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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政第一高手”
对户籍资料采集要求严格

杨光于1984年担任荣县留佳镇
驻乡公安员，1987年成为正式民警。
先后在留佳镇派出所、长山镇派出所
工作，长期担任内勤户籍民警。2010
年调荣县公安局户政中队，一直在户
政管理岗位工作，直到离世。

杨光在户政管理岗位工作的20
多年里，逐渐成为户政资料调查收集、
整理汇总的行家，先后多次获得省、市
户政资料管理、人口普查统计先进个
人。

和杨光一起在户政中队共事8年的
民警郑珍祥说，杨光走了，整个自贡市户
政管理系统或许再也找不到业务能力更
强的民警了，“他是全市户政管理的第一
高手。”

荣县公安局双古派出所户籍员但
丽萍，业务上曾接受杨光指导。“杨老
师太凶了！”刚从事户籍资料采集和整
理时，但丽萍几乎每次提交到户政中
队的材料，都会被杨光退回来几次。

“他很认真，除了资料本身的真实
和清楚，还要求书写规范，包括标点符
号。”如果连续几次仍不符合要求，杨
光就要发脾气，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从来就没讲过一次情面。”但丽萍说。
在杨光的办公室，但丽萍看着年

前交上来被杨光整理好的一叠户籍材
料，不禁悲从中来：“我们现在都能做
到一次性符合杨老师的要求了，可是
他为什么就走了呢？”

元旦那天，杨光在他创建的“荣县
户籍系统群”里，给大家发了很多红
包，但丽萍也抢到了一个。而1月2日
以后，这个群变得一片沉寂。

待人和气脾气好
既热爱工作也热爱家庭
在家里，杨光的妻子李惠翻出丈

夫留下的一摞摞荣誉证书和奖状，一
本一本地打开，再合上，然后坐在沙发
上发呆。

李惠和杨光都生于 1964 年。
1985年两人相识于留佳镇，1986年
结为夫妻，1987年生下女儿。

成家以后，杨光依然延续着在派
出所工作并住在那里的习惯，只有周
末不值班时回家。“女儿一直由外公外
婆带大，直到成年。”

除了专心于户政业务，杨光也很
爱家。“操心老人的事，操心兄弟姐妹
的事，操心女儿的事。”李惠说，杨光对
女儿“爱得很”，只要是女儿合理的要
求，他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满足。

32年的夫妻，李惠给丈夫的评价
是：不善言辞，有孝心，待人和气，脾气
好，“我们从没吵过架，他在我面前连
脏话都没说过一句。”

有情义的汉子
女儿生日不忘给她发红包

荣县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信
息宣传中心主任陈强说：“杨光身材壮
实，穿着整洁，皮肤很白，显得很帅
气，因此人送外号‘白富美’”。

杨光的书柜被各类书籍塞得满满
的，其中大多是名人传记等历史、人文
书籍，还有不少中外名著。李惠说，杨
光年轻时就很喜欢写文章，“几乎每个
月都会收到报刊杂志寄来的稿费，有
时候有好几百元呢。”

在杨光的电脑里，存着他和妻子
几年前去新疆旅游的照片。照片上的
他衣着时尚、潇洒，和李惠在草原上、
在充满异域风情的口岸留下了难忘的
记忆。

可是这一切，随着新年元旦的过

去，变成了永远的回忆。
按照勤务安排，杨光分别在2018

年 12 月 30 日和 2019 年元旦值班。
而12月31日这天恰好该他备勤，于
是他抽空回了一趟老家，看望兄弟姐
妹。

“这是不是冥冥中有预感，他特地
回去和家人告别？”李惠悲伤地说。

元旦当天下午，杨光值守勤务下
班后，专门给在乐山旅游的女儿微信
转账一个红包，祝女儿32岁生日快
乐。

2日凌晨，杨光突发冠心病，离开
了挚爱的妻女。

平凡得像粒尘埃
工作从来没出过差错
杨光的离世在荣县公安局乃至整

个自贡公安系统引起关注。1月4日，
杨光的遗体告别仪式在荣县殡仪馆举
行，全县警务人员或者到场、或者因值
班委托同事代为致哀。

荣县公安微博、微信，自贡公安微
博分别发布了缅怀这位普通民警的消
息。

已经调离荣县公安局（原政委）的
自贡市自流井区副区长、公安局长林
兵也赶到荣县，向昔日的同事、部下和
战友致敬、告别。

荣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户政中队长
张平的办公桌和杨光面对面，如今面
对搭档空荡荡的办公桌，他很不习
惯。“杨光早上7点半就到办公室，中
午一般都不休息，在加班整理资料，晚
上往往很晚才下班。”

荣县全县户籍人口近70万，所有
户籍资料的收集、整理审核和上报，都
要通过杨光这最后一关。“从来没有出
过差错。他就是这样，话不多，只求把
事做好。”荣县副县长、公安局长任伟
说，作为一个普通民警，杨光没有惊天
动地的壮举，没有可歌可泣的事迹，平
凡得像一粒尘埃，“但我们应该记住他、
怀念他。我们要让每一个普通民警默
默的工作和奉献，得到认可和尊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章采

1月5日早上8时，自贡市荣县留佳
镇瓦滓村一处山坡上，杨光的骨灰下葬。
这里，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54岁的荣县公安局民警杨光，2018
年12月30日和2019年元旦都在户政
中队值班。元旦当晚下班后，他给当天年
满32岁的女儿发了一个生日红包。1月
2日凌晨，杨光突发冠心病离开人世。

杨光生前的办公桌。

杨光获得的奖状和证书。 杨光与妻子外出旅游合影。

元旦值班两天后
荣县民警杨光突发疾病离世

同事追忆：他是个默默奉献的人，应该被记住

超级大乐透第19002期全国销售
225241300元。开奖号码：02、07、14、22、31、
01、07，一等奖基本3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
追加2注，单注奖金600万元。二等奖基本
128注，单注奖金73021元，追加64注，单注
奖金43812元。三等奖基本1288注，单注奖
金3141元，追加360注，单注奖金1884元。
7151049695.2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19005期全国销售15832330
元。开奖号码：062。直选全国中奖274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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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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
良：自贡、南充、广元、内江、宜宾、广
安、资阳、绵阳、攀枝花、遂宁、眉山、巴
中
轻度污染：乐山、德阳、达州

5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25—155
空气质量等级：轻度至中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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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月5日开奖结果

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遂宁
德阳
雅安
乐山
眉山
资阳
内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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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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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
巴中
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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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6-10℃
4-22℃
7-23℃
2-8℃
3-9℃
4-10℃
3-8℃
3-8℃
4-9℃
5-9℃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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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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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3-7℃
7-20℃
10-23℃
1-10℃
3-11℃
5-10℃
3-12℃
3-7℃
5-9℃
4-10℃
5-10℃
6-10℃
6-11℃
5-10℃
6-9℃
6-9℃
6-11℃
4-10℃
6-10℃

吴冰清

想在新年恢复好牙？
种植牙可半价做啦
年轻人平时忙于工作，总是未能及时

给父母关爱，忽视了他们的健康；老人们
牙齿逐渐掉落，不忍让年轻人担心，牙齿
嚼不了食物也默默承受。

春节临近，把缺牙修复好，过年也能
好好吃饭。拨打028-96111报名，做种
植牙仅需半价，还有机会获免费种植牙。

缺牙，种植牙可修复
种植牙被视为一种持久性的缺牙修

复办法，被称为人类的第三副牙齿。而现
在采用的微创种植牙技术，整个种植过程
创伤小，几乎无痛苦，术后即可进食，植入
种植体一般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种植
牙结实牢固堪比真牙，尤其适用于老年朋
友。想做种植牙的市民，请拨96111咨询
了解。

你知道吗？冬季更适合种植牙
元旦前后气温适宜，正是缺牙市民选

择种牙的好时机。夏季种牙易发炎或种牙
恢复期延长，而在冬季，气温较低，能有效
控制口腔细菌滋生，加快种植牙术后微小
创面的愈合，大大提高了种植牙的存活率。

种植牙半价
电话报名，可享进口种植牙半价做

（包含植体、基台、牙冠），机会难得，只需
要花平常一半的钱就可以做种植牙；还有
机会获免费种植牙，不限名额，天天送。

近期拨打028-96111预约，可免费
做口腔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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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至12日晚，成都锦城艺术
宫将上演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爷们儿》；

1月12日至13日，东郊记忆·荷苗剧
场将上演经典童话剧《老鼠嫁女》；

1月13日上下午，成都大喜时代剧场
将上演大型儿童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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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举
办《石川绫子小提琴动漫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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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玩学生落入深水
辅警跳入河中施救

4日中午1时47分，正在值班
的多扶派出所民警蒋涛洪接到群
众报警称：多扶镇中心街大桥处
的阳溪河下有一个小孩落水，情
况危急。辅警段代银拿上救生
圈,飞奔出派出所，民警蒋涛洪、
毛冲随后驾驶警车赶往现场。

小孩吉某落水处的河道正在
施工，河面到平地间有个5米多长
的斜陡坡。段代银到达现场后发
现，河道中的小孩面部已没入水
中，因地势问题，旁边一名跳入水
中救援的群众根本无法将落水小
孩救起，情况十分危急。段代银
迅速滑入河水后，一手搭在救生
圈上，一手奋力将溺水的小孩托
举出水面，准备将其救上岸，但由

于入水处坡度太大，青苔湿滑，他
无法将小孩送上岸。

在岸上救援的民警赶紧找来
一根长竹竿，递给段代银，在现场
民警和群众的帮助下，一双双手
通过接力的方式，将落水的小孩
传递到陡坡上的平地处。随后，
小孩吉某被警车送往西充县人民
医院多扶新区医院治疗，因抢救
及时，吉某最终从昏迷中醒来，经
医生检查并无大碍。

跳河救人原因简单
获得众多网友点赞

当时救援现场温度7℃，河水
温度更低。救援成功后，民警毛
冲见段代银光着脚走上岸，全身
湿透，便将自己的上衣外套和警
用皮鞋脱下，让段代银穿上。由

于警车已经送溺水的吉某到医
院救治，段代银随后徒步回到派
出所。

民警、辅警火速出警、迅速救
起落水小学生，得到群众一致好
评，多名群众将现场录制的视频
发到朋友圈，获得网友点赞。“平
时派出所的领导和同事们都把我
当成最亲密的战友来看，并没有
辅警、民警之分，我应该向他们学
习，危难时刻显身手。”回忆起救
人的一幕，段代银说。

在平日工作中，段代银就是
一把好手，在多扶土生土长的他
对辖区情况比较熟悉，曾走进上
千户群众家中采取各类信息
20000余万条。去年7月，他在一
次巡逻中，还与民警一起抓获一
名扒窃人员。

谢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苏定伟 摄影报道

小孩落水处是一个大斜坡，为施
救增加了难度。

危难时显身手

西充民警百姓
水中接力救人

8岁小孩上学途中坠河

1月4日中午1时47分许，西充县多扶镇阳
溪河一名二年级8岁学生上学途中，因贪玩不慎
落入河中。西充县公安局多扶镇派出所民警、辅
警接到报警后，火速赶往500米外的河边救人，
在群众的配合下将落水小孩成功救起，随后用警
车送往医院救治。

救人的一幕，被民警执法记录仪和网友手机
拍下。

平凡中见业绩

落水小孩被救上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