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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6点53分，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的病房内。在女儿稚嫩的童声下，37
岁的何致远永远闭上了眼睛。在这里，
他已经昏迷了一个月有余。

他是四川省公安厅国保总队的民
警，做警察一直是他一个梦。他阳光，
爱运动，对工作无限热爱。可，美梦太
短。他没能抵挡住脑肿瘤的冲击。

追梦
12年终于穿上藏蓝服

何致远的同事这样说：在被病
魔折磨的一个多月里，他一直无法
合上眼睛，直到听到录音中2岁女儿
的声音。他永远地离开。告别爱人、
女儿，以及他心中珍藏的藏蓝情。

当警察一直是他的一个梦。
2000年，他从四川警察学院毕业，然
而平日专业成绩优异的他，毕业后

却连续两次在招警考试中遭受了
“滑铁卢”。2006年，他考入省级某部
门任信息工程师，成为该单位信息
技术带头人，但属于他的警察梦却
从未停止过。2012年6月，何致远终
于通过考试，考入四川省公安厅国
保局，如愿穿上一身藏蓝服。

而此时，距离他毕业已经过去
了整整12年。尽管来得晚，过程并不
顺利，终究还是梦想成真。

在四川省公安厅国保总队的7
年，何致远的工作一半以上都在藏
区，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累计行程
超过4万多公里。用总队领导的话
讲：他工作负责、认真，平日交代的
事情，总是做得很完美。

病重
仍多次申请回岗

病魔来得突然。
2017年10月底，何致远结束了

11天的藏区公安机关国保信息化考
察工作。当他疲惫地回到家，突然一
阵眩晕，双眼模糊起来，呕吐不断。
120送医院后，初查结果为颅内出
血，医生要求住院3个月以上。

但休息20多天后，何致远迫不
及待地想要回到工作岗位上，更可
怕的病魔还在后面等着他。

2018年4月，他被确诊为“松垂
体肿瘤”。当月23日，何致远接受了脑
部手术。疗养期间，他依旧挂念着工
作。“我去哪里？安排什么工作给我？”
每当面对工作群里的消息，他全然忘
却自己有病在身。群里发布的工作安
排他希望自己能参与其中。

对工作的挂念还表现在日常。
一天妻子下班回家，看到何致远拉

着行李，如往常出差时一般。询问之
下，何致远表示接到单位的出差通
知。但妻子向单位求证，却并没有出
差任务。只是丈夫还是挂念着工作。

“对不起，我的病耽误了工作，
现在任务这么重，出院后我一定弥
补起来！”每次面对探望他的领导
和同事，何致远总是深深地自责。

2018年10月，单位同事为何致
远庆生，面对这群曾经并肩作战的
战友同事，何致远再一次说起，希望
能回来上班。“从生病，他就提出了
很多次。”同事黄警官说。

今年4月8日，在家休养的何致
远再一次倒下。但这次却再也没有
醒过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实习生 伍伟欣

（四川省公安厅供图）

大家都知道，四川男性爱老婆、
疼老婆、怕老婆，四川“火巴耳朵”就是
美称。大家不知道，四川“火巴耳朵”的
传统可能可以追溯到清代！近来在
金沙遗址博物馆展出的展品之一清
代象牙酒令筹记录，如果你“不惧
内”，来吧，端起你的酒杯，那可以喝
一杯。

日前正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进行的太平有象明清牙雕艺术展展
览上，有一款由四川博物院收藏的清
代象牙酒令筹，配有31签，两面刻有
令约。酒宴时按席位顺序摇筒掣筹，
再按筹签上所写酒令行约饮酒。按照
上面的约定：生日三杯、秀才一杯、监
生一杯……还有不惧内一杯。如果你
不怕老婆，来吧，喝一杯。

5月5日，金沙遗址博物馆官方微

博@金沙遗址博物馆 在微博上发出
这一发现，“等下，你们这些古代男
人，也要拿不惧内开玩笑吗？果然是
四川特产‘火巴耳朵’。”@四川博物院
也转发了该微博，评论：“古人很会玩
儿，四川自古以来就是‘幸福火巴耳朵’
的乐活地。”

四川博物馆馆员殷红表示，“这件
象牙酒令筹是清代物品，有使用痕迹。
算是当时流行的社交活动，一般竹签
比较常见，象牙比较贵重，算是有钱人
使用的。用古代经典做令辞，说明使用
者有一定的文化修养。”

殷红介绍，川博这件酒令筹，黑
色一面为令辞，红色一面为饮酒对象
和数量。令辞来源于《论文》《诗经》等
古代经典。所摘的词句经过了悉心选
择，能够附会与饮酒对象相关联。如：

“不知肉味，吃素一杯”，“如鼓瑟琴，
新婚双杯”等等。

“火巴耳朵是四川特有说法，但惧
内不是，在许多文献中可查到与‘惧
内’有关的资料。”殷红透露。记者了
解到，沈阳故宫博物馆收藏的清代象
牙雕酒令筹及盒中，也有一项：“惧内
两杯，自认免，不认三杯。”看来怕老
婆的不止是四川。

目前，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陈列
馆正在进行太平有象明清牙雕艺术
展。象牙因易于雕刻又不易破碎，从
新石器时代开始便为人所用。从祭祀
圣物到权富象征，从生活用具到装饰
用品，从庙堂朝廷到医坊药馆，其适
用范围十分广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摄影报道

“顶风作案”：
车水马龙里拍婚纱
交警就在身边

“车水马龙的路中间拍婚纱照，
也不怕撞……”近日，出现了这样一
条微博。微博视频中，一名穿着黑色
西装的男子，抱起一名身着红色礼
服的女子，沿着城市道路中间的双
黄线走起来，期间还试着转了个圈。
其身后，则有一名摄影师坐在路中
间仰面朝他们拍照，不时低下头查
看照片，摄影师的后面还有三个工
作人员，也站在路中间。能看到男子
抱起女子行走时，路上有车辆明显
放缓了速度。就在距离这群人不远
的路边，便有一名交警，不过他正在
处理其他交通违法行为。

十多秒后，另一名交警骑着警
务摩托停在拍照人的旁边，望向他
们的时候好像说了什么，同时手指
向路边，这时摄影师才从地上站
起，6个人又不紧不慢地走向人行
道，其间女子手提着拖地长裙，摄影
师则一直低头看着在查看相机里的
照片。

从视频中的背景判断，事发地
应该就在春熙路附近的红星路三
段。有一位网友也表示，事发地就在
IFS楼下，“经常有人在那里拍婚纱
照。”一位网友评论：“结婚这么有意
义的事情，办得那么没意义。”还有
网友戏称这是“顶风作案”。

记者目击：
指挥新人车流中摆造型
摄影师也称“有危险”

9日上午，记者来到IFS楼下的红
星路三段，标牌显示该路段限速40
公里。路上一位引导停车的男子告
诉记者，确实常有人来拍摄婚纱照。
附近一名环卫工人告诉记者，他印
象中最近一周里偶尔会有人来拍婚
纱照，可能是近几天天气转好的原
因，“之前有的时候有一拨吧，昨天
多一点，来了两三拨。”他也表示，拍
婚纱照的人拍摄的位置不定，“应该
是看摄影师，他看哪里好就会过
去。”他告诉记者，有时候路中间就
会成为拍照人的选择。

10：58，有一组拍摄艺术照的人
出现。40分钟的时间里，他们先是在

出租车上下客的平台上摆造型拍。
11：38，在摄影师的指挥下，拍照的
那对男女站到了马路边，接着又按
照摄影师的手势，走向斑马线。两人
在斑马线中间停下，听着摄影师喊
话不时转身、后退，男子还俯身拾起
女子的拖地长裙。记者注意到，两人
站在斑马线上时，有经过车辆停下
礼让等待，也有车辆驶过时明显减
速。

“女生背对我，回头，对对对
……”摄影师正对着路上的男女呼
喊。怎么想到在路中间拍摄？“我们
站在双黄线上啊。”摄影师不以为然
道。同行的一名工作人员补充：“车
不能轧到双黄线的。”接着摄影师又
说：“有点危险，但是这里车速还是
比较慢的。”他称，会把控外拍的风
险，“这些都是我们多年的经验了。”

说完，摄影师不再理会记者，又
开始对着路中间斑马线上的男女呼
喊：“抱一下……”他的同行人员则
表示，春熙路这里是业内婚纱摄影
常来的地方。数分钟后，这一行拍照
的人才穿过红星路二段，去到对面
的人行道继续拍摄。

川音师生
同唱《走进天府》
感染现场观众

“走进天府之国就走进梦幻天
堂，唱起天府之歌就唱起美妙乐章
……”昨晚，在川音聂耳音乐厅《唱
得幸福落满坡》任娟教学班音乐会
上，娓娓动听的《走进天府》压轴唱
响，赢得满堂彩。

作为“天府之歌”全球征集活动
向名家邀约的5首作品之一，歌词诗
情画意，旋律朗朗上口，任娟和学生
们的合唱，感染了现场的师生。任娟
是川音民族声乐系青年教师，现在
她还多了一个身份：礼赞祖国·律动
成都——“天府之歌”推广传唱活动

“教唱辅导员”，她说，“一名教唱辅
导员首先就需要从我做起，我来唱
响。所以我从《走进天府》入手，先带
领我的学生唱，再慢慢影响周围的
人，我们会走进学校，走进企业，走
上街头，把这些歌一首一首传唱开，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天府不仅有好
山好水，还有好歌。”

湘妹子怀着向往唱天府

“我非常荣幸接到成都市文联
的邀请，担任教唱辅导员。”在音乐
会开始前，任娟接受了记者采访。她
说，当她了解到，“天府之歌”征集活
动中，成都面向全球邀歌，征集筛选
出了10首优秀歌曲，又邀请瞿琮、赵
季平、易茗、孟卫东、小柯、郭峰名家
为成都量身定做了5首作品之后，极
为赞赏，“比如深入人心的《东方之
珠》《山歌好比春江水》《蝴蝶泉
边》……这些歌曲的成功之处在于
把优美的地域风情与人类共同的情
感完美融合，以充满创意的音乐表
达，生动地传播了一方水土的文化
特色、风土人情。我们成都有着浓郁
文化底蕴、丰厚音乐土壤、深厚创意
基因，理应有自己的城市音乐名
片。”

在任娟看来，赵雷一曲《成都》
被人所熟知，“但除了这首歌，能不
能有更多的歌来唱响，从歌词、曲调
的角度，多角度，多色彩唱响成都，
所以‘天府之歌’系列活动意义重
大。”

任娟是湖南人，在川音完成了
本科、研究生学业后，留在了川音任
教，“这14年，我在成都求学，工作，
家也安在了成都。我是怀着对天府
之国的向往，考到川音来的。四川的
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绣荷包》

《黄杨扁担》，我从小就会唱。我这个
辣妹子来成都之后，饮食习惯也非
常适应。后来有缘留在这里，一切都
是自然而然，生活非常舒服。我深深
热爱这座城市，也愿意加入到这个
推广传唱活动中来，通过我的歌声，
将城市之美传播得更远。”

教唱不是照本宣科，要有情怀

任娟告诉记者，她在五一前两
天接到教唱任务，“时间紧，任务
重，我又是从事民族声乐教学的老
师，所以我选择了《走进天府》这首
歌。”《走进天府》由著名作曲家孟
卫东创作，大家耳熟能详的《同一
首歌》《今夜无眠》《新闻联播》片头
曲等作品都是出自孟卫东之手。

“这首歌朗朗上口，歌词精炼，易于
记住和传唱。而且歌词中有丰富的
信息，像一条项链一样，把天府的
山川风物都串了起来，一下就抓住
了我的耳朵。”

任娟当天就决定教自己的学生
唱，“我们专业院校的学生，有些拿
着谱子张口就能唱，有些稍加指导，
一晚上就会唱了。我弹着钢琴，带着
他们唱了两个小时之后，他们都会
唱了。但唱歌不是照本宣科，而是一
个二度创作的过程，会唱之后，接下
来就是熟记并理解歌词，要用自己
的感情和技巧，去表达这首歌的内
容，去感染听众。”

五一期间，礼赞祖国·律动成都
——“天府之歌”推广传唱活动在成
都火热举行，任娟来到成都339天府
熊猫塔的水景前小试身手，一会儿
就教会了贵阳小学生、肯尼亚小伙
唱《走进天府》第一句。当她热情饱
满地与学生共同唱完这首歌时，不
少围观的市民，也在轻声哼唱了：

“走进天府之国就走进梦幻天堂
……”

任娟还表示，作为一名教唱辅
导员，今后面对的更多是不识谱的

“学生”，“也没关系，我们一步一步
慢慢来，口传心授，带着大家唱。先
唱旋律，再熟读歌词，明白词曲作家
要传达的意境和情怀，最后旋律歌
词一起捋顺，就会越唱越美，越唱越
带劲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IFS楼下路中间拍婚纱照
车水马龙里 这浪漫定格太危险

交警提醒：这样的拍照举动不仅影响交通，自身安全也有隐患，会要求警员进行劝离

“记得当初你侬我侬，车如流水马如龙。”歌词里这样唱的，最近在IFS楼下的红星路三
段，有人真的实践了。一些摄影机构领着新人，穿上拖地的长裙，径直走到马路中间停留，
凹造型、拍照，任路上车来车往。而他们身旁就是交警，网友戏称这是“顶风作案”。

交警部门表示，新人和摄影机构的行为影响交通，自身的安全也有隐患，“提醒不要再
有这样的举动，会要求警员进行劝离。”

金沙遗址博物馆正在举办的明清牙雕艺术展展览上，一款清代象牙酒令筹让人会心一笑：

清代的四川人喝酒 也拿“不惧内”开玩笑哟

省公安厅37岁民警因病去世
生病期间仍多次申请回岗痛别！

记者注意到，红星路三段附近
有多家婚纱摄影以及礼服店。

“喜事也要注意交通安全。”成
都市交警三分局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新人与婚庆摄影机构不应在车
行道上拍摄，即使是斑马线也不行，

“斑马线是用来通过的。”他表示，这

样的拍照举动“会影响交通”，“尤其
是春熙路附近的繁华路段”，自身的
安全也有隐患，“提醒新人和摄影机
构不要再有这些举动，会要求警员
进行劝离。”

他也表示，新人可以去往合江亭
附近的爱情斑马线“走一下子”。不过，

拍摄前应当通过微博或者其他方式联
系交警部门报备，或者向附近的交警
求助。“已经到了5月，是结婚的高峰
期，周末我们一般也会安排人员在附
近，确保新人安全通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亮
摄影报道

交警提醒：不要再有类似举动，会要求警员进行劝离

摄影师坐在路中间拍新人实在危险（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