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06

2018.9.12
星期三
报料热线
028-96111

责
编

刘
卓

版
式
刘
丹
阳

校
对
张
晓

观
天
下

新学年开始，大学校园又陆续
迎来一批新面孔。不少大一新生都
是第一次远离父母独自生活，在认
真学习专业知识、锻炼独立自主能
力的同时，掌握一定的安全常识、提
升自我保护意识也是必不可少的。
省安全监管局（四川煤监局）提醒
您，预防校园安全事故发生，要注意
以下事项：

严禁私拉电线。有的同学为了
使用方便，在宿舍内私拉电线、乱接
网线，殊不知这样容易造成电路故
障和引发火灾。此外，电线、网线经
常被拖来拖去或被踩踏，容易造成
绝缘层磨损、接头松动，从而引发线
路短路或触电事故。

严禁违章使用大功率电器。大
功率电器包括电炉、电暖器、电饭
煲、热得快等。学生宿舍供电线路
是按照普通照明用电设计的，在人
员密集区使用大功率电器，线路设
备极易超负荷着火。

严禁违章使用明火。宿舍空间
较为狭小紧凑，被褥、衣物、书本等
易燃物放置较为集中，吸烟、点蜡烛
等行为稍有不慎都可能引发火灾。

电器使用后要关闭电源。对手
机充电器、饮水机、电脑等电器要做
到人走关电。部分高校有夜间断电
的规定，尤其要注意断电前关闭所
有电源，防止电压突然变动造成电
器被烧坏或引发火灾。

自觉遵守校园交通管理规定。
高校通常占地面积较大，同学们会
采用步行、单车、电动车等多种方式
出行。在校园内，不管采用哪种出
行方式，都要注意了解和掌握交通
标识，严格遵守校园交通管理规
定。步行时，要注意观察、避让车
辆；骑行非机动车或驾驶机动车，要
按规定路线行驶，礼让行人，不得超
速。如在校园内道路上发生交通事
故应立即报告保卫处到现场处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席秦岭罗田怡

开学啦！
请记住，安全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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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宝珍
“英勇坚决，

为女党员之杰出者”据新华社平壤9月11日电 9月 10
日，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
长金正恩再次会见正在访问朝鲜的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长栗战书，并为栗战书及其率领的中国
党政代表团举行专场文艺演出和盛大欢
迎招待会。

会见时，金正恩表示，在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这个最重要
的节日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派您作
为特别代表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来访，充
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国党、政府、
人民对我本人和朝鲜党、政府、人民的深
厚情谊。我们把你们作为最重要的贵宾

尽最大诚意款待，希望让你们感受到我
们的特殊友好情谊，也向两党两国人民
和世界展示朝中友谊牢不可破、历久弥
坚。亲手缔造朝中友谊的两国老一辈领
导人如果看到今天这样的友好画面，一
定会倍感欣慰。我们要以此访为重要契
机，进一步加强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
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地区和平繁
荣做出贡献。

栗战书表示，我作为习近平总书记、
国家主席的特别代表，率领中国党政代表
团踏上朝鲜国土的那一刻起，就感受到了
朝鲜党和人民的盛情和诚意，始终沉浸在
中朝友好的浓厚氛围中。金正恩委员长
同志在繁忙的庆祝活动期间，两次会见我

们，并为我们举行专场文艺演出和欢迎招
待会。这一切，都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委
员长同志和朝鲜党、政府、人民对习近平
总书记和中国党、政府、人民的真挚情
谊。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委员长同志亲自
推动下，根深叶茂的中朝友谊焕发新的生
机活力，迈进了新的历史阶段。我们愿同
朝方同志一道，携手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
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互学互
鉴和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推进两国社会
主义事业前进。

会见后，栗战书与金正恩和夫人李雪
主一同观看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为
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的特别代表栗战
书访问朝鲜举办的“中朝友谊万古长青”

专场文艺演出。演出结束后，栗战书和金
正恩夫妇共同出席金正恩为中国党政代
表团举行的盛大招待会。

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崔龙海代
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国务委
员会致欢迎辞，表示愿同中国同志一道，
落实金正恩委员长和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三次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朝中传统
友好关系与时俱进，不断得到提升。

栗战书结束访问离开平壤前，朝鲜劳
动党中央副委员长李洙墉、朝鲜劳动党中
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金与正专门到百花园
迎宾馆话别。崔龙海、李洙墉、金与正等
朝党政干部及数千名身着民族服装的朝
鲜民众到机场欢送。

“从没有过怨恨，我理解他
们。”在培训课上，王勇平再次谈
到他眼中新闻发言人和记者的关
系，“他们不是对手和敌人，我一
直把记者当做朋友。”王勇平还透
露，自己的儿子现在也是记者。

曾经，王勇平被媒体视为最
敢直面舆论的发言人，他会在新
闻发布会后，将自己的手机号码
公布给媒体，也会在面对“中国高
铁是否剽窃日本技术时”，直言

“无稽之谈”。
有记者评价，王勇平是一个

性情中人，对于质疑毫不回避，坦
诚以对。然而2014年底，在从波
兰华沙回国后，他没有告诉任何
媒体消息，甚至换掉手机号码。

“不想和媒体接触了，想过安
静生活。”这是他在出国履职前，
面对记者时的回复。

“现在的我更没什么好值得

关注的。”从国外卸任回国到现在，
王勇平婉拒过也接受过一些媒体
的采访。坦诚真挚，这是他心中，
和媒体打交道时应有的态度。

当年，他在“7·23”甬温线特
大交通事故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中国高铁来之不易，请对中国高
铁依然有信心。之后，被媒体质
疑“我不敢信，也不能信”。

多年后，王勇平和当时作此
评价的新闻人专门聚了一次，“我
们两个之间没有任何嫌隙，他是
媒体，监督政府官员追查事故真
相是责任，我也没错，我是中国高
铁的见证人。”

在那次聚会上，王勇平问：
“现在我对高铁的情感和信心，你
相信吗？”

“相信了。”对方答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杜江茜 摄影报道

何宝珍，又名保贞、葆珍，1902
年 4 月出生于湖南省道县。1923
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与刘少
奇结婚。1934年，由于叛徒告密，
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

何宝珍1914年入县女子小学
读书。1918年考取衡阳湖南省立
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在学校里积极
参加学生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社
会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因领导学
潮被校方开除。经过学校党组织
的联系，很快来到长沙中共湘区委
员会。同年10月被分配去安源工
作，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子弟学
校任教员兼工人俱乐部书报科委
员。1923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4
月与刘少奇结成革命伴侣。

1925年春，何宝珍随刘少奇起
程奔赴广州，开始新的斗争。从
此，随刘少奇为革命多方奔走，四
海为家，先后在上海、广州参加中
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1926年10
月与刘少奇来到武汉，曾任汉口市
妇女协会组织部长。大革命失败
后，又随刘少奇辗转于华北、东北、
上海等地，参加当地党的、工会的、
妇女群众的许多工作。

1932年冬，刘少奇离开上海前
往中央苏区后，何宝珍带着小儿子
留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此前为
了便于从事革命工作，她将一儿一
女两个孩子先后送他人代养。何
宝珍任全国互济总会的领导职务
兼营救部部长，化名王芬芳，以教
师身份作掩护，四处奔波，争取社
会力量，千方百计地营救被捕同
志。她的营救活动引起反动当局
的注意，1933年3月被国民党宪兵
逮捕，关进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

在狱中，何宝珍机智地向敌人
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与狱中的
共产党员一道组织难友同敌人展
开各种形式的斗争。由于叛徒告
密，她的身份终于暴露。面对敌人
的酷刑拷打，何宝珍始终坚贞不
屈，坚守党的机密，1934年秋，在南
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

何宝珍英勇牺牲后，当刘少奇
得到消息时，沉痛地称赞她“英勇坚
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 据新华社

金正恩再次会见栗战书
并为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欢迎活动

1955 年生于湖南衡阳，大学本科学历，高级政工
师，原铁道部政治宣传部部长、新闻发言人。

2011年7月，在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
故新闻发布会中，一句“我反正信了”，引发网友热议，
随后他本人及铁路部门被卷入巨大舆论漩涡之中。一
个月后，王勇平不再担任新闻发言人的职务，被派去波
兰华沙任铁路合作组织中方代表。

2015年11月27日退休。现任中国传媒大学培训
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发言人研究中心联
合主任、中新智库危机传播中心研究员。

前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
把“我反正信了”用做授课反面教材

似乎，对于世人的大多数疑
惑，走出舆论漩涡的王勇平，早已
给予了回答。

他解释了很多次，对“不管你
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句话的语
境和原意，也毫不介怀地将那场新
闻发言人生涯里的最后一场发布
会，作为反面教材，在退休后一次
次于讲台上分享给学员。彼时，对
于记者的尖锐提问，他没有任何生
气或抵触，而事后的远调出国，更
不是坊间所传的“躲起来了”。

如今，越来越多的声音提出，
要以更理性的态度来看待新闻发
言人的角色，有媒体人表示想念
王勇平先生所处的发言人“黄埔
一期”的时代，他从不会事前预设
并安排好问题，也有听过课的学
员在微博上表达自己的感谢，直
言获益匪浅。

这些，似乎都已经和王勇平
没有太大的关系，退休前，他希望
过安静的生活，诗歌写意，退休
后，他走上讲台，低调从容。

另一方面，对王勇平而言，家
人一直都是最珍惜的存在。

曾经，在“7·23”甬温线特大
交通事故新闻发布会前，王勇平
专门给家里打了电话，叮嘱不要
看直播，因为他不想让家人担心。

身处舆论漩涡之时，王勇平
尽量让自己平静以对，但也在看

见网络编造的离奇谣言后，生气
愤懑。报警后，发现发布者是个
大学生，他也没有再多做追究，

“毕竟我也是做父亲的人。”
“退休后的生活平静充实，我

很满意。”王勇平骨子里是个文
人，诗歌、散文、书法，都是他和世
界交流的另一个方式。外派波兰
三年期间，他出版了三本书，诗集
《在诗的王国里》，散文集《维斯瓦
河畔》和《行走在亚欧大陆桥上》。

现在，他是中国传媒大学培
训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传媒大学
新闻发言人研究中心联合主任、
中新智库危机传播中心研究员，
时常出现在各地培训课堂上。

今年6月，在“中国新闻发言
人制度化建设十五周年论坛”上，
王勇平被推举为中国新闻发言人
制度化建设“贡献人物”之一。论
坛上，他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歌
《庄严的发布台》，其中写道：“有
人说，它是联系民众的纽带，有人
说，它是吸引眼球的焦点，有人
说，它是唇枪舌剑的要塞，而我们
说啊，发布台就是发言人的阵
地。我们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
们全力以赴严阵以待。”

于他而言，功过是非，留给时
间，笃定自在，方是本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杜江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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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这是每个和王勇平
对话的人，最大的感受。

曾经，这位前铁道
部发言人，因在“7·23”甬温线特大
交通事故新闻发布会上，说出“这只
能说是个奇迹”“至于你信不信，我
反正信了”之后，陷入舆论漩涡，从
新闻发言人变成新闻当事人。随
后，他被远调国外，逐渐淡出公众视
线。

“其实，不是像网络上说的那样
傲慢无礼，而我当时也不是那么回
答的。”9月10日，在四川省2018
年环保新闻发言人暨环境舆情应急
处置培训班上，作为开讲专家的王
勇平，将曾经的那场发布会作为反
面教材。“后来，有很多朋友问我说，
如果发布会重来一次，我还会站上
去吗？我说，这个是假设，但即使再
来一次，我仍要承担该有的责任，但
会考虑得更加周全。”

说到这些时，这位63岁的前发
言人，笔挺站立，语调沉稳，面带微
笑，一如之前8年新闻发言人生涯
中的任何一场。 人

物
名
片

9月10日，王勇平在四川省2018年环保新闻发言人暨环
境舆情应急处置培训班上讲课。

把“我反正信了”做反面教材
“对比说错一两句话，更不能原谅的是，在舆论危机中不站出来”

▽
和7年前相比，王勇平瘦了，

头发也白了许多。在接近四个小
时的讲课中，他一直保持站立，他
说，这是对学员的尊重。

曾经，作为中国最早培训的号
称“黄埔一期”的发言人，他在铁道
部新闻发言人的职位上，一待就是
8年。2011年8月，舆论漩涡中，
他被免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职
务，远赴波兰华沙担任铁路合作组
织中方委员。2014年底，他低调
回国，在中国铁路总公司任中国铁
路文联主席兼秘书长，直至退休。

围绕着他，始终绕不过去的，
就是“7·23”甬温线特大交通事故
新闻发布会。

“我还记得，7月23日那天，我
晚上8点多下班，走在路上，新闻处
长打电话，说出了重大行车事故，
伤亡人数还在调查中。”对于那场
事故后的处理，王勇平记忆深刻，
当晚，铁道部在事发后两个小时内
发声，半夜再次发出第二篇回应。

次日，王勇平前往事故现场，
飞机落地，接到通知，马上召开新

闻发布会。
“其实，我们的速度是快的，但

是你快得过新媒体吗？”站在课堂
上，王勇平感触很深，在他看来，政
府对于公共事件的发声一定要及
时迅速。“现在几个小时就能在网
络上形成舆论，后发制人已经不行
了，更要先声夺人，争取用最快的
速度发出最权威的声音。”

感受来源于现实，王勇平透露，
当年，官方尚未回应，事故现场的幸
存者就已经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将
现场照片传递到世界各个角落。

随后的新闻发布会，让所有人
感受到了新媒体的巨大力量，网络
上任何一个人都被赋予机会、能力
和渠道，让自己的质询放大，传递
到最前线。

“这意味着大众对新闻发言人
的要求更高。”王勇平不止一次反思
过，“我尽最大努力，做了我能做的
事，只能说，做得还不够全面妥帖。”
课堂上，他很真诚，直言对比说错一
两句话，更不能原谅的是，不在舆论
危机中站出来，发出政府的声音。

把记者当做朋友
“我一直把记者当做朋友。从没有过怨恨，我理解他们。”▽

王勇平：退休生活平静充实
人物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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