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地毯铺成的舞
台上，23 只熊猫宝宝集
体亮相，活泼的“滚滚”
们四处爬，其中一只不
慎摔下舞台，饲养员赶
忙上前抱起……生动的
一幕被摄影师定格。

1月12日，这张照片
红透网络，并配以文字：

“熊猫宝宝摔进‘世界最
佳图片’。”原来，岁末年
初之际，全球各大媒体
纷纷盘点过去一年，这
张照片相继入选路透社
2016年度图片、《时代周
刊》2016年度动物图片、

《大西洋月刊》2016年度
新闻图片。

这张图片的拍摄者
是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张磊，拍摄时间
是 2016 年 9 月 29 日下
午，地点是成都大熊猫
繁育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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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丁伟 肖茹丹杨雪

习近平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全面提升防范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水平

2017年1月13日 星期五 农历丙申年十二月十六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华西都市报社出版 报料热线：028-96111
封面新闻

- 2℃-13℃
今 日 成 都 市 区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30 总第7940期 本期定价：1元

广告热线:028-86969256 广告许可证号：5100004000110
值班编委石岗 本版责编 龚爱秋 版式 刘丹阳 校对晓号

职业道德监督热线:028-96111 邮发代号：61-602
发行投递服务热线:028-86969285、86969286
本报地址：四川省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 邮编：610012

今日16版
多云 偏北风1-3级

封面新闻微博：@封面新闻 封面新闻微信：thecovercn
华西都市报微博：@华西都市报 华西都市报微信：ihxdsb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全国政法机关要强化忧患意识，提高政
治警觉，增强工作预见性，不断创新理念思路、体
制机制、方法手段，全面提升防范应对各类风险
挑战的水平，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习近平强调，2017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

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要把维护国家政治
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提
高对各种矛盾问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为党的十
九大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锲而不
舍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司法质量、效
率和公信力。要坚持不懈加强政法队伍建设，进
一步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

“厉害了！熊猫宝宝一摔就摔
进‘世界最佳照片’！”1月12日，从
微博到微信朋友圈，从网站到微信
公众号，这条消息被无数人疯传。
仅以微博为例，就有中国新闻周
刊、环球时报、新浪新闻、瞭望东方
周刊等官微发布，浏览量累计达到
数千万次。

这条消息称，去年9月，成都
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内，2016年
度出生的23只大熊猫宝宝，全部
被工作人员抱出来集体亮相，萌态
十足吸引了众多游客。一只熊猫
宝宝不慎从“舞台”上摔落，这一幕
被摄影师捕捉下来。该照片入选
路透社2016年度图片，被美国《时
代周刊》评为“2016年度动物类照
片50佳”。

和消息一起传播的还有一段
视频，再现了当时一幕。视频后半
部分展示了获奖照片，并详细介绍
了获奖情况。照片定格在熊猫脸
部着地的一瞬间，饲养员匆匆从舞
台侧面赶来，迈开的双腿和伸出的
双手，距离熊猫约有1米远，画面
充满动感，让人忍俊不禁。

实际上，美国著名杂志《大西
洋月刊》评出的25张“2016年度新
闻图片”中也有这张照片。而在此
前，它已经相继登上过《泰晤士报》
《每日邮报》《中国日报》等多家国
内外主流媒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磊摄影作品
入选路透社、《时代周刊》2016年度图片

华西都市报：这张照片这么火，
之前有没有想到？

张磊：没有，完全没有。我每年
要拍上万张照片，这只是其中一张。

华西都市报：那它这么火，你觉
得是为什么？

张磊：我运气好（笑）。挺意外
的，当天拍到那一幕的，肯定不止我
一个人。那天现场有20来个摄影
记者，加上用手机拍的其他人，总的
有五六十个人。我的位置不算好，
面对台子比较偏右，而摔下去的那
只熊猫，是在面对台子的左边。但
也可能正是因为在这个位置，我拍
到了饲养员匆匆上前的姿态，最终
被很多媒体选用。

华西都市报：除了拍摄动物，你
平时还关注什么题材？

张磊：我从事新闻摄影已经10
年了，平时主要跑突发新闻，拍摄过
跳楼、火灾、打架、车祸、地震、洪水、
泥石流等，也有很多作品获得全国
及四川省新闻摄影奖。去年拍摄的
一组《乡村娃的足球梦》，还获得了
中国新闻摄影“金镜头”奖体育新闻
类组照铜奖。

华西都市报：那这10年来，你有
什么经验或者感悟可以和大家分享？

张磊：有些场景，文字再好都会
苍白，只有图片能够传神。这也是
专业摄影记者存在的价值。当然，
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是摄影师，摄影
记者的技术、器材、身份优势早已大
江东去。但时代再变，依然是内容
为王，好的故事还是需要有人专门
记录，所以我现在把更多精力放在
图片故事上。比如本月1日，我采
写拍摄的《十年禁渔 千里赤水河的
最后一网》效果就很不错。

洞见新趋势 彰显成都楼市新力量
华西房产TOP50揭晓 六大榜单深度剖析成都楼市

照片定格在熊猫脸部
着地的一瞬间，饲养员匆匆
从舞台侧面赶来，迈开的双
腿和伸出的双手，距离熊猫
约有 1 米远，画面充满动
感，让人忍俊不禁。

火
了

不得不感叹，这是个“看脸”
的世界。颜值高低，萌点多少，有
时能决定一个最寻常动作的心动
指数。同样的一举一动，一笑一
颦，主体不同，也会判若霄壤。

咱就拿最稀松平常的一个
“摔跤”来举例：在金庸笔下，华山
令狐冲踹飞一个敌派小喽啰，作
者想到的最文雅的讥讽语，也不
过是“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式”。翻
译成大白话，其实就是被踹之后，
摔了个跟头，跌了个大“屁墩”。

这个戏谑的文学式“摔跤”，
算是颇具修辞美感的一“摔”了
吧。但，论舆论热度或许还不如近
期印度国宝级演员阿米尔·汗的电
影《摔跤吧！爸爸》，该剧根据真人
真事改编，讲述印度一块女子摔跤
金牌的诞生。阿米尔·汗为了一闪
而过的几秒镜头，就把自己练成弹
簧橡皮人，增肥然后减重，为戏而
疯，魔鬼训练，让人心疼。这赢得
世界敬重的一跤，摔得心累。

同样摔个“屁墩”，小滚滚就
能以特有憨态，俘获人心。脑壳
向下，屁股朝天，也能摔得漂亮，
一跤摔得人心碎，乃至心醉，引来
亿万目光，全球关注，相继入选多
家媒体机构的年度图片。要论一
出生就自带流量，躺着就把眼球
赚了，全球可能除了这些巴山蜀
地的可爱精灵，也没谁了。

风靡世界，取材青城山的“功
夫熊猫”就不多说了；去年迪士尼
出品、陆川的《我们诞生在中国》
里，除了雪豹达娃赚足眼泪外，最
吸睛最惹人爱怜的还是四川熊猫
宝宝。这次被华西都市报记者抓
拍到的“多动症”小宝宝，凭着蠢
萌呆萌的一跤，摔出“世界最佳”，
再次吸足全世界目光，也是可遇
不可求的一桩美谈。

2008年华西都市报记者凭
借震撼人心的《心手相连》，登陆
《时代》封面，这次再次入选世界多
家顶级媒体的年度照片，同样因为
抓拍到萌翻全网，直抵人心的瞬
间，触摸到人性的柔软。历史性时
刻，没有缺席，稀世萌物，也有幸目
睹，只要时代需要，参与见证、记
录或推动历史的镜头、笔触，我们
时刻准备着。

熊猫没摔疼
世界心疼了

□ 李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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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风靡全球的照片，出自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张磊之手。据他回忆，
这张照片拍摄时间是 2016 年 9月 29 日
下午，地点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当天下午，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组织了一场大熊猫宝宝集体见面会。共
有23只大熊猫宝宝参加，它们都是2016
年度在该基地出生，创下了基地建立以
来的最高纪录。为了见证这一历史性时
刻，基地用绿色的地毯搭了舞台，把23只
可爱的“滚滚”全部抱来放了上去，“黑白
相间排排坐，特别讨人喜欢”。

但是“排排坐”了没一会儿，熊猫宝宝
们就不老实了。左后排有只个头比较大
的特别淘气，一个劲儿往前拱，拱到边上
还不停，好几次出现“险情”。好在饲养
员奶爸奶妈们心细，几次抢前一步把它
捞起来，才没摔下去。一阵折腾中，这只
熊猫博得了最多关注，游客们纷纷嬉笑
着看它：“看那个笨笨，又要摔了。”

“看这些熊猫都很活跃，我估计肯定
会有摔下来的，所以一直端着相机在
等。”张磊说，就在那只“大头崽”吸引大
多数目光的时候，舞台右前方一只“小个
子”熊猫，在保持了长时间低调后，突然
使出洪荒之力，猛然向前爬了几步，然后
干净利落来了个“倒栽葱”。而这一幕，
被早有准备的张磊用镜头定格，“咔咔咔
咔咔”一口气连拍了5张。

最终逗笑了全世界的这张照片，是5
连拍的其中一张。照片中，“滚滚”头朝

下脚朝上，四只小短腿在空中无奈挥舞，以标准的
脸部着地完成整个表演，而奶爸的匆匆脚步定格在
1米外，虽然提前伸手也没能接住，但关切之情溢于
言表。当然，因为高度不高，这个小个子滚滚并没
有受伤，当被重新放到台上后，它又不老实地爬来
爬去了。

P10 - P11

不太好的站位
带来最佳照片

一个倒栽葱
被记者抓拍逗笑世界

一张好照片
引来数千万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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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滚滚”头朝下
脚朝上，四只小短腿在空中
无奈挥舞，以标准的脸部着
地完成整个表演，而奶爸的
匆匆脚步定格在1米外，虽然
提前伸手也没能接住，但关
切之情溢于言表。

王荣木陈吉明分别当选
资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段
玉清）1月10日，资阳市第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
会议。大会选举王荣木为资阳市第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选
举陈吉明为资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谷运龙杨克宁分别当选
阿坝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州长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徐
中成）1月10日，阿坝州第十二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大会选
举谷运龙为阿坝州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选举杨克宁为
阿坝州人民政府州长。

熊猫宝宝 进
世界最佳照片

张磊拍摄的这幅作品入选“2016年度世界最佳照片”。

张磊在洪水中采访。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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