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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1 日，四川乐至县方
广村，一只重 200 多斤的黑熊
被捕获。然而，不仅当地八旬老
人此前未曾听闻当地有熊出
没，林业部门也表示乐至不适
宜黑熊生存，相关史料中也找
不到熊出没的记载。

那么，这只黑熊到底从何
而来？有网友猜测是“养的熊跑
了出来”。不过，7月13日，与乐
至县相邻的资阳市雁江区和简
阳市3家黑熊养殖场均否认与
自己的养殖场有关，雁江区自
规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养殖
场的黑熊都会记录在案，多一
只或少一只都要说出原因。

7月14日，有消息称，距方
广村直线距离 40 多公里外的
雁江区保和镇文龙寺村有人散
养黑熊，几年前曾出逃过一只
七八十斤重的小黑熊，找了多
次未找回。当天，接到记者反馈
后，资阳市雁江区自然资源和
规划部门、公安部门及保和镇

政府赶到现场，展开调查。但
是，消息所指的散养户家一度
大门紧闭。

14 日 13 时 50 分许，该散
养户卓某的家人终于将家中大
门打开，记者跟随雁江区自然
资源和规划部门的执法人员进
入现场，只见其家中的铁笼子
中有两只黑熊，体型较大。执法
人员查看情况后，基本确定笼
子中的是黑熊。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因两
只黑熊涉嫌非法养殖，需要立
即转移到正规的养殖场进行暂
养，至于是否是有消息所称的

“黑熊出逃”，还需进一步调查。
与此同时，资阳市雁江区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下发通
知，要求各村摸排辖区内是否
有非法养殖野生动物的现象，
特别是黑熊，于7月15日上报
摸排结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姚永忠 江龙 摄影报道近日，成都一高校因开设“婚庆

专业”上了同城热搜。记者了解到，这
所高校为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是
目前四川省内唯一开设了此专业的
高校。此外，全国还有15所高校也开
设了该专业。

“我们从2014年开始申报，2015
年正式招生，今年是第七年了。”四
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婚庆服务与管
理专业曾烛老师对记者说。

学生情侣扮演新人
在校期间至少操持三场婚礼

同学们如何上课？2020 级婚庆
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覃清春告诉记
者：“‘实战课’会模拟结婚的全过
程，但扮演新人的同学一般都是真
情侣。”

回忆起女朋友第一次穿着婚纱
站在自己面前时，2020 级婚庆服务
与管理专业 1 班班长曾昆有些激
动：“当时是第一次扮演新人，我有

点紧张，心想这要是真的就好了。”
在专业课程中，最受学生喜爱

的是《婚礼策划实务》。该专业的人
才培养内容分为三个板块：策划板
块、执行板块、运营板块。其中，策划
板块主要涉及婚礼策划等，执行板
块关注学生统筹、督导等能力的培
养，运营板块则结合了新媒体营销
等内容。

“学生在校期间至少会有三次
大型婚礼秀体验经历。”曾烛表示，
学生需要在《婚礼策划实务》结业考
试中，由小组策划一场“婚礼秀”，在
毕业季求职双选会上准备一次“婚
礼策划提案秀”，在毕业晚会上全班
再共同策划一场“婚礼大秀”。

“婚礼秀”如何考核学生的水平
呢？曾烛透露，主要通过“三方考核”：
一方是教学老师，另一方是行业协会
专家，第三方是婚庆企业的一线工作
者，“他们会综合考量学生的创意是
否能够有效融入市场需求”。

记者了解到，受疫情影响，该专

业在社会实践方面面临一定困难，而
且随着婚庆市场上“婚礼堂”（即一站
式婚礼服务，提供婚礼场地、婚宴餐
品、婚礼策划甚至婚纱摄影、喜酒等
各项服务）的兴起，教学内容也将做
出修改。“下学期会新增‘婚礼堂运
营’课程。”曾烛告诉记者。

毕业后一半人转行
未来会更关注巴蜀特色婚俗仪式

那么，婚庆专业就业形势如何呢？
四川省婚庆行业协会执行会长

汪静向记者透露，“去年成都有超过
20 万对新人，每对新人结婚平均消
费在 10 万元左右”。对于高校开设
婚庆专业，汪静认为，确实有助于专
业人才的输出，现在市场很缺婚礼
策划师和营销人才。但据曾烛观察，
学生毕业后留在这个行业的人不到
一半，课堂教学与市场需求还是有
些脱节。

去年刚毕业的杨鹏辉，目前在德

阳一家婚礼主题酒店工作，是一名婚
礼销售和灯光督导师，实习期间工资
2000 多，现在他已经晋升为销售经
理，底薪加提成每个月有 8000 多元
的收入。

第一届毕业生王媛媛毕业后也
进入了婚庆行业。那时候她通过校
招进入一家婚庆培训企业，从 5000
元的实习工资到基础员工的 6000
元~9000元月薪，后来升职为部门经
理，月入过万。“由于是培训类企业，
收入会比婚庆公司高一些”。不过疫
情原因，公司线下培训课程受到影
响，2020年底王媛媛转行了，现在偶
尔也会兼职婚庆培训讲师。“其实这
个行业门槛不高，但要长久发展就
需要一定的专业能力。”王媛媛说。

曾烛表示，未来除了教学任务更
紧贴市场需求外，还会更加关注少数
民族婚俗文化，让具有巴蜀特色的婚
俗仪式获得更多“新人”的喜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实习记者 胥婷

夕阳的光影中，一名小女
孩在货车驾驶室内翩翩起舞
的视频感动了万千网友。四川
眉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警员
表示，看到视频后，大家都被
这份美好感动了，准备为小女
孩送上一把安全座椅。

昨日，小女孩的父亲周师
傅应眉山公安交警邀请，在等
待装货的途中与民警们见了
面。民警们不仅为其女儿小雨
点（小名）送上了安全座椅，还
送了她小熊玩偶。

周师傅的货车是东风牌，东
风商用车有限公司和眉山市天
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当天也为
小雨点送上了助学金、车模、书
籍和玩具等。东风公司相关人员
表示，以后周师傅有用车需求，
公司将第一时间提供帮助。

交警送上安全座椅

“谢谢，谢谢你们！”7月14
日上午11时许，周师傅驾车来
到眉山市天盛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一下车，他就握着民警的
手，连声道谢。

7月13日，周师傅从杭州拉
电缆到了眉山，14日早上卸了
货，下午，他又要装货前往外地。

在等待装货的途中，周师
傅带着妻女与眉山公安交警见
了面。

之前承诺的安全座椅，一
见面，眉山公安交警就送给了
周师傅。民警表示，“安全座椅
无法安装到货车上，但周师傅
可以把安全座椅安装到自己的
私家车上。当然我们更希望他
心里有把安全座椅，时刻牢记
安全。”

相比于长期在外奔波、又
黑又结实的周师傅，小雨点长
相乖巧，安安静静地坐在车里，
任凭女交警们如何呼唤，她就
是不下车。

或许是小女孩对玩具有着
天然的喜欢，当交警拿出早就准
备好的“交警小熊玩偶”时，怯生
生的小雨点眼睛里有了光，下了
车，脸上也慢慢有了笑容。“以后
你出去玩，把这个小熊带着，就
相当于交警阿姨在陪着你，好不
好？”听到这话，小雨点重重地
点了点头，大声说“嗯”！

会送女儿去学舞蹈和绘画

今年 44 岁的周师傅以前
跑过摩的，开过出租，几年前贷
款买了货车跑货运。视频走红
后，不少同行给他发来女儿跳
舞的视频。“他们说，你成网红
了。”周师傅说，自己没觉得什
么，该跑车还是继续跑，“我的
贷款还没还完，挣钱养家和还
贷是首要任务”。

相比于周师傅，他妻子则
不愿意出现在镜头里，不愿接
陌生电话。她说，一是至今都
觉得有点不真实，不知道怎么
说。二是担心有的陌生电话会
是诈骗电话，把以前平静的生
活打乱。

对于以后的生活，周师傅
妻子很坦然，她说，以前小雨点
从幼儿园回家就爱写字、画画，
我们也计划暑假送她去学舞蹈
和绘画。“我们就是过小日子
的，以后的生活该怎么过还怎
么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张倩

小时候，徐军喜欢躺在石头上
看深邃的夜空，然后身体慢慢失重，
如同漂浮在宇宙中。

童年的山村生活，徐军没有条
件去了解更多的宇宙知识。但他热
爱星空，对宇宙的向往一直在心里
萦绕。后来他到成都学电焊时，师傅
有一台入门级天文望远镜，他第一
次在望远镜里看见浩瀚星空时，一
下子被震惊了。

后来，徐军先去广东跟亲戚学装
修，然后又去学理发，这份爱好就一直
埋藏在心里。直到2017年，他终于下定
决心，花1300元，购买了属于他的第一
台天文望远镜——星特朗90EQ天文
望远镜。这只是一个入门级的设备，但
从这时候开始，他真正开始了天文观
测之旅……

这些年来，徐军不定期地开展
线下活动，组织当地小朋友了解天
文知识，用望远镜观察星空。同时坚
持在网上分享自己拍摄的作品，他
说独自仰望星空是“孤独”的，分享
让他快乐，也让他有了坚持的力量。

2019 年 7 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
文台兴隆站给他颁发了荣誉证书，感
谢他参与人类登月 50 周年“回望月
球”活动，向公众分享他所拍摄的月
球景象。

徐军现在把那台自制的半米天
文望远镜放在朋友的民宿里，每到
周末，就会有很多小朋友前来游玩，
他便免费把望远镜给小朋友观摩、
体验。

当理发师成了天文发烧友

“超级月亮”来了！
他扔下发剪直冲楼顶与央视连线

7月13日晚，天空晴
朗少云，2022年最大的

“超级月亮”如期而至。
对 一 个 天 文

爱好者来说，这是
一场不容错过的
盛宴。

在四川省射洪
市城区，徐军经营
着一家理发店，正
常情况下，他要晚上9
点才下班。但 7 月 13 日
晚上，他 7 点钟就“翘班”
走人了。然后早早地把望远镜
架在32楼楼顶，准备与央视直播连
线。当晚，他一直守到了次日凌晨零点过，因为第二天一
早还要去遂宁参加一个培训，他不得不回去休息……

抖音上，@天文望远镜——阿军拥有70万粉丝。在天
文爱好者圈内，徐军小有名气，除了他坚持分享自己拍摄
的作品，更在于他自制了一台半米口径的天文望远镜。

43 岁的徐军在山里长大，小时候希望独自仰望星
空，把自己坠入浩瀚而深远的宇宙。他后来学过电焊，做
过装修，然后又学了美发。38岁的时候，他重拾儿时梦
想，买下一台望远镜……

“人一辈子可以钻研自己的爱好是幸运的。”徐军
说，仰望星空改变了他的性格，以前急躁、莽撞，如今满
怀热爱，内心平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灵 摄影报道
部分图片据受访者

32楼的楼顶，可以俯瞰整个
射洪城区。

徐军架上他的星特朗 C8hd
望远镜，等待月亮慢慢升起。朋友
和妻子、女儿都来了，他们一边赏
月一边吃着东西。徐军独自埋头
调试设备，准备与央视直播连线。

7 月 13 日晚上，央视在抖音
平台直播了全国各地的月亮，四
川境内用了徐军拍摄的画面。

徐军有两个“观测基地”，一
个在老表家的楼顶，另一个在射
洪鹤鸣山山顶。

鹤鸣山离射洪城区30公里，
车子可以直达山顶。因为远离城
市，周围没有光源，这里可以达到

“三级黑暗”等级，是观测星系、深
空的理想之地，很多成都的天文
爱好者也会驱车来这里观测。

这次月亮对周围光源要求不
高，徐军就选择了在老表家的楼
顶观测。这是射洪城区最好的观
测点之一，老表就住在这栋楼的
顶层。平时他把设备放在老表家，
要用的时候才搬到楼顶。

13日晚上的月亮刚升起时，
颜色偏红，随着月亮爬高，颜色逐
渐变白。

13日晚上，徐军把视频资料
转给央视后，自己也开了一场直
播，点赞破了2万。

自制那台两米高、半米口径的天
文望远镜，徐军花了10个月时间。但
这台设备一亮相，就奠定了他在业余
天文爱好者中的地位，很多网友专程
赶到射洪看他这台望远镜。

徐军知道，不少天文爱好者花了
很多年都没有把天文望远镜做出来。
倒不是制作工艺有多复杂，只要肯钻
研，原理很简单。“主要是耗时间，很难
坚持下来”。徐军这台望远镜的核心部
件——20寸的光学镜片，他磨了半年，
每天两个小时，一边磨一边添加抛光
粉，离不得人。

那块光学玻璃是找厂家定做的，
磨床是自己摸索出来的，座架画好、图
纸找厂家焊接，围布是找附近的裁缝
店缝制的。如果到市面上买这台设备，
要花六七万元，徐军自己做，成本两
万元不到。

徐军第一次萌生自己做望远
镜，是在网上看到颜大师的视频后。
颜大师本名颜明哲，福建人，圈内大
咖，2014 年 47 岁的他决定自己制作
一个大口径天文望远镜，并最终做
成了。

2022 年 4 月，徐军的半米天文望
远镜终于完工，测试当晚，他激动得饭
也没吃，颜大师也给他发来贺电。

自制望远镜
光镜片就磨了半年

独自仰望星空太“孤独”
分享让他快乐“超级月亮”之夜

他在32楼楼顶
与央视直播连线

成都一高校开设婚庆专业
咋上课？好找工作不？

40公里外村民家中
发现两只散养黑熊
涉非法养殖 是否有熊出逃待查

““黑熊进村黑熊进村””后续后续

交警赠送安全座椅
妈妈说会送女儿去学跳舞

““夕阳下货车上跳舞小女孩夕阳下货车上跳舞小女孩””后续后续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2185期开
奖结果：851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
22080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5 12 15 17 18
27 蓝色球号码：04

（以上所有开奖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体
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2185期开奖结果：545，
直选：11202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13391注，每注
奖金346元。（43960909.3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185期开奖结果：
54517，一等奖40注，每注奖金10万元。（417454280.44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22077期：3110311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2077期：
333333013113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9月13日)

足
彩

散养户家中发现两只黑熊

徐军自制的半米口径天文望远镜

▲央视直播用了徐军拍
摄的画面

徐军在楼顶徐军在楼顶
拍摄月亮拍摄月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