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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不可以不勇敢》是为了纪念广
大受伤、牺牲的人民警察而创作的。“去年
以来，媒体报道了多起公安民警、武警消
防官兵因公牺牲的新闻。这些事情让我心
里面很难受，我就想创作一个作品送给他
们的家人，想让大家知道，全国的警察们
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刘进说，“一开始
是搜集素材，然后编曲、填词，大概花了5
个晚上加一个周末。因为大家工作都比较
忙，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歌曲完成后，拍摄
MV的时间比较长，大概用了1个多月。”

毕业于西华大学的刘进一直喜爱音
乐，大学期间就从事音乐制作。2014 年 2

月，刘进和当时另一名警察同行通过四川
话说唱防骗rap《听我说唱不得上当受骗》
登上过央视《出彩中国人》。

为了视频MV中最后一个镜头，刘进
一行人专门开车3个多小时，从邛崃赶到
双流牧马山警察训练基地。杨一川至今还
记得，当天的室外温度不超过 10℃。“我
只穿了一件秋天的警服，冷惨了。”那天在
警察训练基地有100多名警察集训，杨一
川要当着他们在警魂碑前敬礼。刘进表
示，碑下刻满了牺牲民警的名字，所以这
个镜头不可或缺。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清明的祭奠是一曲无
言的哀歌，吟咏着那些不能
忘却的纪念。在这个特殊的
日子里，有这样一群逝者尤
其值得我们铭记——

面对凶残的暴徒，他
们 用 血 肉 之 躯 迎 向 锋 利
的 砍 刀 ；面 对 熊 熊 的 烈
火，他们毫不犹豫地冲入
救援一线；病痛缠身，他
们 依 然 一 丝 不 苟 地 到 岗
执勤；弥留之际，他们最
后 的 遗 言 还 不 忘 交 代 工
作……他们，是 2015 年全
国 因 公 牺 牲 的 438 名 公
安 民 警 ，平 均 年 龄 仅 有
46.3 岁。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
祸福避趋之。这些英雄的公
安民警，用他们平凡而又不
平凡的一生维护了国家的
长治久安，也铸就了百姓心
中的永恒丰碑。

危难时刻，是他们挺身
而出。

保护群众，是他们最长
情的告白。

尽忠职守，是他们不变
的担当。

2015 年，全国公安机
关抓获各类外逃人员 627
名，捣毁地下钱庄窝点 300
余个，抓获网络犯罪嫌疑
人 1.5 万余名，杀人、抢劫
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总量
明显下降……亮眼的成绩
单，来源于200万公安民警
的流血牺牲、无私奉献。你
说，他们是无坚不摧的执
法者，人民群众的保护神；
而我说，他们也是普通人，
然 而 一 旦 穿 上 了 那 身 警
服，他们就拥有了无与伦
比的勇气和力量。

祭奠，是为了不能忘却
的纪念。这些公安英烈们的
人生如同夏花一般，短暂而
绚烂，将最美的一瞬留在了
世间。他们的名字将被冠以

“英雄”之称，永远被后来者
所铭记。

据新华社

今天清明节，邛崃市看守所的
辅警何林栩早早计划好，要给一位
此前相识、已经牺牲的老民警扫墓
献花。她在日历本上画的一个圈，
提醒自己这一天的与众不同。“出
于对逝者的考虑，在没得到家属同
意前，我不能说更详细的。”何林栩
只是透露，今天会带上鲜花去看
看。这个出生在警察世家的90后妹
子，显然比其他人更懂得警察。

这并不是惟一的纪念方式。今
年初，何林栩就和警察同行一起演
唱了歌曲视频《警察不可以不勇
敢》。和她一起演唱的邛崃市公安局
临邛派出所的杨一川由于值班，不
能前往墓园扫墓。上周五，是邛崃市
公安局组织扫墓的日子，警察们一
字排开，神情庄重，脱帽致敬。清明
扫墓是全川乃至全国公安机关的传
统，“兄弟，带上我的一束花！”成为
包括杨一川在内的警察同行清明期
间挂在嘴边的一句嘱咐。

据统计，成都公安历史上有90
余名公安民警因公牺牲，去年全年
成都市因公负伤民警达48人。

《警察不可以不勇敢》是何林
栩、杨一川等年初为纪念全国的
受伤、牺牲警察，改编出来的歌
曲。歌曲视频的演唱、制作者全部
是警察，现在这首歌曲视频在网
络上已经超过 2000 万人观看。画
面上不停闪过的警察受伤、牺牲
画面，让何林栩第一次见到成片
时哭出声来。杨一川说：“它可以
勾动人的心窝子。”

今年初，歌曲视频《警察不可以不勇
敢》在邛崃市公安局官微首发。入围了公
安部主办的网络正能量作品。视频根据
范玮琪的歌曲《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改
编。视频中闪现出四川乃至全国受伤牺
牲的民警，包括邛崃市公安局受伤民警
汪强、游思渐和成都市公安局受伤民警
朱伟华、吴世红、刘军。

“音乐制作是在单位的审讯室里面，
那个地方吸音，录出来的效果不输录音
棚，音乐录制的设备是我用自己的薪水
购买的！”邛崃市公安局政工监督室民
警刘进参与了音视频制作、词曲改编。

“MV也是自己一遍一遍剪辑完成，拍摄
的时候请了单位上摄影技术最好的网监
大队老民警孟显东来指导。”总共录制的
时间约 1000 多分钟，最终成品只有 4 分
30秒。从编曲、和声，到演唱、灯光全部都
是警察。

有朝气、有正气——让刘进看上了
两名90后：何林栩和杨一川，二人也成为
视频中的“形象担当”。相较于学过美声、
热爱唱歌的何林栩，首次出镜的杨一川
压力更大，“最大的困难就是录 rap 的时
候，几乎是一开始唱就被进哥叫停，录第
一段rap时，录了不下两三百遍。”

全国438名
公安民警

去年因公牺牲

4.5分钟视频
录了1000多分钟

制作初衷
铭记受伤牺牲的民警

第 35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昨晚举行颁奖礼。郭
富城凭借《踏血寻梅》获得影帝。影后则爆冷，由90
后新人春夏获得。

本届金像奖《踏血寻梅》获最佳男女主角等13
项提名领跑，徐克的《智取威虎山》亦表现不俗，获
11项提名。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张家辉、梁家辉
入围最佳男主角提名，汤唯、杨千嬅、张艾嘉、林嘉
欣、春夏角逐最佳女主角宝座。

郭富城5次提名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此次是他
首度获奖。郭富城在获奖感言中表示：“曾几何时，
我真的想过，希望在40岁以前拿到香港电影金像
奖，但后来我发现好多事是需要岁月的，是需要经
验的。我不会说我现在登峰造极，我只可以说我会
尽力做个好演员，做个香港的好演员。我不可以丢
香港的面子。我叫郭富城，来自香港。”

春夏凭借《踏血寻梅》击败了张艾嘉、杨千嬅、
汤唯、林嘉欣摘得最佳女主角，首次入围金像奖影
后的她就摘得该奖。春夏是内地90后新晋女演员，
今年24岁的春夏在《踏血寻梅》中扮演了16岁的少
女王佳梅。上台领奖时，90后春夏致辞感谢金像奖：

“我是一个玻璃杯，角色是什么样我就是什么样。电
影让我有饭吃，有梦做。”

徐克凭借《智取威虎山》获得最佳导演。金燕玲
凭借《踏血寻梅》获得最佳女配角，她在片中饰演王
佳梅的母亲，这也是金燕玲时隔近30年后再次获
得该奖。最佳男配角由白只获得，同样凭借《踏血寻
梅》获奖。去年，白只已经凭借该片在金马奖摘得最
佳男配角。今年金像奖他还获得最佳新人奖，一举
捧得两座金像奖杯。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据新华社电 4日，清明。一些细心的公众发现，
2014年和2015年的清明都是4月5日，而2016年和
2017年的清明却都落在了4月4日。这是怎么回事？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
成解释说，我国的农历有二十四个节气，它以太阳
在黄道上每运行15度定为一个节气或中气，每个
节气都有一个特定的时刻，而在公历中，并不固定
在某一日期。

一个回归年实际长度为365.2422天，历法上的
一年长度则为365天，因此每年会多出0.2422天，节
气的特定时刻也会每年“顺延”0.2422 天；如此一
来，累积4年后几近一天，为修正它，公历历法中有

“闰年”制度，每四年会多出2月29日一天。今年是
闰年，清明的日期自然也就落在了4月4日。

成都商报讯（记者 李彦琴）省环保厅日前部署
夏秋季节农作物秸秆禁烧工作。为及时发现火点，
各地将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先进科技手段进行
监测，甚至可以全天候监控重点禁烧区域。

“无人机巡查能够发现哪些地区农作物已经
收割完毕，指导地方政府有的放矢对农民进行劝
导和宣传。卫星遥感则能发现正在燃烧的起火
点，有利于查处违法行为。”省环保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对因烧秸秆造成大气质量恶化的地方，省
环保厅将约谈相关政府主要负责人，对工作不
力、措施落实不到位、失职渎职的单位和责任人
追责也将更加严厉。

禁烧秸秆
将派无人机重点监控

今年清明
为何是今日

听听天文专家的解释

香港电影金像奖揭晓

90后春夏
夺得影后

为 了 不 能 忘 却 的 纪 念今天清明，

公安英烈祭
致勇敢的你
邛崃公安制作歌曲视频《警察不可以不勇敢》铭记受伤
牺牲的民警，演唱者今日为一位牺牲的民警扫墓献花

成都公安历
史上有90余名公
安民警因公牺牲

据新华社电“十三五”规划
纲要提出健康中国战略。围绕这
一战略，制药、医疗健康服务等相
关领域开始释放出众多投资机
会，吸引着海内外业者和资本的
目光。

按照“十三五”规划纲要，健康
中国的建设将从全面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健全全民医疗保障体
系等八个方面推进。有机构预计，

“十三五”期间围绕大健康、大卫生
和大医学的健康医疗产业规模有

望达到10万亿元量级。多位投资
界人士表示，中国政府近年来逐步
放开对医疗服务业的管控，并鼓励
民营资本进入这一领域。未来几年
内，中国民营医疗服务机构占比预
计将达到25%至30%。

机会巨大 健康医疗产业将达10万亿元

综合新华社四川日报消息 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四
川、云南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的重要指示精神和
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加强党建工作和组
织工作，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有力保证。

3月30日至4月2日，刘云山先后到雅

安、凉山和昭通、临沧，就党建工作和组织
工作服务脱贫攻坚进行调研。刘云山对四
川、云南的工作给予肯定，希望不断取得
新成绩。

在雅安市芦山县和昭通市鲁甸县，刘
云山走进乡村、企业、社区、学校和卫生
院，详细了解地震灾后重建和群众生产生
活情况。群众赞誉党和政府的巨大关怀和

惠民实事，纷纷表示真心感恩共产党、感
恩社会主义，让我们住上好房子、过上好
日子。刘云山说，我们党的所有工作都是
为了老百姓，群众越是有困难，党组织和
党员干部越要当好群众的主心骨。要把地
震灾后重建和脱贫攻坚结合起来，把责任
扛在肩上，冲在前面、当好先锋，更好发挥
带动引领作用。

在凉山州昭觉县和临沧市临翔区，刘
云山深入彝族、拉祜族、傣族等少数民族
村寨，走进贫困家庭、慰问困难群众，倾听
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扶贫干部对扶贫开发
的工作建议。刘云山说，打赢脱贫攻坚战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也是党
的干部必须履行的政治责任。要带着对群
众深厚感情搞扶贫，紧转02版

刘云山在四川、云南调研时强调

把群众脱贫当自家事
把贫困户当自家人

金像奖影帝郭富城、影后春夏

4月1日，邛崃公安扫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