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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马路边，捡到4000元，把它交到学校
老师手里边！

8日下午，巴中恩阳区柳林中学13岁学生赵
兴在废品站旁边的路上捡到4000元钱，随后交
给学校。学校通过老师和家长口传信息，让失主
到学校领钱。第二天，焦急的失主刘婆婆终于找
上门来，领回了自己丢的钱。刘婆婆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这笔钱是她看病吃药的钱，所幸找回来
了，非常感谢这名中学生。

◀失主刘琼兰和拾金不昧的赵兴（右）合影

悼念厅内，人们绕着王志刚的遗体，依次
告别。送走宾客，白玛一家再也难忍悲痛，放声
大哭起来。这是他们最后的告别。

11日上午9时，王志刚遗体告别仪式在成
都东林殡仪馆举行。王志刚的亲朋好友及同事
近百人前来参加悼念。

千里之外，扎溪卡大草原同样沉浸在悲伤
中。当地百姓一早便赶到石渠县公安局，向这
位“赤胆英雄”致哀。

送别英雄
成都石渠两地同办追悼仪式

11日一早，位于新都区的东林殡仪馆内，
悼念王志刚的宾朋们陆续赶来，等着见王志刚
最后一面。上午9时，悼念仪式正式开始，生前
同事、亲戚朋友、州县领导，近百人依次站立，
向王志刚致哀。

甘孜州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刘堰宣读了来
自公安部及四川省公安厅的悼念词，石渠县政
法委书记向华代表当地政法部门向王志刚的
离去表达哀思。

悼念仪式上，妻子白玛眼带血丝，目光直
直地望着丈夫，但王志刚已无法再回应她。一
家人直到送走宾客，强忍的情绪才一下释放出
来，悲恸的哭声让人不禁落泪。外甥泽仁尼玛
说，最近几天，一家人已不记得哭晕过多少次，
始终无法接受舅舅的离开。

千里之外的石渠，一场悼念会同样进行着。
王志刚的同事们以及他曾经帮助过的周边老百
姓默默为他献上一朵哀思的花。凑巧的是，草原
的天空一早就飘起了雪，许久都停不下来。

儿子愿望
回石渠考警察继续父亲事业

“爸，你放心，以后我会照顾好妈妈和妹妹，
承担起这个家的责任。”儿子四郎多加忍着泪
水，向前来参加悼念的亲朋及父亲的同事致谢。

20岁的四郎多加在成都上大学，受父亲影
响，当警察也成了他一直以来的梦。今年7月，
四郎多加还跟父亲说，等明年毕业后一定要报
考警察，回到石渠，为父亲分忧。王志刚连连夸
赞：“好样的，支持你，那你要早点备考了哦。”

在悼念仪式上，四郎多加再次表达了自己
的愿望。“石渠是爸工作了 26 年的地方，那里
有他热爱的公安事业，有他没有尽完的责任，
也有他牵挂的群众，我希望能够继续爸爸未做
完的警察事业。”回到石渠当警察，成了四郎多
加的愿望。

安葬石渠
继续守护扎溪卡大草原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王志刚遗体火化
后，其骨灰将被带到他工作了26年的石渠，去
继续守护扎溪卡大草原的安宁。

按家属最初的想法，落叶归根还是希望带
回黑水老家安葬。“家里人都希望能够带他回
黑水，看望他也会方便些，在外 20 多年，总还
得回家吧。”泽仁尼玛说。

但家人最终改变了想法。此前，王志刚就
曾向爱人白玛表示，公安工作随时都可能面临
生命危险，如果有一天发生不幸，希望能把自
己留在石渠扎溪卡大草原。“既然是他的愿望，
我们尽管不愿意但还是要遵从。”

家里几个老人经过一番商量，征得白玛和
两个孩子意愿后，决定将王志刚的骨灰带到石
渠安葬。石渠县公安局也将为王志刚设立墓
碑，入葬当地烈士陵园。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摄影记者 刘海韵

送上门的感谢信
赞他“见义勇为 英勇救人”

9月21日上午9点，是都江堰市石羊镇
风堆社区各个生产队长开大会的日子，第
一书记汪紫微准时上班，车刚刚开到党群
服务中心门口，就看到8组的村民晏勇正拿
着透明胶带，在服务中心的大门外张贴一
张大红色的纸。诧异的汪紫微走上去，问了
句“你贴啥子呢？”

走近的汪紫微才发现，这是一封用毛
笔写的感谢信，写的是落水的晏勇父子被
同村的胡作林救起来的经过。

感谢信上写道：9月17日上午9时许，
石羊镇风堆社区8组的晏瑞谦（8岁）及其父
亲在石羊徐渡大桥黑石河边钓鱼，晏瑞谦
在一旁用网兜玩水时，不慎掉入河中，其父
及时跳进河里施救，但因河水湍急，河道水
深，大人小孩被河水淹没。危急时刻，途经
此地的胡作林见状，立即跳进河，拼力将父
子救起，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值得我们学
习。

汪紫微这才知道，原来本村8组的一个
生产队长、党小组组长暗地里做了好事却
没张扬。“他是个党员，平时对工作就很热
心，这种危险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还是不
容易。”汪紫微说。

21 日 9 点 15 分左右，接到电话的胡作
林赶到办公室。除了特意请人用毛笔字写
的感谢信，晏勇还准备了一个锦旗，上面写
着“见义勇为 英勇救人”八个大字。“我觉
得没得啥子嘛，都是小事。”胡作林说。

危急时刻伸援手
生产队长勇救落水父子

9月17日上午，因为早些时候下了雨，
黑石河河水上涨，东电站尾水和黑石河交
汇处的回水沱有不少鱼跳动，吸引了钓鱼
的人下竿。9点，晏勇带着儿子晏瑞谦在小
石桥上钓鱼，桥下，正好是一个泄洪口。距
离晏勇约1米外，晏瑞谦拿着网兜，弯腰朝
着上游玩水，因为水流湍急，水里的网兜吃
力较重，突然，晏瑞谦就被带进了水里，瞬
间被冲过石桥。

看到儿子落水，晏勇马上朝石桥侧面
的林子钻去，想在下游拦住儿子，来不及脱
衣服，他就扎进了水里。无奈，回水沱的水
流很急，加上瘦小的晏勇水性并不好，虽然
成功抓住了儿子，父子俩也只能被水流冲
得在水里翻腾，使不了劲。此时，虽然河边
也有钓鱼和听到呼救声围观的人，但四五
米的深水区，没有人敢轻易下去。

就在危急时刻，胡作林骑着摩托车打算
进城，路过小桥边看到很多人围观，停下车
来瞟了一眼，有人正在水中挣扎。没有多想，
胡作林扔下摩托车，一边往河边林子里的小
道跑，一边脱衣服，扑通一声跳进河里，三下
五下地游到了晏勇父子身边。“只看得到大
人的脑壳，娃儿在水下，抓到大人胸口的衣
服。”胡作林刚刚伸手去捞父子俩，感觉到有
人来救的晏勇条件反射地一把抓住了胡作
林的手臂，一时间，胡作林没办法划水。“我
赶紧喊他，兄弟，放开我，不然我救不到你
们。”此时，晏勇尚有意识，听话地放开了手，
胡作林马上一把抓住孩子，一只手抱孩子，
一只手划水，一直抱着孩子没撒手的晏勇也
被带着往下游浅水处游去。

几分钟后，游到了距离落水点50米开
外的浅水区，胡作林在齐腰的河水里站了
起来，一手抱孩子，一手拉着已经站立不起
的晏勇。很快，有人接过了已经脸色、嘴唇
乌青的孩子，往家里送。“娃儿没得事的，还
说了句‘我好冷哦，我要回去换衣服。’”胡
作林笑着说，后来才发现，脚踩到了河底的
玻璃碎片，受了伤。

救人后不忘叮嘱河边钓鱼人
“这是小事，我没放在心上”

把晏勇父子救起来后，胡作林回家换
了衣服，后来，看到河边有很多钓鱼的人，
他还不忘去叮嘱几句，“给他们说注意安

全，刚刚都有人落水了。”
虽然很多人都看到了胡作林救人的经

过，但胡作林自己并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
对其他人说。直到晏勇几天后将感谢信和
锦旗送到社区，大家这才知道。“我当过兵，
从小在河边耍大的，水性在村里也算可以，
遇到了，肯定要去救人噻。”胡作林说，这也
是自己作为一名党员应该做的。“（从河里）
起来之后，还是有点怕，脚都在发抖。”胡作
林坦言。

“娃娃没吓到，我遭吓到了，回去睡了
半天。”晏勇笑着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如果
当时没有胡作林来救自己和儿子，很可能
就上不来了。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王志刚追悼会在成都石渠两地举行

儿子：想回到石渠从警
继承父亲事业

光雾山、二郎山、夹金山……又到一年红
叶观赏季，备受关注的“2017四川红叶生态旅
游节主会场暨第十五届四川光雾山红叶节”将
于10月16日开幕，由此拉开全域四川共赏红
叶的序幕，并一直持续到12月16日。昨日，成
都商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作为 2017 四川红叶生态旅游节主
会场，本届光雾山红叶节期间，将以“四川红
叶”作为全域四川红叶生态旅游节的整体品牌
推向市场，这在全国尚属首次。期间将推出“三
大主题活动”、“一个LOGO”和“一首主题歌”。

我省巴中、雅安、阿坝、广元、甘孜等地是
秋季红叶（彩林）资源的密集分布区域。其中，
巴中市南江县米仓山国家森林公园和光雾山
风景名胜区红叶可观赏面积达680平方公里，
是亚洲最大的红叶观赏区，被誉为“亚洲最长
的天然红地毯”。

据四川省林业厅副厅长包建华介绍，2017
四川红叶生态旅游节主会场设在巴中市南江
县光雾山，另外设立天全二郎山红叶节主会场
和黑水、理县、金川、宝兴、唐家河等5个分会
场。从本月起，主办方授权省生态旅游协会向
全省游客推出“红叶观赏指数周报”，引导游客
观红叶（彩林）、赏秋色。同时，以节会为平台，
主会场和部分分会场将举办生态旅游全域发
展助推脱贫攻坚和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研讨会，
充分发挥红叶经济综合带动效应。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捡钱 废品站外，
初中生捡到4000元钱

找人 丢钱 领钱交到学校，
发动老师家长口口相传

六旬婆婆，
连夜打着电筒出门寻找

儿女给的，
这是看病吃药的钱

10 月 8 日，正好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
天。下午 3 点左右，家住巴中市恩阳区柳林
镇的初二学生赵兴出门去附近的一个废品
回收站，打算找老板要一个纸盒装东西。

赵兴回忆，要到纸盒后，他往旁边的一
条小路走去。就在这条路上，赵兴突然看到
一个白色塑料袋放在路边，塑料袋上还有被
车轮压过的痕迹。上前仔细一看，塑料袋里
好像还有什么东西被包裹着。出于好奇，赵
兴将塑料袋打开，里面竟然是一叠钱。

“当时的位置，离废品回收站只有几
米。”赵兴说，在捡到钱之后，他回头看了
看废品站的老板，对方已经走到了屋里
面。赵兴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自己没有多
想，随后将捡到的钱带回家中，并进行了
仔细清点，整整4000元！

赵兴的父亲告诉记者，当时儿子跟自己
说捡到钱了，问我怎么办？“你还没有满 18
岁，交给学校比较妥当，”赵兴父亲跟儿子
说。当天正在放假，学校还没有人。第二天（9
日）上午，赵兴将4000元钱交给了自己就读
的柳林中学初二（1）班班主任李友生。

直到11日，提起这件事，班主任李友
生还连连夸赵兴是一个好学生。

9日上午8点，李友生收到钱后，一直
将其放在办公室。“我也数了数，刚好是
4000元钱。”李友生说，怎么找到失主，却
成了令他头痛的事。“把捡钱的消息发出
去比较简单，但这钱要怎样才不会被人冒
领是关键，如果被冒领，事情就尴尬了。”
想来想去，李友生决定发动学校 40 多名
老师口口相传捡钱的消息，发动街道上的
学生家长也传播出去，希望失主知道信息
后前往学校认领。

“缩小范围，把信息发布出去，让钱来找
人，”李友生说。不过，从9日上午9点左右发
布信息出去，直到中午12点，仍然没有人前
来认领。“如果当天没有人前来认领，我们打
算将钱送往派出所，让失主到派出所领取。”

不过，后来学校老师们又做了分析，
认为多半是老人丢钱。原因有两个：其一，
在废品回收站附近只有老人才爱去，年轻
人很少去；其二，用塑料袋裹钱的手法，一
般只有老人才会这样做。

另外一边的故事则截然不同。
8日，在赵兴把捡到的钱带回家，准备

第二天交到学校的同时，60岁的刘琼兰婆
婆，正在赶往废品站的路上，焦急寻找裹
钱的塑料袋。刘婆婆向记者介绍，当天下
午两点半左右，自己抱了一大盒废品到回
收站，当时把钱放在裤兜里，本想去废品
站卖了废品之后，就到信用社存钱，没想
到钱丢了。

“当天我别的地方都没有去，只去了
废品站卖废品。”刘婆婆说，发现钱丢了之
后，她沿着到废品站的路一路找，一直找
到晚上。站在她家门口就能看见废品站，
路程不过500米。“当时心里还在想，是谁
动作这么快就捡起跑了？”同时也责怪自
己为什么把钱带在身上。为了不放过任何
一个地方，她还打着手电筒，在强光的照
射下来回寻找。“连什么时候回到家的，我
也记不清了，”刘琼兰说。

因为丢了钱，刘婆婆很不安，连晚饭
都没吃就直接上床了。这一晚，刘婆婆辗
转反侧，一夜未合眼。

9日上午，一脸愁容的刘婆婆坐在门口，
一位相识的女邻居看到她嘴唇有点发紫，连
忙问她怎么了。刘婆婆说：“你昨天看到我数
钱没有，我的钱丢了。”女邻居赶紧告诉刘婆
婆，听说一个学生捡到了钱交给了学校，“你
到学校去看看是不是你的钱。”刘婆婆一听，
眼睛都直了。午饭之后，她赶紧到学校认领。

李友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通过了解和
询问，学校得知，在赵兴去废品回收站的前
20分钟左右，刘婆婆到过废品站卖过废品。
钱是怎么装的？袋子是什么样子的？多个细
节核实后，学校确认这钱就是刘婆婆的。“刘
婆婆拿着钱，在办公室里当场就哭了，还拿
了200元给赵兴表示感谢，赵兴坚决不收。”
李友生说。

直到采访最后，刘婆婆才向记者介绍，
因为自己有心脏病、肺气肿和哮喘等多种疾
病，这4000元钱，是国庆期间子女和亲戚来
家耍，给自己看病吃药的钱。“当时急得都不
敢跟子女们说，只有一个人来来回回地找，
好在最后总算找回来了。”

成都商报记者 张杨 李友生供图

勇救落水父子后悄悄离开

一封感谢信让他“曝了光”

9月21日早上，都江堰市石羊镇风堆社区第一书记汪紫微刚刚开车到党群服务中心的门口，就看到风堆社
区8组的晏勇在门口贴一张红纸，走近一看，这张大红纸上写着的是一封感谢信。

原来，9月17日，晏勇带着8岁的儿子晏瑞谦在河边钓鱼，晏瑞谦用网兜玩水时不慎掉进了湍急的河水中，
水性不好的晏勇本能地下水去拉儿子，虽然抓住了孩子，但因耗尽体力无法上岸。危急时刻，骑车经过的胡作林
下水营救，在被河水冲出五六十米远后，才将父子二人救上岸来。

救人后，胡作林悄悄地回家换了衣服，并没有张扬。直到晏勇21日在社区门口贴感谢信、送来锦旗，胡作林
救人的事迹才被“曝光”。

叶子又红了！
邀你四川赏红叶

王志刚儿子四郎多加向前来悼念的亲友致谢

胡作林在讲述当时救人的情况 成都商报记者 陶轲 摄

我在废品站，捡到四千元
寻找钱主人，大家口口传

巴中13岁学生拾金不昧，主人找到了，原来是阿婆的看病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