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 活 不 只 眼 前 的 修 车
还 有 诗 和 远 方 的 星 空

其实，就连罗亮自己，偶尔也会怀
疑，自己在网上找到的这份工作是不
是真的。

罗亮是一个天文迷，只不过，就连
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时候
喜欢上天文的。“可能是上小学的时候
吧，老师组织我们去电影院看《宇宙与
人》（国产科普大片），然后就对天文科
普类的知识感兴趣了。”坐在记者对面
的罗亮，似乎思考了一下，才给出了这
个他自己也不太确定的答案。

在父亲的印象中，发现儿子对天
文感兴趣，是在初中之后。他喜欢剪裁
一些与天文、星空相关的图片，然后贴
在自己床头的墙壁上。“那些图片都是
课本上的，有的是小学自然书课本上
的。”罗亮说，当时家境不好，自己没敢
找父母要钱去书店买书，大多数时候，
自己是趁假期到城里的书店去看一些
有关宇宙、天文方面的书籍。

罗亮原本希望通过高考进入一所
好大学，选一个与天文相关的专业，毕
业后再找到一份与天文相关的工作。
但是，当年的高考成绩并不如他所愿，
他最终和一位同学报考了攀枝花一所

专科学校，就读冶金专业。
但对于天文的爱好，他并未放弃。

2010年上大学后，罗亮拥有了自己的
电脑，“可以在网上看天文世界，那个
时候，我对天文的热爱又高了一个层
次，因为网上的天文信息非常宽广”。
刚进入大学，罗亮就在新浪微博上注
册了一个账号，取名“天象预报”（现名

“天文在线”）。2010年9月2日，罗亮在微
博上发布了第一条微博，只有简单的4
个字：喜欢天文。

罗亮说，上学期间在网上也结识
了很多天文爱好者。“我比较内向，不
太爱与人交流，所以，也不太敢去人多
的地方”。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罗亮
开始频繁在微博上分享一些自己在网
络上搜罗的天文科普知识。截至目前，
该微博账号已经拥有了170多万粉丝，
发布的微博数量达到4.4万余条。

这仍不算一个“大号”，“有一些是
僵尸粉。”罗亮自己也承认。他发布的微
博基本上都是自己在网上搜罗的，包括
一些国外网站上发布的天文知识，借助
翻译软件翻译后发到微博上。偶尔，自
己也会写一点，但是比较简单。

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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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修车的小伙
要去天文台工作了

2018年2月26日
星期一

25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
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获悉，近
日，该局接到了由中国民用航空
局公安局制定下发的《民航公安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下称《裁量
基准》）管理文件。该文件明确提
示了各类违法行为可能涉及刑
事犯罪的情节，同时对相应的违
法情形和处罚基准进行了明确。

《裁量基准》共计明确了14
大类的违法情形和处罚基准。其
中包括：冒用他人身份证件、使
用伪造编造身份证件购票、乘
机；伪报品名托运或在货物中夹
带危险品；随身携带或交运违禁
物品，乘坐民用航空器；随身携
带或交运枪支、弹药、管制器具，
乘坐民用航空器；扰乱机场、航
空公司正常运营秩序；扰乱机场
公共场所秩序……等情形。

近年来，随着无人机的出现
和应用，伴随的飞行安全也开始
变得突出，国内多个机场就曾出
现无人机干扰航空飞机的事件。
就成都而言，在成都双流机场，
2017年的4月14日、17日、18日、
21日、26日、27日、30日和5月3日
就曾连续均发生此类事件。造成
数百架次航班备降、返航或延
误，其密集和危害程度空前。

在此次下发的《裁量基准》
管理文件中就对违规飞行无人
机的多个违法情形和相应的处
罚基准进行了梳理。具体为：在
民用机场范围内和机场净空保
护区域内，违规飞行无人机的；
在警卫活动现场进行违规飞行

的；出现坠地事故，造成人员伤
害、财产损失，扰乱单位秩序或
者公共场所秩序的情形，处五日
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
百元以下罚款。

另外，未按《民用无人机驾
驶员管理规定》取得资质，从事
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大型活动期
间，在民用机场范围内和机场净
空保护区域内，违规飞行无人机
的情形，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
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
罚款。除此，非法飞行无人机，可
能危及飞行安全的；在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
务，开展无人机管理活动中，采
用暴力、胁迫方法妨碍其依法执
行职务等有涉嫌犯罪的情形，需
及时立案侦查。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对强
开应急舱门的情形也做了梳理。
对于盗窃、损坏、擅自移动航空
器内航空设施，擅自打开应急舱
门，造成航班延误的可处以十五
日拘留；强开应急舱门等可能危
害公共安全的，涉嫌犯罪的，则
及时立案侦查。

“这个文件的出台是有很大
积极意义的，比如对非法放飞无
人机的情形，此前上级相应职能
部门针对无人机还没有一个明
确的执法参考，省内民航机场公
安机关乃至国内机场公安的执
法都处于一个探索法律适用的
状态。”四川省公安厅机场公安
局副局长郭适表示。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未向尘世外多看一眼。
科幻小说《三体》的这句话，或许让罗亮（化名）感受到一二。这个之前在南充一家

汽修厂当机修工的27岁小伙子，是个天文迷。年前，一位同样爱好天文的网友为他介
绍了一份云南天文台的工作，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原来离梦想如此之近。当他
决定辞去汽修厂的工作去云南上班时，家人、同事却异常惊讶，甚至以为这个性格内
向的小伙子，会不会是被传销组织骗了？

2月25日，成都商报记者从中科院云南天文台抚仙湖太阳观测站相关负责人处证
实，他们确实招聘了罗亮，是到观测站做一名参加科学观测的助手。而罗亮也买了3月
初前往云南的火车票。

罗亮说：“人生，不一定只是为了赚钱而生。我想做与天文有关的事情，哪怕是最
底层的，只要与天文有关，我都乐意去尝试下。”

“我年轻，让我来！”这是张
宪国的口头禅。2月24日，农历大
年初九，地铁2号线迎宾大道地
铁站出现客流早高峰的通报，张
宪国立即安排警组同事前往增
援。8时20分，张宪国行至倪家桥
地铁站处，突然怔了一下，接着
便一头栽倒在地。谁也没想到，
倒下后的他再也没能站起来。

25日，据成都市轨道公交公
安分局通报，该局张宪国同志于
2月24日因公殉职。张宪国，男，
1985年1月出生，河南濮阳人，
2010年4月参加公安工作，现任
成都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勤
务四支队勤务三大队三级警长。
2018年2月24日8时许，张宪国同
志在工作中突发疾病心脏骤停，
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于当日10
时50分不幸去世，年仅33岁。

入警8年，张宪国扎根基层
一线。从反扒捕现的便衣民警，
到巡防查控的地铁民警，从最初
的学徒，到办案能手，再到业务骨
干，张宪国没有畏惧、不曾抱怨、
从未退缩，迅速成长。

张宪国是单位办案骨干，平
均每年办理各类纠纷及案件200
余件，无一投诉、无一错案、无一
退卷、无一复议申请。

在领导眼中，他勤奋好学、
乐观向上，为身边的人树立了榜
样。在同事眼中，他踏实努力、担
当负责，总是冲锋在前，“我年
轻，让我来”是他的口头禅。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张肇婷

（图片由警方提供）

面朝水库，4个小时，刘帮华
没有离开过座椅，一只衣袖在风
中摆动，帽檐下，眼睛凝视着水
面。浮漂藏在波光中，悠悠晃动，
刘帮华大臂一振，缠在假肢上的
鱼竿，轻轻一弹，竿头点水，接连
泛出水圈，鱼竿左右一摆，画出
一个“8”字，一条鲫鱼腾地跃出
水面。

2月25日，成都双流将军水
库，刘帮华频频起竿，两边依次
排开的钓鱼客，投来欣羡的目
光，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刘帮华
假肢上的黑色胶带，缠了一圈又
一圈。22岁那年，高压电线烧毁
了刘帮华的四肢，两个月的手术
后，总算劫后余生，五六年的时
间里，他都不敢出门。直到爱上
钓鱼后，他才渐渐安静了下来，
他说，“风吹着，头脑更清醒”。

40岁的刘帮华一共有“四只
手”，用来吃饭、上厕所、钓鱼、走
路，钓鱼的“手”上，用胶带缠绕
着鱼竿。换上“钓鱼手”，表弟宋
玉明帮他挂上饵料，刘帮华身子
微微右倾，“右手”一挥，鱼钩腾

空飞出，落入水中。
2006年，被高压电线烧毁四

肢的刘帮华装上了假肢。他又找
到假肢厂，设计了一副40厘米长
的碳纤假手，用胶布缠上鱼竿
后，挥洒自如。2.7米到6.3米的鱼
竿，都可以替换到假手。

单臂钓鱼，都是在鱼塘“捡
漏”练出来的力量，刘帮华在这
种环境里练习抛竿，久而久之，
指哪打哪，鱼钩落到指定位置，
每天都能够扯回五六十斤鱼。每
一周，刘帮华都会和朋友一起寻
找钓鱼地点，一天挥动鱼竿八九
百下，回到家中，他还能独臂举
起一百斤左右的侄儿。宋玉明跟
着刘帮华钓鱼，已经七八年了，

“陪他钓鱼，目的不是钓鱼，更多
是希望他能够重新站起来。”“很
多人安上假肢后，六七个月都不
敢走路，走不出来。”刘帮华的经
历，让不少了解他的肢体残疾的
人开始尝试重新走路。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实习生 高胜美

摄影记者 刘海韵

当罗亮决定去云南天文台上班的消
息传开后，没有人相信，这个在汽修厂当
机修工的小伙子，会被天文台看中？

这是2017年12月份的事情。罗亮在
南充城区一家汽修厂上班，同时是一个
天文迷，也是新浪微博“天文在线”的博
主。去年12月，一位网友通过微博联系
上他，介绍他到云南天文台抚仙湖太阳
观测站当一名观测助手。

这是罗亮做梦都想不到的，他第
一次觉得，梦想距离自己如此之近。他
最初也不相信，但是几天后，一个显示
为云南区号的座机号码打到他手机
上，对他进行了一番电话测试后，对方
称他可以过去到观测站当一名观测助
手。罗亮决定过完春节之后在过去。

但罗亮被云南天文台看中的消
息，没有人相信。

不少同事猜测罗亮“是不是被传
销骗了”，有同事劝他在汽修厂好好上
班，工作稳定，离家也近。同事小秦也
为罗亮担心，因为罗亮在汽修厂待了3
年，掌握了不少技术，现在为了“网上
找的一份工作”，突然放弃，不值得。

“他是我们厂里的劳模，工作踏实，很
不错的一个小伙子。”汽修厂负责人杨

先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当罗亮决定
辞职时，他还劝过这个性格内向的小
伙子，希望他能够留在汽修厂继续工
作，“毕竟网上找的工作不一定靠谱”。

反对的意见还来自家人。罗亮父
亲记得，儿子下班回家，站在院子里兴
奋地告诉他，准备辞工去云南天文台
上班时，他一口回绝，“不靠谱，万一被
骗了呢？”

“我做梦都梦见他们在说我，千万
不要去，是搞传销的。”罗亮说，为取得
家人的信任，他还在网上找了一些云
南天文台的资料给父母看，但是家人
仍旧对这份“高大上”的工作持怀疑态
度，“身边的朋友只有表妹支持我，他
们（其他人）都不信我。”

“感觉这些人都在歧视你，歧视你
的水平就这样，只能一辈子修车。”罗
亮吐槽说。尽管只是个人痴迷天文，没
有丝毫贬低修车工作的意思。罗亮还
是觉得，自己当初如果说“是去天文台
那边修车，可信度还会更高一些”。

周围的质疑声，并未打消罗亮的
辞职计划。2018年春节前夕，他向汽
修厂老板提出辞职，决定“做更‘大’
的科普”。

24日，在南充城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成都商报记
者见到罗亮的父亲。

在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父亲的意识里，天文是属
于高端的科学技术，儿子只是一个汽修厂的机修工，怎
么可能去那种地方上班呢？担心儿子上当受骗，他试图
阻止儿子的决定，不仅如此，相比起云南，他更希望儿
子能在南充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子。

为了说服家人，罗亮让为他介绍工作的网友给家
里人打电话，还找了一些工作环境的图片试图说服父
母，但后者仍不相信。2月25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云
南天文台抚仙湖太阳观测站一位宋姓负责人，对方在
电话里向成都商报记者确认，观测站确实招聘罗亮过
去当一名参加科学观测的助手，“职位虽然不高，但是
很重要的岗位”。

成都商报记者也第一时间告诉了罗亮的父亲，这
份工作的确是真实的。

事实上，在罗亮表妹的劝说下，罗父也渐渐理解了儿
子的决定，“年轻人的想法嘛，跟我们不一样，那也是他的
爱好。”罗父想起了楼顶的那台天文望远镜，在晴朗的夜
晚，儿子经常会独自一人上到楼顶，借助望远镜遥望星
空。但他还是不放心，他决定买一张3月份的火车票，陪儿
子一同去云南，他想去看看儿子的工作环境。

最终得到家人的支持，罗亮心情舒畅了不少：“人
生在世，也不一定只是为了赚钱而生，要做对自己有意
义的事情。因此，我今后想做与天文有关的事情，哪怕是
最底层的，只要与天文有关的，我都很乐意去尝试下。”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彭亮 摄影报道

只有在网络上的天文爱好者圈子里，罗亮话语才
会多起来。“几乎每天业余时间都花费在天文上面，但
自己的天文知识功底可能还不如其他同好（天文爱好
者）。”罗亮说，自己对天文的热衷得到很多网友的支
持，有网友送他一些天文方面的书籍，2014年，一位网
友甚至送了他一台天文望远镜，他借助这台望远镜，第
一次看到了木星的表面，这让他兴奋异常。

但在现实生活里，罗亮就像一个孤独的斗士。上班
间隙，同事们掏出手机玩游戏打发时间，罗亮却躲在一
边搜罗天文知识发微博，这种举动让他看起来像个另
类，“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不一样，他喜欢天文，我们不懂，
也不了解他说的那些”，一位同事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2016年，当时在汽修厂上班的罗亮，决定不再发布
“天文日志”，其中一个原因是，自己没有时间去发布文
章，“除非现在我放弃修车工作，就有时间去弄，但生活
需要金钱来维持”。

他在网上吐槽：“有时候真心希望大家不要支持我，
让我看到一些不支持我之类的评论。因为这样，我一气
之下，就不那么累、那么花费时间在天文上了。”但他紧
接着又说：“哈哈，这应该是一种“自残”行为？哪有把自
己往坏里推的。”他试图在网上征集志愿者来帮忙维护。
很快，他的征集令得到一些同样爱好的天文的网友响
应，帮忙一起维护他所经营的微博和微信号。

“其实汽修厂的工作，也提不起兴趣早就想放弃
了，但是没有找到更好的。”罗亮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
不喜欢之前的汽修工作。他觉得，这3年多的汽修工作
经历，是自己的天文爱好在支撑着他，上班间隙，自己
还有时间上网去搜罗天文科普知识。

也因此，当后来网友介绍他到云南天文台抚仙湖
太阳观测站当一名观测助手时，罗亮几乎丝毫没有犹
豫就答应了。

不过，这份“高大上”的工作，却让他第一次成了
“众矢之的”。因为几乎没人相信他，一个汽修厂小伙能
够到天文台去上班。

“你是不是被传销骗了？”

修车小伙的“天文梦”

不解：他们为何不信我？

《民航公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发布，14类违法情形有了处罚基准

擅开应急舱门致航班延误，可拘15天

33岁民警心脏骤停倒在岗位上

梦想

窘境

﹃
我
想
做
与
天
文
有
关
的
事
情
，哪
怕
是
最
底
层
的
，

只
要
与
天
文
有
关
，我
都
乐
意
去
尝
试
下
。﹄

说说

他

家人

我们不懂这些
只是怕他上当

双臂双腿均截肢 他苦练成钓鱼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