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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杨兴良都会从广
西南宁回到成都邛崃川王村的老
家过年。1月24日，他提早回到了
村里。这次回乡，他有自己的安
排，“走到哪里都不能忘记从哪里
来，要为家里做点事，村里的路还
需要修整一下。”杨兴良目前在广
西南宁做工程，修路正是他拿手
的项目。

除了修路，这次他还为同村的
高龄老人们准备了一份红包。这
天，他来到了镇上，希望为村里老
人们做点什么，“5万元钱，给他们
包一个新年红包，让他们过好年，
祝他们身体更健康、更长寿！”

这件事由村里帮助进行。村

支书姚明华安排了专人与杨兴
良对接，并协调红包的发放。“我
们村子距离成都还是比较远，村
里经济与成都其他的村子相比
也还是有一些差距，他能自己出
钱 来 做 这 一 件 事 我 们 也 很 感
动。”姚明华说。

这笔钱该怎么发放呢？姚明
华介绍，一开始的方案是70岁以
上的老人都能有红包，但算下来
人数太多，最后就确定了80岁以
上的老人。“80~89岁的老人每人
800元，90岁以上老人每人1000
元。”这个方案最后也得到了杨兴
良本人的认可。

接着，村委会梳理出了村里目
前80岁以上老人的情况，并制作成
表格，由专人将红包挨家挨户送到
了老人们的手中。姚明华介绍，目
前总共有49位高龄老人领到了杨
兴良的红包。

制表 叶燕

成都市2月份
文艺活动信息表

演唱会
活动名称

2019《致亲爱的你》情人节演唱会
一声情人，一生情人

林肯MKC·刺猬现场“左右风潮”成都站

《悲惨世界》25周年纪念演唱会

时间

2019.2.14

2019.2.22

2019.2.17

地点

乐空间Yue Space

成都梵木创艺区
正火艺术中心1号馆

西婵医美巨幕厅

话剧
活动名称

“今时今日”系列演出——《今时今日安
仁》大型公馆实境体验剧

北京爆笑感动话剧《高级动物》

爱情喜剧《初相遇》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乌龙山伯爵》

爆笑感动话剧《不舍》

北京爆笑感动话剧《夜未央》

北京爆笑感动话剧《夜色》

时间

2019.2.1-2.28

2019.2.14
2019.2.15
2019.2.22

2019.2.14-2.24

2019.2.14-2.19

2019.2.16-2.17
2019.2.23-2.24

2019.2.1-2.27

2019.2.1-2.28

地点

安仁古镇树人街
陈月生公馆

初相遇剧场

初相遇剧场

四川省歌舞大剧院

初相遇剧场

初相遇剧场

初相遇剧场

儿童剧
活动名称

首届天府戏剧节暨2018年“荟萃蓉城”精
品展演剧目儿童剧《梦境奇遇记》

彩色熊猫·祼眼3D全息儿童剧《小红帽》

彩色熊猫·祼眼3D全息儿童剧《阿拉丁神灯》

彩色熊猫·祼眼3D全息儿童剧《国王的新衣》

彩色熊猫·祼眼3D全息儿童剧《白雪公主》

彩色熊猫·祼眼3D全息儿童剧《天鹅湖》

彩色熊猫·祼眼3D全息儿童剧《灰姑娘》

彩色熊猫·祼眼3D全息儿童剧
《卖火柴的小女孩》

彩色熊猫·祼眼3D全息儿童剧《丑小鸭》

奇幻科学儿童剧《狼小羊和羊小狼的好友奇遇记》

彩色熊猫·祼眼3D全息儿童剧《米卡历险记》

彩色熊猫·祼眼3D全息儿童剧《青蛙王子》

彩色熊猫·祼眼3D全息儿童剧《三只小猪》

年俗亲子剧《小猪哼哼除夕记》

开心麻花合家欢音乐剧
《三只小猪》小麻花版

时间

2019.2.1

2019.2.1-2.28

2019.2.1-2.24

2019.2.1-2.22

2019.2.1-2.27

2019.2.1-2.25

2019.2.1-2.25

2019.2.1-2.24

2019.2.1-2.27

2019.2.7-2.10

2019.2.1-2.24

2019.2.1-2.24

2019.2.1-2.23

2019.2.23-2.24

2019.2.23

地点

四川省歌舞大剧院

彩色熊猫剧场
（戛纳湾·印象）

彩色熊猫剧场
（戛纳湾 ·印象）

彩色熊猫剧场
（戛纳湾 ·印象）

彩色熊猫剧场
（戛纳湾·印象）

彩色熊猫剧场
（戛纳湾·印象）

彩色熊猫剧场
（戛纳湾·印象）

彩色熊猫剧场
（戛纳湾 ·印象）

彩色熊猫剧场
（戛纳湾·印象）

四川科技馆科学秀S&E
THEATER

彩色熊猫剧场
（戛纳湾·印象）

彩色熊猫剧场
（戛纳湾·印象）

彩色熊猫剧场
（戛纳湾·印象）

东郊记忆荷苗小剧场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剧场

歌剧舞剧
活动名称

首届天府戏剧节暨2018年“荟萃蓉城”
精品展演剧目舞剧《今生》

时间

2019.2.3

地点

四川省歌舞大剧院

戏曲曲艺
活动名称

川戏清口特色川剧变脸秀

川剧“传与承”专场演出《金殿审刺》《曹甫
走雪》《装盒盘宫》《打銮》

2019成都大庙会游喜神方仿古祭祀表演

2019草堂春节“人日”活动（京歌《过年了》
《咏梅》《中国脊梁》《梨花颂》等）

悦来茶园折子戏专场演出

京剧《陈毅回川》

川剧《卓文君》

时间

2019.2.1-2.28

2019.2.2

2019.2.5

2019.2.5-2.9

2019.2.16
2019.2.23

2019.2.19

2019.2.24

地点

成都.联华梨园社
(春熙剧场)

锦江剧场

武侯祠博物馆

杜甫草堂

悦来茶园

龙泉七中

锦江剧场

展览讲座
活动名称

迎新春·成都画院(成都市美术馆)
2018年年度美术作品展

新春年度大展张灯结彩过元宵

周一艺术分享会
《中国的日子·传统中国的艺术与生活》

时间

2019.2.1-3.2

2019.2.19

2019.2.25

地点

成都市美术馆

成都市美术馆

成都画院翰林多功能室

音乐会
活动名称

“美之土地”四川交响乐团2018-2019乐季音
乐会“悲伤而浪漫的乐章”——左章之夜

《皇家爱丁堡军乐节》VS《坂本龙一：异步·
纽约公园大道军械库首演》

2019“乐动蓉城”月末音乐会

时间

2019.2.23

2019.2.24

2019.2.28

地点

特仑苏音乐厅

西婵医美巨幕厅

特仑苏音乐厅

要闻 2019年1月31日
星期四

新春红包/
1月29日，邛崃南宝山镇川王村的高龄老人领到了一

个特别的新春红包：80~89岁的老人每人800元，90岁以
上老人每人1000元。红包来自20多年前从村里走出去的
杨兴良，“5万元钱，给他们包一个新年红包，让他们过好
年，祝他们身体更健康、更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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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张晓兰54岁，明年就退休
了。考虑到她患有疾病，领导曾表示
可以早点休息，但她拒绝了，手术后
一个月便回到岗位上。“闲在家里不
习惯，怕憋出抑郁了。”

在派出所的这些年，每到春节，
她不是在单位值班，就是在外面执
勤，几乎没有在家团年。考虑到一些
年轻的、外地的同事，张晓兰总是安
排在除夕值班，她说：“我家离得
近。”到了除夕夜，当地市民有习俗
到老君山烧头香，就算遇到除夕不
值班，她也会被安排到山上执勤，维
护秩序。下午四五点就上山，一直守
到凌晨两三点才能下山。

张晓兰说，丈夫是北方人，到成
都安家几十年，过年却一直保留着
北方的习俗——守岁。到了除夕夜，
兄弟姐妹聚在家中，一起包饺子看
春晚，直到12点，去接头水；到了第
二天一早大家又聚在一起，下饺子

吃，寓意一年都红红火火。然而，这
个“家规”她几乎没有遵守过。

“你又不回来，炒的回锅肉（味
道不好）都没人吃。”看似随意的话，
却透露着家人的怨言。一年又一年，
张晓兰在派出所已经连续21年春节
值守，对她和家人来说，不能回家过
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她说：“穿上
这身警服，这就是我的职责和使命，
虽然顾不上小家，但能保证大家平
安稳定。”

1月30日，张晓兰骑着自行车准
时到派出所上班，大厅贴出了2019
年春节值班表，她凑上去看了一眼：
大年三十值班人员张晓兰。看到这
里，张晓兰有些感触，因为这将是她
退休前最后一个不能与家人团聚的
除夕夜。她在朋友圈里感慨到：“明
年退休，今年除夕又值班，站好最后
一班岗……”朋友们纷纷为其点赞，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我们是这里的人，走到哪里这里都是家乡”
打拼不忘乡邻 5万红包送老人

邛崃川王村的杨兴良回乡过年 给同村老人派发新春红包

“今年除夕又值班”
54岁女民警连续21年春节值守 站好退休前最后一班岗

“明年退休，今年除夕又值班，站好最后一班岗……”1月30日，
张晓兰骑着自行车准时到派出所上班，大厅贴出了2019年春节值
班表，她凑上去看了一眼：大年三十值班人员张晓兰。看到这里，张
晓兰有些感触，因为这已是她第21个年头在春节值守。

54岁的张晓兰1985年从警校毕业后便来到新津公安工作，破
得了刑案，干得好片儿警，后来在五津派出所一待便是21年。对她和
家人而言，不能回家过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她说：“穿上这身警服，这
就是我的职责和使命，虽然顾不上小家，但能保证大家平安稳定。”

“过年了，生意怎么样？”下午2
点，张晓兰走进太升西街一家粮油
铺，提醒老板注意防火防盗，把贵重
物品收捡好，出门时把电器检查好。
年关将至，张晓兰挨家挨户给商户们
做起了防火防盗提醒。而这只是她日
常工作的琐碎部分。

1985年，张晓兰从警校毕业，被
分配到新津县公安局，干起了刑侦工
作。1990年的那个夏天，新津花源一
红苕地里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她凭
借敏锐的洞察力迅速将凶手抓获。张
晓兰回忆，当天烈日炎炎，民警展开
地毯式搜索。“最近附近有什么异常
情况吗？”张晓兰走进一户普通农户
家，与一名身着工作服的男子寒暄起
来，让她察觉到异样的是，外面天气
炎热，这名男子却把袖口、领口扣得
严严实实。张晓兰试探性问道：“有手
表吗？现在几点了？”男子爽快地回答

有，解开袖口看手表时，露出了手腕
上的抓痕。张晓兰又引导性地抓起了
脖子，“哎呀，好痒哦！”结果该男子也
不自觉地抓了起来，张晓兰又发现了
他脖子上的抓痕。于是，她悄悄向同
事使眼色，最后将男子成功抓获。

后来，张晓兰被调到五津派出
所，做起了社区民警，这一干便是21
年。社区工作繁琐，大事小事张晓兰
都 能 搞 定 ，是 居 民 口 中 的“ 张 大
姐”。几年前，一名脑瘫女孩被放在了
社区门口，张晓兰查询到孩子有监护
人，就住在新津某小区。张晓兰背着
孩子爬上4楼的家中，可孩子父母不
愿接收，“啪”的一声把门关上。经过
她一番说教，孩子被抱进了家中。但
没过几天，孩子又被扔在路边。“送回
去，又扔出来，反反复复了好几次。”
在张晓兰的不断努力下，最终孩子父
母答应不再遗弃。

在基层坚守了几十年，张晓兰
一直兢兢业业，那些在别人眼里的
小事，对她而言，每一件都是重要的
大事儿。在派出所里，同事们都亲切
地喊她“张妈”。当同事出警误了饭
点，她总是会贴心地给他们留饭，等
回来时再热好；遇到加班，还会亲自
下厨加菜；看到同事没有关空调、浪
费纸巾，她也会严厉地训斥一番。

“张妈是我们所的精神支柱，不仅对
我们关怀备至，还时常教导大家做
人做事的道理，是我们年轻干警的
榜样。”五津派出所教导员冯川江
说，他还记得刚入警的时候，是张妈
带着他开展工作，教导他。

在冯川江眼里，张晓兰是一个做
事干净利落的人，棘手纠纷她总能成
功调解。记得有一次，一名玩滑轮的
小男孩调皮地摸了一名小女孩，孩子
的父母看见后，发生了冲突，本是小

事一桩，没想到晚上却聚集了数十名
亲友到派出所，双方闹得不可开交。
年轻的同事怎么调解都无济于事，张
晓兰则在一旁默默地观察着，她发现
在大人争吵的时候，两个小孩却相互
玩得很开心。于是，她走到小孩面前，
先问小女孩：“弟弟乖不乖，生弟弟气
没有？”“没有。”又反过来问小男孩：

“喜不喜欢姐姐？”“恩。”“来亲一口
弟弟，就没事了嘛。”看到两个孩子和
睦共处的模样，大人们停止了争吵，
张晓兰以此对家长们“痛斥”了一番，
告诉他们家长的行为举止是小孩的
榜样，家长们羞愧不已。

不过，张晓兰觉得在基层工作
很开心，在派出所这个大家庭和年
轻人一起工作自己也变得年轻。她
常说：“即使退休了，我还要返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摄影记者 陶轲

遗憾 连续21年春节值守
不能参与家中“守岁”

融洽 派出所的“管事员”
同事亲切喊一声张妈

守护 一线兢兢业业干了34年
站好退休前最后一班岗

为同村老人发新春红包
回乡

除夕值班/
2019年春节值班表上，她又被安排在大年三十值班。

新津县五津派出所54岁的女民警张晓兰，已连续21年春节
除夕值守，这也是她退休前最后一个不能与家人团聚的除
夕夜。她说：“穿上这身警服，这就是我的职责和使命，虽然
顾不上小家，但能保证大家平安稳定。”

29日，邛崃南宝山镇川王
村的多位高龄老人领到了一个
特别的新春红包：80~89岁的
老人每人800元，90岁以上老
人每人1000元。

红包来自同村56岁的杨
兴良。20多年前，杨兴良从村
里走出，前往广西南宁打拼，
“当初吃饭都困难”的他，如今
已是一个企业的老板。本月24
日，杨兴良回到了村里。“我是
从这里走出来的，吃了不少苦，
就希望自己能够为家乡做点
事，也鼓励更多的人不忘家乡、
乡邻。”杨兴良说。

“他们家就是我们村五组的，他是
老二，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以前家
里也还是比较艰苦的。”姚明华介绍，
杨兴良一家此前都居住在村里，20多
年前离家外出打拼，如今已经有了自
己的一番事业。“现在他们一家平时都
已经不在这里住了，但是每年春节还
是会回来，待几天又走。这次待的时间
应该是最长的，回来好几天了。”

杨兴良告诉记者，目前姐姐和弟
弟都已经搬到了南宁，自己的事业也
都在南宁。“当年我们也是过过苦日子
的，甚至有时连饭都吃不上，不得不外
出打工。最初几年很辛苦，没有关系没
有人脉，全靠自己一个人一步一步地
奋斗到今天。”还好，现在事业和日子

都很不错。
杨兴良介绍，现在他在南宁做一

些环保工程，经过一番波折，目前事业
还算稳定。

“每年都会回来，几年前家里老人
去世，其实这边就没有家人了，但过年
还是要回来过，我们是这里的人，走到
哪里这里都是家乡。”杨兴良说，“自己
吃过苦，有过经历，就特别想为家乡做
点啥。”

说起这次为老人们送红包，杨兴
良一再强调“只是件小事”。他说，这次
回乡后，看到村里一些老人的生活还
是有些困难，“平时家人都要外出挣
钱，老人们就只有自己守在家里，生活
上难免显得节约、清贫，希望这个红包
能够给他们的新年带来一些惊喜。”

“主要还是想带动大家，让村里走
出去的一些有能力的人来扶持家乡的
发展，为乡亲们做点事，毕竟自己一
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杨兴良说，

“作为村里土生土长的人，谁都希望
家乡好，有了好的条件就希望尽量为
家乡做点事。”

这次，杨兴良还有一件大事，就是
把村里的道路进行一番修整，“一些地
方的路比较烂了，需要修一下。”

“村里现在的道路确实有些不好，
杨先生自己出钱来为家乡做这些事，
村里的人都很感动。我们也希望通过
杨先生的事迹，让更多人一起来建设
好家乡。”姚明华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20余年打拼有波折有收获
打拼

希望为家乡人做点事
初心

张晓兰走进一家铺子，提醒老板注意防火防盗

村里工作人员帮忙为老人发红包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