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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纪和林祥棣还是同住一栋楼
的邻居。平日在院子里看到老林，“肯定
就是两件事跑不脱”，他说，要么是出门
买零食，要么是去数码城买电脑的配件
硬件。

没退休时，刘建纪常同林祥棣一起
出差，他知道老林每天都要吃点小零食
才睡觉，“都是超市里头买的小零嘴，小
饼干啊，小豆豆之类的……”

买电脑配件，老林也去的很勤，刘建
纪知道，对于自己和林祥棣这一代人而
言，电脑是很有距离感的。上世纪90年代
电脑兴起，但彼时他们都五六十岁了。但
刘建纪还记得，林祥棣常自学电脑，还找
年轻学生教他如何使用。后来，他对电脑
已经很熟练了，“毕竟做科研，做光学，他
不仅要会电脑，还要深入使用”，刘建纪
说，老林的这股劲儿，他一直佩服。

而原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党委
书记汪光泽，更佩服林祥棣长期奔波
于成都与北京之间的执着。“做了院士
之后，他要经常去北京开展工作，有时
候一周甚至去两次”，也正是这个原
因，林祥棣被称为“空中飞人”。汪光泽
就住在林祥棣楼上，每次林祥棣出差，
他都知道，即便2015年就被查出患病，
林祥棣依然没停止奔波。今年1月，林
祥棣入院后，院中有工作要请教他，他
还是会处理。

如今，林祥棣与世长辞。汪光泽希
望，他的精神永存。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汤小均

在列车上手提包被盗，多张
银行卡相继被盗刷。但收到了盗
贼寄来的“道歉礼物”——葡萄
干，换成你是失主，是哭还是笑？

近日，从乐山开往江油的
C6302列车上发生了一起盗窃
事件，一名嫌疑人将一名受害人
的手提包盗走后，将包里五张银
行卡上的钱取走了近2万元。

7月17日上午，成都铁路公
安处乘警支队民警接到一名男
子报警求助，称其乘坐C6302
列车时，放在座位后面的手提
包被盗，包里有几千元现金，一
部手机，五张银行卡，还有一些
十分重要的证件。就在求助过
程中，受害男子的手机收到了
自己被盗手提包内银行卡取款
的信息。最终，男子五张银行卡
共计被盗取了将近2万元。

民警经过询问得知，男子
丢失的银行卡背面都写有小小
的“生日”两个字来提醒自己，
银行卡密码就是他本人的生

日。由于受害男子的身份证与
银行卡一同被盗，民警怀疑嫌
疑人可能通过身份证上的信息
得到了密码。

受害人称，在手提包被盗
后，他给自己包内的手机发了
一条信息，请求对方将他的重
要证件予以归还。嫌疑男子后
来回复信息称：“包裹已经寄出
来了，我就用了一些你银行卡
的钱，请不要再追究了。”

民警经过摸排，最终找到了
嫌疑男子寄包裹的视频，并确认
了嫌疑人身份。在民警实施抓捕
前，受害人告诉民警，他收到了
盗窃男子寄来的快递。快递里面
除了他的证件、银行卡等重要物
品以外，还附赠了一大袋葡萄
干，作为“道歉礼物”。目前，该男
子因涉嫌盗窃罪被成都铁路公
安处乘警支队刑事拘留。案件在
进一步侦办之中。
马艺萍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苟月攀

奇葩男子动车上行窃
事后给失主寄葡萄干“致歉”

生于1934年2月，江苏南通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5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先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
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中科院成都分院院长等
职，1993年当选为中共十四大代表，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
程院院士。2000年12月至2004年10月任西南科技大学首
任校长，2004年10月至今任西南科技大学名誉校长。

林祥棣院士是我国光学和光电跟踪测量系统工程研
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领导和参与了多项国家重大光电
工程的研制，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和组织开展微光学研
究，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次，中国科学院科技
进步一等、二等和三等奖6次，光华科技二等奖1次。

悲痛
一大一小两人落水死亡

昨日上午9时许，成都商报
记者赶到村里的事发地。还见到
河边放着搜救用的渔网和多根
竹竿，以及河岸边拉着的临时警
戒线。

河并不宽，水流也不大，但
在流经村前的平坝时，有一个
三四米高的自然落差，上面是
一处岩滩，下面形成一个深潭。
而岩滩上面，是用条石垒砌的
河堰，堰坎仅有一尺左右的宽
度，河水从堰坎下的一处孔中
流出，再跌进岩石下的深潭中。

两名死者的尸体就是从这
处深潭中打捞起来的。附近村
民马大爷告诉记者，死者为年
近五旬的邱某和其邻居家八岁
的男孩。29日下午，邱某的尸体
打捞上岸，但孩子的尸体一直
没有找到。搜救一直持续到天
黑，但依然无果。30日早晨5点
过，镇上的搜救人员就又赶到
了现场，而孩子的尸体已经浮
出水面。

目前，两名死者的遗体都
运到了纳溪区殡仪馆，多名镇
干部和警察也在殡仪馆陪护安
抚家属。纳溪区工作人员介绍，
事件发生后，泸州市公安局纳
溪区分局、泸州地方海事局、消
防、镇村干部等均第一时间参
与了搜救。

事发
小孩落水大人施救未果

村民梅大姐家离事发地最
近，她告诉成都商报记者，29日
上午10点过，她在家里听到一
个孩子在屋外喊她，出来一看，
才发现是邻居黄伟家的孩子。
孩子跟她讲，弟弟遭水淹到了，
她当时不清楚情况，还带了一
根绳子跟着孩子往河边跑。

30日上午，失去小儿子的
孙雪悲痛万分，在殡仪馆的餐
厅里，孙雪告诉记者，事发时她
在地里干活，不知道事发的具
体情况，都是十岁的儿子回来
跟她讲的。

孙雪介绍，平日里，邱家和
他们家一直关系很好，作为长
辈，邱某很喜欢两个孩子，孩子
也喜欢跟他玩。事发前，邱某带
着三个孩子提上小桶一起出去
抓螃蟹，他们去了河对面的村
子，怎么过河去对岸的她不清
楚，但回来，他们选择了走村口
河堰位置。

孙雪说，自家十岁的儿子回
来跟她讲，抓了螃蟹后，他们从河
对岸回来，因为河堰处的石头上
有青苔，弟弟滑到后，就滚落进了
岩滩下面的河中。邱某见状，赶紧
从岩滩滑下去，然后跳进河中进
行施救，但在水中游了两圈后，就
见不到影子了，岸上的两个小孩
才赶紧跑回村里求救。

王奎云 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主治医师、神经内科副主任
杜雪莲 金牛区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产科主任
李 锐 大邑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副院长
李国平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呼吸内科主任
何雨浓 蒲江县鹤山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医师
汪丽娜 成都肛肠专科医院主治医师
胡智璞 青羊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治医师、妇产科副主任
姚佐懿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银 保 都江堰市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骨科行政主任
路永红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主任医师、皮肤科主任
李秋兰 金堂县第二人民医院护士、内三科护士
杨家华 蒲江县人民医院副主任护师、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杨橘薇 成都市第八人民医院护师、护理关怀科护理组长
陈庆丽 双流区妇幼保健院副主任护师
雷 昊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主管护师、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
王磊家庭医生团队 双流区西航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周围家庭医生团队 新都区新城街道城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杨 磊 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管医师、传染病防治科副科长
古 燕 高新区肖家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副主任医师、公卫科科长
李仲祥 成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理化检验技术主管技师、办公室主任

男子带孙辈抓螃蟹
回家途中两人溺亡

夺命河堰！

7月30日上午，小雨，村子里一片安静，远远就能听到小河流
水的声音。但就在头一天的上午，这里才发生了一件令人悲痛的
事情，一名八岁的孩子和一名年近五旬的村民双双落水死亡。

29日上午，泸州市纳溪区棉花坡镇竹林村七组，邱某带着自
己的外孙和邻居家的两个孩子一起去抓螃蟹。结果在村口的河堰
处发生意外，邻居家八岁的孩子落水，他跳下河中施救未果。

29日下午，邱某的尸体被打捞上岸，孩子的尸体直到7月30
日早晨，才浮出水面。

“空中飞人”林祥棣院士
去世了。2018年7月29日凌晨2
时15分，他在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与世长辞，享年84岁。

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西南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成
都分院、四川大学……这些他
工作过、奉献过的地方，甚至
我国整个光学与光电跟踪技
术领域，都有人在想念他，悼
念他。

这位光学泰斗，今年年初
重病入院。而就在他住院前，
80多岁高龄的他还频繁以飞
机往返于成都北京之间，放不
下学术工作的重担。月月飞、
周周飞，是他多年的工作常
态，因此他被同事们称为“空
中飞人”。

据了解，林祥棣院士遗体
告别仪式定于7月31日上午9
时在成都市东郊殡仪馆（成都
市锦江区三圣街办大安桥村6
组）举行。

林祥棣是江苏南通人，抗战期间
曾全家迁居上海，后迁返南通，1952
年考入了浙江大学，毕业后，又被分
配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
研究所。

前半生，他在祖国的南北辗转。直
到1973年，他到了祖国西南，也就是成
都。此后，这里成为了他后半生的家。

与林祥棣一同从长春来成都60年
的老同事张礼堂记得，初到位于成都
大邑县的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
所，林祥棣被任命为科技负责人，也就
是技术“扛把子”。而那时，他所从事的
研究任务，就是飞行器运动轨迹的跟
踪测量技术研究。数十年的研究后，他
和同事组织研制的该类设备，在国家
任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5年获国
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荣誉。

在成都的这半生，他扑在光学与
光电跟踪测量技术的系统研究之中。

他研究光电跟踪测量系统的误差
分析方法并建立了其数学模型；提出
光电扫描交会测量时不同步误差的实
时校正法和交会测量多目标的相关判
别法；用空间目标的亮度变化判别其
性质法；指导低温光学系统研究，能在
100K（零下173摄氏度）低温环境下保
持其成像质量接近衍射极限，达到20
世纪90年代初国际先进水平……这些
许多人看上去复杂难懂的科研成果，
却为我国国防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1997年11月，林祥棣当选为中国工
程院院士。

林祥棣

他一心扑在光学研究中
人生大半在成都度过

81岁的刘建纪在上世纪90年代曾
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党组书记，
那些年，林祥棣担任中国科学院成都分
院院长，两人共事了多年。在刘建纪的
印象中，林祥棣记忆力非常好，理解力
非常强，不管是不是他擅长的领域，也
不管多么复杂的事物或理论，他只要听
一遍别人的讲述，就可以条理清晰地讲
给他人了。

林祥棣学术能力固然强，但在院里
共事工作，刘建纪却又觉得林祥棣的管
理天赋“更不一般”。他从不严肃生气，
却从来井井有条。2000年，两人都已退
休，省委组织部找到刘建纪，希望他能
推荐一位有威望有学识的人担任刚成
立的西南科技大学的校长，刘建纪当即
推荐了林祥棣。

林祥棣欣然接受了这一工作，成为
西南科技大学的首任校长。那期间，加
快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基础设
施建设、推动产学研联合办学等一系列
的工作在他的牵头下开展。这位学术泰
斗，让人看到了他非凡的管理才能。

既是学术泰斗
又有非凡的管理才能

爱吃零食、爱逛数码城
努力跟年轻人学计算机

首届“成都骄傲——大美医者”
评选结果公示

村民马大爷介绍，事发水域水很深，上面的河堰通行很危险

按照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成都市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关于开展首届“成都骄傲——大美医者”评选宣传活动的通知》（成
卫计发〔2018〕18号）精神，经推荐申报、初评审核、网络投票、综合评审，评选出首
届“成都骄傲——大美医者”10名，首届“成都骄傲——大美医者”提名奖20名，
现予公示，公示期至8月3日。

公示期间，如对评选结果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评
选活动办公室反映情况。反映情况要客观真实，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需加
盖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需提供本人真实姓名并提供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传真）：028-61881987，电子邮箱：cdwjwxc@163.com。

周克明 简阳市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巨 容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新生儿科主任
汪克纯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心内科主任
吴水良 彭州市妇女儿童医院副主任医师、麻醉科主任
曾 容 温江区妇幼保健院主治医师
吕春容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副主任护师、护士长
宁忠华 天府新区人民医院主管护师、内科及中西医结合科护士长
陈亚萍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主管护师、病区护士长
于 成 成都市急救指挥中心主任
王乐家庭医生团队 青羊区草市御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村民马大爷介绍，河堰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的，当年
是为了引水灌溉农田。从下面
的深潭边走到上面的河堰，需
要绕道一条小路。

60多岁的马大爷说，河堰
处已经发生了多起意外，在这
次事件之前，他所知道的就已
经死了三个人。大概10年前，有
个老人送孙子读书，从堰坎掉
下来摔死了。而马大爷的一个

侄子，大概20年前在河堰处钓
鱼，跌入水中溺亡。

孙雪说，当时邱某带着几个
孩子从对岸回来，没敢走河堰的
条石，因为河堰一样很深，但哪
知岩滩上有很多苔藓，结果孩子
滑倒掉进了下面的深潭。

梅大姐讲，河堰处一直有人
通行，虽然大家知道此处比较危
险，但从这里经过会比较便捷。
成都商报记者 杨灵 摄影报道

当地村民：河堰处此前已发生多起事故

首届“成都骄傲——大美医者”名单

首届“成都骄傲——大美医者”提名奖名单

光学泰斗
林祥棣院士与世长辞

曾任中科院成都分院院长曾任中科院成都分院院长、、西南科技大学首任校长西南科技大学首任校长
是成都成就了他的后半生是成都成就了他的后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