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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7年来年来，，她为消防员送去她为消防员送去44万余双鞋垫袜子万余双鞋垫袜子
昨日，她在消防队许下88岁的生日愿望：

“希望你们平安一辈子”

二孃，生日快乐！

2019年10月10日
星期四

\她的88岁/
营房里点燃生日蜡烛
消防队员们唱起生日歌

“今天是二孃的生日，大家准备一下。”10月9日一
早，成都消防花牌坊中队指导员刘强就起了床，招呼
着队友们收拾好房间，搞好卫生，把提前备下的彩色
气球一个个挂在食堂，一面红色的“寿”字也张贴到了
墙壁的正中间。一切准备妥当，刘强和几名队友开着
车出发了。他们要赶到二孃位于林荫街的老房子里，
为她打理一下房间，然后接她回到中队。另一面，得知
消息的二孃也拄着拐棍早早来到了院落门口，等着刘
强的到来。他们早已相识多年，再熟悉不过。

“二孃”名叫李光琼，10月9日是她的88岁生日。她
居住的老房子位于林荫街15号，三层老屋，她一个人
住在一楼，这是爱人生前的单位住房。房间内陈设简
单，一台电视和一台冰箱是仅有的电器。

刘强和队友的到来让房间活跃起来。李光琼招呼
着大伙进屋，谈起了她多年来和消防队的故事，尽管
上了年纪，她还是能快速地从一大抽屉证书照片中找
出大伙都熟悉的那几张。

“二孃，今天是你生日，我过来看看你，然后接你
到我们消防队，大家一起给你过生日好不好。”刘强和
队友们带着李光琼出了门。

很快，车子抵达了消防队。
营房里，一片喜庆。二孃在那个“寿”字下方落座，

生日蛋糕摆上了桌，蜡烛点亮，生日歌在营房响起。

生日的蜡烛点亮，成都消防花牌坊中队营房里唱
起了生日快乐歌。

10月9日，是李光琼88岁的生日。她双手合在一
起，讲出了她的生日愿望：“希望你们平平安安过一辈
子，祝大家平安，再平安！”

过去的37年，在一个个特殊的日子里，李光琼走
遍了成都市39个消防中队，为消防员们送去了她亲手
置办下的袜子和鞋垫，这个数字达到了4万余双。

一双双鞋垫和袜子，承载起一份份深厚的情谊。
她早已成为了消防员们的李妈妈，李奶奶。但所有的
称呼中，她最喜欢的还是大家口中的那声“二孃”。

“二孃，生日快乐！”

记录工作点滴
他34年写满50本工作笔记

余业生曾是一名铁道兵，在部队待
了6年后，他回到威远老家当起了民兵排
长。1984年，他被抽调到公安部门的收容
所，开始接触公安工作。因为接触，他喜
欢上了公安工作，次年便通过招聘筛选，
成为威远县公安局的公安员，后被安排
在严陵派出所工作至退休。

自从进入公安系统后，余业生便养
成了记工作笔记的习惯。“我记性虽然
好，但时间久了，也可能很多记不住。”如
今，在他的办公桌下，一个纸箱装满了50
本工作笔记，还有34年辅警生涯中获得
的各类奖状。

“处理杉树坳××号杨××的治安
处罚问题。”“今年抓了2个抢劫的……”
翻开余业生的工作笔记，他几乎每天记
工作笔记，里面既有他每天工作的内
容，包括协调解决的纠纷、办理的治安
处罚案件甚至参与破获的刑事案件，有
时也会记下每天工作中的遗留问题或
今后的打算。

“不是去走访时现场记一记，就是每
天下班了花几分钟写下当天办的案子或
做了什么工作。”余业生说，平时，他也偶
尔翻看工作笔记，这也算是一种积累和
总结。也曾有多次，检察机关找到他，通
过翻看他的工作笔记，找到一些犯罪嫌
疑人的作案线索。

据严陵派出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上半年，有外地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
来到威远县公安局，希望找到一份他们
正在办理案件中的嫌疑人在威远作案的
相关证据。但由于没有具体时间，威远县

公安局一时未能找到，便想到了余业生。
“我们都知道‘三爷’有写工作笔记的习
惯，也许他有印象。”当民警带着检察机
关工作人员找到了余业生后，余业生在
仔细回忆后，很快在笔记中找到那名嫌
疑人在威远作案的时间及详细过程，民
警据此很快查到了卷宗。

“‘三爷’的那些笔记不仅是他的一
笔财富，更是我们派出所的财富。”严陵
派出所副所长黄春表示。

同事眼中的“活地图”破案高手
退休仍发挥“余热”

进入公安系统后不久，余业生通过
自己努力，拿到了威远县公安局颁发的

《侦查调查证》。可以单独办案了，他高兴
坏了。“第一次侦办的案子是一起寻衅滋
事案。”余业生至今还记得，1986年12月
的一天上午，威远城区发生一起寻衅滋
事案件，作为案件主办人员的他和同事
们很快锁定多名嫌疑人。“全部处理完
后，事件也平息了，那种破案的感觉至今
还记得。”

自那以后，余业生对案侦工作越来
越感兴趣，也经常琢磨案子，办案经验也
越来越丰富。他还记得，1996年，威远城
区在短时间内接到60多起入室盗窃案，
因为类似案件频发，居民迫切要求破案。

“这个案子，我是靠一张身份证破了的。”
余业生说，在一次案发后，他到案发现场
处置时，发现了一张身份证。在排除身份
证系受害人一家所有时，他判定很可能
是嫌犯不小心遗落的，并最终通过调查
抓获该团伙的所以犯罪嫌疑人。

后来，因为规定的改变，尽管不能独

立办案了，但他仍协助破获了不少案子，
尤其是拿下不少疑难案件。在战友眼中，
他工作十分敬业，是“活地图”，更是破案
高手。这是因为，随着他参与办理的案件
越来越多，他在办案中总结出了一套侦
查和审讯技巧，曾帮助威远县公安局破
获多起大案要案。

“他一直在城区派出所干，经常去走
访，对社会上的人和事都很熟悉，所以说
他是‘活地图’。”威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副教导员倪洋曾在严陵派出所和余业生
共事多年，在他的印象中，余业生十分敬
业，长年办案积累了丰富的办案经验，审
讯疑难案件很有一套。他还记得，去年

“十一”大假期间，威远警方在协助深圳
警方抓获一名命案网上逃犯后，嫌犯拒
不开口。此时，他想到了“余三爷”，便将
正在老家地里干活的余业生请来，两三
个小时便“撬开”了嫌犯的“铁口”。

“嫌疑人也是人，我们审他也要让他
感觉到被尊重，这样才好破案。”余业生
举例说，有一次，一名逃犯面对民警也是
闷不做声，他去了后，看到嫌犯被搜出的
未拆封烟盒，便找到了突破口，递上一支
烟，便让对方主动开了口。“尊重是最重
要的，此外还要有心，多了解他的家庭和
社会背景，也能找到他最薄弱的一面。”

从公安员到辅警，余业生也未统计
过他到底办过多少案子，抓获了多少犯
罪嫌疑人。“但我就是喜欢干公安工作，
顺心。”正因为如此，2014年退休后，他又
接受返聘，继续待在严陵派出所发挥“余
热”。如今，他主要是负责引导前去派出
所的办事群众，偶尔也参与纠纷调解等。

孙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姚
永忠

34年辅警生涯都记在50本工作笔记中

他退休了仍发挥“余热”
65岁，本该退休颐养天年，但四川威远的65岁辅

警余业生在退休后仍不舍离开自己钟爱的警察事业，
又接受返聘继续发挥“余热”。

尽管只是一名辅警，但在威远公安系统，他是个
名人，工作敬业，破案尤其是审讯也很有一套，战友们
都亲切地称他为“余三爷”。去年，他还曾协助深圳警
方审讯，“撬开”一名命案网逃的“铁口”。

从公安员到辅警的34年，他几乎每天写工作笔
记，工作的点点滴滴都记录在50本工作笔记中。

购物店里，一名上海导游与一对来自
北京的游客发生纠纷，一方粗言泄愤，一
方“耳光”迎上。

10月8日上午，这样的一幕发生在阿
坝州松潘县境内，此事还惊动了警察。不
过，经过当地旅游警察的耐心调解，当事
人双方握手言和，导游付先生道歉并赔偿
老魏夫妇1000元精神损失费。拿到赔偿，
老魏自又掏200元，将1200元捐给当地小
学，导游深受感动，也拿出1000元钱捐给
当地小学。

购物店纠纷
导游出言不逊挨“耳光”

10月8日上午，阿坝州松潘县川主寺
镇贡嘎岭，来自上海导游付先生带领一队
游客进店参观，参观期间，有客人选购当
地土特产，也有客人没有购物，只是闲逛，
老魏夫妇就属于后者。

看到购物的人少，导游急了，与老魏
夫妇发生了纠纷。“你不是男人！”该名导
游出言不逊，并伴有挑衅动作。这一行为
激怒了老魏夫妇，老魏的爱人张女士非常
生气，一耳光打在了付先生的脸上。同团
游客看到这一幕，连忙劝阻，魏先生夫妇
报警求助。

松潘县公安局旅游警察大队接到报
警后，副大队长赵文亮和民警张静迅速赶
赴现场进行调查和调解。

警察调解
结果让人意外更感人

“你看对方叔叔阿姨那么大年纪，你
不应该骂人。”“阿姨您也是，别冲动，这是
在高原，要注意身体……”当日上午11时
许，经过松潘县公安局旅游警察大队民警
赵文亮和张静两个小时耐心细致、入情入
理的说服劝解，双方握手言和。

经过警方调解，来自上海徐汇区导游
付先生向老魏夫妇道歉，并赔偿夫妇俩精
神损失费1000元。

拿到赔偿后，意外一幕出现了。
“感谢民警帮忙，这钱我捐了，一分不

要！”老魏向民警提出要求，希望帮忙联系
一所小学，把这钱捐了。赵文亮连忙联系
了川主寺镇第一小学校长邓真。导游付先
生一时深受感动，当即拿出1000元钱表示
也要捐，看到对方此举，老魏夫妇又掏出
200元钱添了进去，双方还一致恳请承办
民警当做见证人。

在川主寺镇第一小学简单的捐赠仪
式上，当事人老魏夫妇一脸豁达，将1200
元钱捐给了学校。“这笔钱捐给教育事业
最合适……”一旁，导游付先生也难以平
静：“这警察大哥说话在理，及时化解了我
的心结，老人都这么做，作为年轻人更不
该落下。”他也捐了1000元钱。

就这样，一起旅游纠纷，以让人意外
而感人的方式化解。

捐赠现场，邓真校长为之动容：“我
要真心给民警点赞，给双方热心的当事
人点赞……”

李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导游出言不逊挨“耳光”

警察出面化解矛盾
结果更让人感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268
期开奖结果：081，直选：2309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6：8589注，每
注奖金173元。（19584934.39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268
期开奖结果：08126，一等奖37注，
每注奖金10万元。348779850.88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19115期全国
销售286493206元。开奖号码：01
18 21 28 32 05+12，一等奖6
注，单注奖金10000000元，追加0
注，二等奖105注，单注奖金498979
元，追加22注，单注奖金399183元。
三等奖177注，单注奖金10000元。
2576114778.47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开奖前奖池资金高于15亿
元，一、二等奖奖金按《中国体育彩
票超级大乐透浮动奖奖金特别规
定》分配，详见中国体彩网公告)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
12月9日)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
2019115期全国开奖结果：06 29
19 03 27 28 25，特别号码：05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3D”第2019268期开奖结果：
373。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
结果为准)

福
彩

体
彩

兑彩票

\她的生日愿望/
希望警情永远是零

“你们要平平安安过一辈子”

一送37年，如何才能坚持下来呢？李
光琼提到了自己爷爷当年的教诲。

她说当年爷爷就时常教导家里的孩
子要做到16个字：心地善良、宽以待人、乐
于助人、严以律己。“爷爷说要把这4句话
16字作为做人的终身奋斗目标，我就这样
坚持到了现在。”

在生日现场，李光琼把自己许下的心
愿讲了出来，平安，成了这个88岁老人对
消防员的期盼。

“希望你们能够把消防工作做好，做
到‘零’，就是没有火灾发生，没有什么需
要上楼冒险取东西的事，和一些生活杂
事，希望你们平平安安过一辈子，祝大家
平安，再平安！”

正在这时，消防中队的车库内，一辆
消防车又一次出发了，营房里还未吃午饭
的消防队员们冲着出了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摄
影记者 陶轲

李光琼和消防队的情缘还得从
37年前讲起。那之前，二孃在如今的
花牌坊街附近工作，因为工作关系，
她和当时仅有6000人的消防队产生
了联系。“我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干
部，他们消防队就在我们附近，是共
建单位，工作也有很多联系。”李光
琼说。

“特别是当时我们那一片的住宅
区，经常灌水，因为本身的设计问题，
一连好多年，都是他们消防队的小伙
子来处理，街坊邻居都很感动。”李光
琼介绍，自己对消防的情谊也就在那
时结了下来。

从1982年开始，李光琼便时常在
节假日与家里大姐一起去看望消防队
的队员们，一直坚持了多年。于是李
光琼有了“二孃”的称谓。“那个时候
他们缺的就是袜子，我一个月有点工
资，退休后也有退休金，每次就买一

点袜子送过去，后来就是鞋垫啥的。”
李光琼说。

这一“看望”坚持了37年，一直持
续到现在。

“基本上逢年过节，建军节前后，
二孃都会过来，带一些东西。”刘强介
绍，这些年来，二孃李光琼走遍了成
都39个消防中队，“因为我们中队次数
来得比较多，当年离得也近，相处得
也是最好的，很多人都喊她李妈妈、
李奶奶。”

“实际上，现在条件都很好了，她
年纪也很大了，不想让她在继续了，但
她还是要坚持，我们也就要更加地做
好自己的事，也会时常到她家去看望
她。”刘强说。

据统计，37年来，李光琼送出的袜
子鞋垫已有4万余双。一双双小小的鞋
垫和袜子，也就这样承载起一份份深
厚的情谊。

\她的37年/
她走遍成都39个消防中队
送去4万余双鞋垫和袜子

消防队员们为李光琼点燃了生日蜡烛

花牌坊中队大门上方打出了祝福标语

余业生和他的工作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