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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小红）
近年来，成都高新区深入开展家风
建设，把家庭作为廉政文化建设重
要阵地，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家
庭美德，着力营造尊廉、崇廉、助廉
的浓厚氛围。5月9日，高新区芳草
街街道元通社区举办“共话好家训
家风·筑牢廉洁防火墙”母亲节特别
活动，吸引数十名党员和群众参加。

活动前，元通社区向辖区居民
征集母亲的老照片，先后收到 50
余张珍贵的老照片。征集活动结
束后，社区从中挑选出 12张具有
代表性的老照片，并邀请照片提供
者为大家分享母亲的家风故事。
活动现场，随着幻灯片的播放，珍
贵的老照片，温馨难忘的往事一一
呈现在大家面前。讲诉者分享了
母亲以廉持家，以德治家，以情暖
家的感人故事。

“母亲读书不多，一生从事平凡
的工作，但却用朴实的言语和平凡
的行动身体力行地教育我们要清白
做人，清廉做事。”一位讲述者分享
着母亲的故事，眼里饱含泪水。

“通过举办此次活动，既颂扬母
亲平凡伟大的奉献精神，又充分发
挥正面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元通
社区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社区将深
挖好家风好家训素材，树立廉洁家
风榜样，用身边人、身边事感染人、
教育人，让好家风内化于心、外践于
行，以“好家风”促“好作风”，推动
作风建设再上新台阶，见实效。

华西都市报讯（李黎 记者 秦
怡）“过去办事，一有困难就想着要
表示一下。现在部门会主动找上门
来了解情况、解决困难。”成都市郫
都区安德川菜园区一名负责人说，
近年来他明显感受到清亲政商关系
不再是一句口号。

“区纪委监委将加强精准监督、
严肃追责问责，创新方法策略，聚焦
政企互动，为企业赢得最大发展生
机。”郫都区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
任陈杰在郫都区建设国际化营商环
境大会说。清亲政商关系的构建、
营商环境的优化，和郫都区纪委监
委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提供纪律保
障有密切关系。

良好政治生态是先决条件。为
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企业的良性互
动，郫都区纪委监委邀请了4名企
业家和企业员工担任特约监察员，
拓宽发现问题的渠道，提升解决问
题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开展精准监督是根本保证。郫
都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聚
焦深化“放管服”改革、规范税收执
法、健全“双随机、一公开”综合监
管机制等工作，区纪委监委将进一
步完善落实“六位一体”监督格局，
精准开展监督检查，确保高质效落
落实。

开启“绿色通道”，信访举报分
类处置。郫都区纪委监委建立了全
区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年违纪违法
问题信访绿色通道，督促相关职能
部门快查快结。同时，深化阳光问
责问廉，邀请企业参与全媒体直播
监督问责节目，拓宽监督渠道、增强
监督实效。

除了精准监督，严肃追责问责
也是关键。郫都区纪委监委结合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集中整治，对失职
渎职、“新官不理旧账”等，坚决从
严追责问责；对为黑恶势力充当“保
护伞”、破坏营商环境的深挖细查。
对查处问责的典型案件一律通报曝
光，释放出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
烈信号。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何方迪）5
月 7日，成都交警三分局民警在街
头正常开展交通违法劝导时，被路
过女子李某拍下视频随后上传到社
交媒体，并发布辱警言论，言辞恶
劣。

当晚，成都交警三分局将相关
信息及时反馈交警支队并联系辖区
派出所对李某进行处理。目前辱警
当事人李某，因寻衅滋事被行政拘
留5日。

7日下午5时许，针对电动车违
规载人，成都交警三分局在天仙桥
北街展开交通违法劝导。同一时
刻，市民李某乘出租车路过附近后，
见民警纠正电瓶车违章，遂使用手
机拍摄交警劝导画面，并登录微博
账号，发布博文对交警进行辱骂。

李某在微博里言语恶劣，称民
警“欺软怕硬！”，有选择性地劝
导。记者从交警三分局实际了解
到，当日协警在路口制止各类非机
动车违法，只要发现违规就制止并
把图片发到工作群，不存在欺负农
民工的行为，当天下午一共纠正了
12起违法行为。

5月 8日上午9点过，隆昌市运
管所工作人员在隆泸大道和飞
泉路路口发现疑似非法营运车

辆，当工作人员表明身份要求驾驶员下车
接受检查时，不仅遭到拒绝，更是被顶在
引擎盖上行驶约百米才停下。正当其要
再次驾车逃跑时，被交警控制并带往隆昌
市公安局云峰派出所。目前，刘某因阻碍
执行职务已被隆昌警方依照《治安管理处
罚条例》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8日，隆昌市交通运输局与隆昌市
公安局开展道路旅客运输非法营运专
项整治行动，并在非法运营车辆长期停
靠的隆泸大道和飞泉路路口进行重点
监控。

上午9点过，一辆搭乘着带有行李
的乘客的摩托车从隆泸大道驶来，在隆
泸大道和飞泉路路口停下。随后，该摩
托车司机下车先是和路口站着聊天的
几人说了几句话，后又与自己车上的乘
客进行短暂交流，此后，该乘客带着行
李上了一辆白色桑塔纳轿车。

几人的行为引起了运管所工作人
员的注意。随即，运管工作人员邱峰
（化名）与罗毅跟随该车。只见这辆白
色桑塔纳行驶到商机厂时，该车驾驶员
刘某停车与从泸隆客车下来的两名乘
客进行攀谈，随后，两名乘客上了车。

搭乘着三名乘客的该车从兴隆桥
方向驶往高铁站方向，当到达成渝东路

与重庆路交叉红绿灯路口时，邱峰与罗
毅利用其等待红绿灯时间将其挡获。邱
峰站在其车头方向，罗毅则站在驾驶座
外表明身份，要求驾驶员下车接受检查，
但刘某拒不接受检查并把车门锁死。

双方僵持了半分钟左右后，刘某竟
突然加大油门将车驶出，邱峰躲避不及
被顶在引擎盖上，遂一手紧抓雨刮器，
一手拍打前挡玻璃，要求刘某立刻停
车，同时，车内的乘客也叫喊着停车，但
刘某依旧驾驶该车近百米才停下，下车
欲将邱峰拉下引擎盖，而此刻邱峰则坚

持在其引擎盖上与其拉扯拖延时间。
此时，刘某看到隆昌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车辆等已经逼近自己，遂准备再次
驾车逃跑。但交警大队车辆、运管所公
务车以及一辆前来帮忙的邮政车辆将
其围住。随后，刘某被交警控制，并带
往云峰派出所。

目前刘某因阻碍执行职务已被隆
昌警方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作出
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而其非法营运
行为将进行进一步处理。
陈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昔兴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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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还可以是发明家。5月8日，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血管外科医生姚
佐懿收到国家专利证书，他和团队发明
的“静脉曲张血管剥离器”被正式授予
专利，而这项专利的发明能解决静脉曲
张手术时手术钳不那么合手的问题，不
但可以缩小手术切口，还可以减少切口
数量。

作为一名血管外科医生，静脉曲张
手术是姚佐懿常做的其中一种手术。在
实施这类手术时，需要使用手术钳对静
脉进行剥离，但是他在手术过程中发现，
即使是最小的手术钳，在剥离血管时仍
然不能很顺利地完成大范围血管剥离。

姚佐懿自称，自己有“强迫症”，明
明可以只切开5毫米的小口子，但因为
外力原因必须延长切口，明明一两个切
口就可以解决，却要开五六个切口，这
让他不能接受。“医生自我要求越高对
病人恢复越有利，甚至可能缩短病人的
住院时间。”

2018年，姚佐懿在四川色达县人
民医院支援，期间与同事李崇科开始研
制“血管剥离器”。小小的剥离器，前后
大约修改了20遍设计稿子，中途还专
门远程请教了科主任刘建和医管部长
唐红梅，才最终成形。

从申请到拿到专利证书，刚好一
年！姚佐懿和他所在的血管外科团队
很期待有一天，能把这个设计变成手术
器械，实际运用到手术中，缩小和减少
手术切口，让病人创伤更小、恢复更快、
满意度更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宁芝

何致远弥留之际，同事赵警
官全程陪伴。“他听着录有女儿
笑闹声音的音频，终于闭上了眼
睛走了。”赵警官说，由于深度昏
迷，何致远在病床上的最后十来
天一直没能合上双眼。此前，曾
有家属告诉他，何致远最放心不
下的，是他3岁的女儿。

由于孩子尚小，不便将其带
到病房看到这样的场景，家属和
同事商量了一个点子，把孩子在
家的各种声音录下来，放给病床
上的何致远听。“声音一出来，他
的眼睛就闭上了，生命体征也没
有了。”赵警官说着，眼睛红了。

“曾经问他为什么做警察。
他说，就是有这样一种情结。”赵

警官回忆，考入公安机关，何致
远费了不少力，前后遭遇了数次

“滑铁卢”，却仍然没有放弃。在
他的处室领导眼里，这个年轻人
能够把交办的事情做得完美；遇
到困难的任务，或是去到条件艰
苦的藏区，他总是第一时间主动
请缨。

同事赖警官眼中，何致远积
极向上，热爱运动，十分阳光。

“他是足球队的一员，参与了足
球队的组建。”赖警官说，何致远
每天都从位于三环的家里骑自
行车到单位上班，总能把自己的
生活规划得有条不紊。

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却被无
情的病魔夺走了。

将执法人员顶上引擎盖
疯狂逃跑近100米黑车拒查

川省公安厅大院，阳光帅气的民警何致远再也不会回来。5月8日
6点53分，他在病床上永远合上了眼睛，年仅37岁。
何致远是一位常年工作在藏区的年轻民警，从警虽只有7年，但他

踏足的地方平均海拔在3500以上，累计行程4万多公里。工作期间，他共
参与处置突发事件11起、侦破重大专案17起，铲除分裂犯罪团伙4个，打击
犯罪分子26人。

带着对3岁多女儿的无限不舍，带着对人间世的无限留恋，患脑肿瘤的
他永远地离开了同事和家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受访者供图

网上恶意辱警
成都一女子

被行政拘留5日

芳草街街道
共话好家风家训
筑牢廉洁“防火墙”

郫都区
为良好营商环境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听着3岁女儿的录音
他闭上了眼睛

37岁国保民警何致远因病去世

2017年，在一次出差途中，
何致远感到一阵眩晕，当时只
是以为太疲倦。2018 年春节
过后，他到医院进行检查，报告
显示大脑部分可能有疑似肿瘤
……而后，病魔日日夜夜折磨
着他。

由于脑肿瘤不断地增生占
位，他头疼不断加剧，视力也愈
加模糊起来。2018年4月8日，
他在办公室倒下了，几日后被确
诊为“松垂体肿瘤”，随即进行手
术。

2018年4月，第一次手术后
的他回到家中休养。当月 23
日，妻子晓雅回家时，看到何致
远拖着行李箱站在楼下，问他
要干啥，他说：“单位通知我要
出差了。”刚刚做完手术，单位
怎么会安排他这样的重症病人
出差？妻子晓雅立即打电话向

他的同事询问，原来这是何致远
的臆想。

“他虽然病了，但是心里一
直想着工作的事情。”同事黄警
官回忆，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不
少，工作成了何致远不完全清醒
情况下的执念。在他患病期间，
只要看到微信工作群上安排工
作时，他也总会留言回复，询问
自己的任务——“我去哪里呢？
我分到哪个位置？”

生病后，他常常觉得愧疚，
也常常私下和同事聊天说着自
己对于岗位的想念。“我想回来
上班了，你们这么忙，我病得不
是时候。”

去年生日时，同事们一起到
医院为他过了最后一次生日。
生日会上，他还跟领导说，想回
去上班。领导安慰他：“有事情
给你做的，都安排好了。”

曾经，一些朋友到医院看他时
都会说起：你如果不去当警察，今
天也许不会躺在这里。这样的话，
妻子晓雅也曾说过，但何致远却
说，自己从没有后悔从警的选择。

晓雅希望丈夫天天陪伴在身
旁，但他的工作并不允许。2016年
4月，何致远接受了一项专项工作，
到外省出差一个月，而妻子的预产
期在5月份。行前，他把脸贴在妻
子隆起的肚皮上，对肚子里的孩子
说：“宝贝，在里面要听话，爸爸跟你
约定，一个月后见！”此程，他每天工
作都在十来小时，只有在夜深时才
有时间给妻子发条语音信息问候。

2016年4月7日，晓雅疼痛难
忍，一个人打车来到医院，经检查，

预产期提前了，必须立即进手术室
剖腹产。来不及给丈夫打电话，晓
雅一个人签完字，便上了手术台。

几个小时后，何致远的电话响
了，里面传来了女儿清脆的啼哭
声，这是他听到的最美妙的音符。
不过3年，他却要与自己的小天使
永别了。

治安、交警、刑侦、经侦……这
些是社会上知晓面较广的警种，何
致远所在的国保处在隐蔽战线，鲜
有所闻。“他说自己在工作岗位上
没能做出多么伟大的事情，但我觉
得，他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到了不
平凡。”其处室领导说，平时彼此就
像兄弟一样，相互照顾，体贴。现
在，只希望他走得安心。

眷
恋

执
念

永
别

听到女儿的声音，闭上眼睛

手术后，念念不忘工作

平凡岗位上不平凡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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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医生搞发明
获国家专利

同事为何致远
庆祝生日。

女儿清脆
的啼哭声，是
何致远听到的
最美妙的音
符。

工作中的
何致远。

黑车司机将执法人员顶上引擎盖逃跑。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