395753.06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3月5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1月9日至10日晚，俄罗斯皇家芭
蕾舞团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演出新年
至臻芭蕾舞剧《天鹅湖》；

1月10日晚，达州巴山大剧院将举
办《白俄罗斯国家歌舞团2019新年歌舞
音乐会》；

1月11日至12日晚，成都锦城艺术
宫将上演开心麻花民国爆笑舞台剧《爷
们儿》；

1月12日上下午，成都妇女儿童剧
场将演出浪漫经典童话剧《灰姑娘》；

1月13日上下午，四川歌舞大剧院
将演出英国BBC大型互动式多媒体儿
童舞台剧《海底小纵队4：极地大探险》；

1月12日晚，民族歌剧《呦呦鹿鸣》
将在宜宾酒都剧场上演；

1月15日至16日晚，成都锦城艺术
宫将上演民族歌剧《呦呦鹿鸣》。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吾志如此江清白”。
这是北宋御史赵抃出任成都知府，

以一琴一鹤只身入蜀，面对滔滔江水，
以江明志留下的千古名句，青白江因此
而得名。成都青白江区的名字就来自
赵抃入川做官的典故。

1月4日，大型历史话剧《大宋御
史·赵抃》首次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将
这位在一千多年前“清廉做官、清正做
事、清白做人”的北宋名臣形象展现在
北京观众的面前。

《大宋御史·赵抃》由成都市青白江
区委、区政府出品，以四川人民艺术剧
院为班底，由陈丽遥创编，敖晓艺执导，
四川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刘党庆担任
制作人和作曲。

一个既符合史实又全新的赵抃
赵抃（1008—1084），字阅道，衢州

西安（今浙江衢州）人。景祐元年
（1034年）进士，历仕宋仁宗、宋英宗、
宋神宗三朝。期间，他四次入蜀，两次
任成都知府。在为官四十余年中，赵
抃清正廉洁、不畏强权、为民务实，素
有“铁面御史”之称，宋英宗评价他为
政是“中和之政”。苏洵、苏轼、苏辙父
子，欧阳修、贾黯等宋代贤能之士，都曾
被赵抃大力举荐。

《大宋御史·赵抃》的导演敖晓艺对
记者表示，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
璀璨的时期，“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诱
惑，非常想讲这样一个故事。”

赵抃携“一琴一鹤”赴任成都时，对
江明志——“吾志如此江清白”，以身作
则，惩治腐败，蜀地一片升平。

敖晓艺说，虽然历史题材的话剧并
不罕见，比如北京人艺的《李白》、四川
人艺的《苏东坡》，但是在她看来，这些
话剧展现的都是“大师，太有名的人
物”，但是赵抃不一样，很多人不一定了
解他。”敖晓艺说，越是了解赵抃，越觉

得他有意思，“我们觉得他符合作为创
作者的很多理想，可以赋予他理想主
义的色彩，所以我们也不用受大师们
的条件限制。我们可以塑造一个既符
合史实、又是全新的赵抃，也是符合青
白文化的赵抃。这就是我们创作的初
衷。”

希望看到更广阔的士大夫世界
创作期间，主创团队先后三次到

青白江采风。《大宋御史·赵抃》的编
剧陈丽遥对记者表示，自己也是通过
创作这部剧，才了解到“原来北宋年
间，还有过一个浙江人，在四川做过这
么多事。”

陈丽遥说，2017年年底她开始接
手这部剧，2018年 1月开始正式着手
写作，仅第一稿就用了三个月。因为

“没有局限于他在四川的政绩，而是看
他的整个生平”，越是接触到更多的事
实，越是希望挖掘这个人物深层次的
精神世界。

在陈丽遥看来，北宋士大夫有一
股独特气质——忧的精神，也就是承
担天下的责任，赵抃在其中很有代表

性。 这是这个人物最打动她的地方，
也成为了她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希望观众看了这部戏，能够查一下，
在北宋，知识分子有这样一个精气神，
有这样的魂。 希望观众能够通过赵抃
这个人，看到他身后更广阔的士大夫
的世界。”

精心制作让观众感受北宋风华
《大宋御史·赵抃》着力展现彰显

“清白”文化，弘扬清风正气。导演敖晓
艺说，这是自己指导的第一部历史剧，

“每个导演心里都有一个做历史剧的情
结，我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展现北宋
的服饰、清明上河图里的文人、百姓和
很多东西，很难得。”

演出在充分注重对人物刻画的
同时，也对表现形式有着严苛的要
求。为了能够让观众更加“入戏”，感
受北宋风华，敖晓艺介绍说，“道具车
（的造型）都是从清明上河图上’扒’
出来的”。

该剧集合了四川省和全国优秀
的专业戏剧创作人员，四川人民艺术
剧院优秀演员刘岳琦与孔斐在剧中

分别饰演赵抃和宋仁宗，四川人民艺
术剧院艺术总监、国家一级演员贾建
立饰演陈执中。此外，四川人民艺术
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刘运元、王跃进、
曹立春等“老戏骨”分别在剧中饰演
了不同性格的大宋官员，而一直追随
赵抃的老仆由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艺术研究院曲艺团著名演员徐光
举饰演。

此次《大宋御史·赵抃》赴京演出，
也是导演敖晓艺执导的作品第一次登
上国家大剧院舞台。对于这位毕业于
中央戏剧学院的科班导演来说，“就好
像交作业一样”。在她看来，自己的任
务就是要向观众展现一个活生生的赵
抃，“不教条、不罗列。戏剧最高级的
形式就是大家都来看，然后发出不同
的感叹。”

青白江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表
示，创作大型廉政历史话剧《大宋御
史·赵抃》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
发扬，也是廉政文化建设中浓墨重彩
的一笔。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柳青

彰显“清白”文化 弘扬清风正气
话剧《大宋御史·赵抃》首登国家大剧院舞台

话剧《大宋御史·赵抃》。 话剧《大宋御史·赵抃》海报。

民警崔鹏陪
伴小女孩君君
练字。

小女孩君君
在家人的陪伴
下送来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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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两天坚持值守
荣县民警新年倒在工作岗位上

成都烟花爆竹禁放范围扩大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钟晓璐 实习

生 周媛媛）1月4日下午，成都市公安局
在春熙路举行2019年烟花爆竹管理宣
传活动，并现场对最新修订的《成都市烟
花爆竹燃放管理规定》进行了讲解，新规
定实施后，成都市烟花爆竹禁放范围扩
大，禁放范围由“中心城区”调整为“本
市”，城区内的殡仪馆、公墓等场所也不
能燃放烟花爆竹了。

与修正前相比，《成都市烟花爆竹燃
放管理规定》第三条规定将“中心城区”
修改为“本市”，具体修正为：本市锦江
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行政
区域内，以及其他区（县）伸入绕城高速
（G4201）公路外侧500米生态保护带以
内的地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除此之
外，第三条规定中并新增“上述地区以外
的区（市）县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
由区（市）县人民政府划定。”

记者了解到，在第三条中，还删除了
“中心城区内的殡仪馆、公墓等公共祭扫场
所可以在指定的区域和时间燃放。”这意味
着，城区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包括殡仪
馆、公墓等公共祭扫场所也不例外。

比起之前，《成都市烟花爆竹燃放管
理规定》第六条新增“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警期间，全市行政区域内均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

华西都市报讯（陈强 记者 邓丹）1
月2日，连续两天坚持元旦二级勤务值
守，自贡荣县公安局户政中队民警杨
光突发冠心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年仅54岁的他，永远地离开了挚爱的
妻女、年迈的岳父岳母和无比怀念他
的战友。

4日，杨光遗体告别仪式在荣县殡
仪馆举行，战友们在遗像前肃立默哀，

洒泪鞠躬，寄托哀思与怀念，为失去这
样一位好警察、好战友而深深惋惜。现
场，许多人洒泪送别，缅怀这位好同志。

1984年，杨光进入荣县公安系统
工作，24岁任留佳派出所副所长，后一
直在户政战线工作。平凡的岗位，没有
喝彩，没有掌声，没有鲜花，只有从早到
晚的岗位坚守、苦口婆心的政策解释、
不厌其烦的业务培训、事无巨细的审核

审批、春夏秋冬的一线指导。
杨光34年如一日躬身劳作，成为

全市公安户政系统的行家里手，曾获得
全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先进个人”
等殊荣 。

事业未尽身先卒，情愿未了梦难归，
寒霜凄切思不绝，悲泪远望空长叹。荣
县公安发文向他致敬——人民警察劳累
很多，委屈很多，伤痛很多，困境也很多，

但与杨光同志那样生命已定格的战友比
起来，至少我们都还活着。我们没有任
何理由，不尽职履责、载誉前行，我们没
有任何借口，不勇挑重担、百倍努力！

自贡公安也通过微博缅怀：如今，
这位好战友、好大哥永别了心爱的岗
位，再也穿不上陪伴一生的警服，思此
泪目。惟愿杨光同志一路走好，天堂因
你多了一缕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