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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正坤：
艰苦卓绝洒热血
感天动地忠烈心

涂
正
坤
像
。
资
料
图
片

07

星期三
2018.11.21

报料热线
028-96111

责
编
王
萌

版
式

詹
红
霞

校
对

张
晓

观
天
下

日前，基于海量个人对个人的二手
车成交数据，瓜子二手车陆续公布了10
月全国及核心城市的二手车交易“瓜子
价”数据。数据显示，2018年10月全国
瓜子二手车严选直卖签约均价为87124
元，环比上升1.33%，同比上涨8.28%。

全国热门严选车型依然集中于
6-9万元价格区间的高性价比车型，
平均车龄仅有3.47年，较整体二手车
交易平均车龄缩短近20%，相较于面
临增长拐点的新车市场，二手车购置
热情稳步攀升。

瓜子二手车发布的成都二手车瓜

子价显示，10月成都瓜子二手车严选直
卖签约均价达到92104元，较上月上升
5.38%，交易量更是大涨37%。10月成
都热门交易车型0-1年、1-3年、3-5
年、5-8年的价格区间分别如下：

大 众 POLO：6.3-7.0，5.7-6.7，
5.1-6.2，3.7-4.6

福 克 斯 ：8.5-9.0，7.0-8.3，
5.7-6.6，4.1-5.1

高尔夫：11.7-12.3，10.3-11.4，
8.6-9.9，6.4-8.1

英朗：8.1-8.6，7.2-7.9，6.1-6.8，
5.2-5.8

科 鲁 兹 ：9.1-9.5，6.1-7.2，
5.3-6.0，4.1-4.7

宝来：8.8-9.3，7.6-8.3，6.5-7.2，
4.3-5.2

速 腾 ：11.0-11.7，9.8-10.7，
8.3-9.1，5.9-7.1

凯越：5.6-6.1，5.2-5.6，4.5-5.0，
3.4-3.7

捷达：6.1-7.1，5.4-6.0，4.8-5.5，
3.4-4.1

朗逸：9.4-10.0，7.7-8.4，6.8-7.7，
4.9-5.6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蔡世奇

瓜子二手车发布10月二手车瓜子价 成都交易量环比大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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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冷了，你知道怎么取暖吗？
冬季到来，天气转冷，为抵御严寒，空调、

取暖器、电热毯等各种各样的“取暖神器”纷
纷派上用场，然而，这些取暖用品在带来温暖
的同时，一旦使用不当，便会埋下安全隐患。
本期安全警示栏目，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就为
大家盘点冬天取暖中常见的意外事故，看看
哪些取暖方式不可取。

取暖引发火灾。取暖设备运作过程中
设备本身及其周边的温度都比较高，如果太
靠近沙发、被褥等易燃物品，极有可能发生
火灾。因此，在日常供暖中，取暖设备一定
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人离开时要切断电
源。如果是夜间使用电热毯等取暖设备，最
好在睡前先开启一段时间，睡觉时便关闭，
以免夜里发生意外。

一氧化碳中毒。冬天为了御寒，部分居
民会紧闭门窗，在家用炭、木头或者蜂窝煤
燃烧取暖。由于供氧不足，这些材料在燃烧
不充分的情况下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气体，
室内不通风便会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因此，
居民最好尽量避免这种取暖方式。如果要
采取这种方式取暖，一定要注意室内通风，
同时避免长时间处在这样的环境中。

低温烫伤。冬天，热水袋、电热毯、暖宝
宝等取暖产品大受欢迎，当肌肤长时间处在
高温的状态下，稍不注意便可能造成烫伤。
因此，在使用取暖设备时，要避免长时间的
接触，最好能够在皮肤和热源之间增加一层
隔离，比如用厚毛巾包住热水袋后再使用。

高温失水。冬天很多人会过度依赖有
供暖的环境，然而，据专家介绍，使用取暖设
备可能对身体器官功能带来不同程度的损
伤，长时间使用，更容易造成身体过度失水而
引起诸如皮肤瘙痒、鼻孔出血等问题。因此，
在使用取暖设备时要注意控制时间，避免长
时间处在供暖的环境中。同时，要多给身体
补水，可以适量使用一些补水保湿的身体护
理产品，增强皮肤的补水锁水功能。注意使
用空调取暖时，要开窗通风，改善空气质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席秦岭 罗田怡

“两承诺”+“四方监督”蒲江西来创新防范廉政风险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秦怡）今年
9月，伴着“呜呜”的汽笛声，成蒲的
铁路调试动车疾驰而过，同时也宣
告蒲江县西来镇铁路建设征地拆迁
工作顺利完成。

西来镇作为蒲江县“三轨两
高五快”对外快速联络交通网络
重要建设区间，承担着大量征地
拆迁任务。拆迁能否迅速完成？
如何实现阳光拆迁？如何规避廉
政风险，保证公平公正公开，让群
众满意？西来镇凭着“两承诺”和

“四方监督”，快速有效打开局
面，高效廉洁推动了全镇征地拆

迁工作。
何为“两承诺”+“四方监督”？

相关负责人透露，即干部签订廉洁
自律承诺书和岗位风险防控承诺
书，将监督从纪委职能监督扩展到
群众基层监督、第三方透明监督和
上级部门行业监督，四方良性互动，
协调配合，有效防控了高风险岗位
在行使“微权力”中出现廉政风险的
几率。

在公共服务建设项目中，西来
镇重点以制度机制建设作为源头治
理预防腐败关键点来抓。“现在村上
每年都要发放围腰，上面印了当年

建设项目和资金使用情况，每个项
目在实施过程中都由‘自己人’来监
督，大家都放心。”一名群众对如今
村里公共服务建设项目和资金使用
监督情况表示高度认可。

为有效防范村公建设项目实施
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廉政风险，提高
群众满意度，全镇不断拓宽监督管
理渠道，创新宣传方式，修改完善
了《西来镇村级公共服务资金使用
管理制度》，建立了项目建设《西来
镇村社干部回避制度》，实现项目
建设、资金使用有章可循，有据可
依。

涂正坤，1897年11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
县。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参
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秋收起
义军失利后，他带领参加起义的平江农民暴动
队员转移到平江东部连云山一带打游击。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秘密包围
平江新四军通讯处，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
案，涂正坤在这次惨案中壮烈牺牲，时年42岁。

涂正坤，1897年11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
县。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参
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秋收起义
军失利后，他带领参加起义的平江农民暴动队员
转移到平江东部连云山一带打游击。1928年2
月，任中共平江第四区区委书记兼游击队党代表。

1928年7月，涂正坤率游击队策应彭德
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的平江起义，参与
创建红五军和开辟湘鄂赣根据地的斗争，先
后任平江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中共平江
县委组织部长、中共平江县委书记。1930年5
月，率领全县游击队、赤卫队及工农群众10余
万人，支援和配合红三军团攻打长沙。

1931年9月，涂正坤出席湘鄂赣边区第一
次工农代表大会，当选为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
执行委员、常务委员、财政部长，后曾代理湘鄂
赣省政治保卫分局局长。1933年至1934年，
先后任中共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长和省军区修
（水）铜（鼓）宜（丰）奉（新）边作战分区政委。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涂
正坤受命留在湘赣边苏区，与傅秋涛等人率
领红军游击队坚持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
争。1937年2月，涂正坤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书
记、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七七事变爆发后，党中央派人到湘鄂赣
省委，传达中央有关指示精神。涂正坤与傅
秋涛按中央要求，同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谈
判，建立了湘鄂赣苏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底，中央决定湘鄂赣红军游击队
编入新四军序列，由傅秋涛率领开赴江南抗
日前线作战，湘鄂赣省委改为特委，涂正坤任
特委书记，留在后方坚持斗争，任新成立的新
四军平江留守处（后改为通讯处）主任。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
“溶共”“防共”和“限共”的反动方针。1939年6
月12日，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秘密包围平江新四
军通讯处，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涂正坤
在这次惨案中壮烈牺牲，时年42岁。 据新华社

雷语惊人
俞敏洪发表“女性堕落论”
当晚就被众多女性怒怼

11月18日下午，一则新东方教育
集团创始人疑似发表侮辱女性的公开
演讲视频在网上传开。视频中，在讲
到如何改变教育方向时，俞敏洪举例
说，“如果所有的女生都说中国男人就
是要他赚钱，至于说他良心好不好，我
不管，那所有中国男人都会变成良心
不好，但是赚钱很多的男人，这正是现
在中国女生挑选男人的标准。”

随后，俞敏洪称，“所以，实际上一
个国家到底好不好，我们常常说在女
性，就是这个原因，现在中国是因为女
性的堕落才导致整个国家的堕落。”

18日当晚，女星张雨绮发微博公
开批驳俞敏洪的言论。她称：“我只能
说，北大的教育和新东方的成功，都没
能帮你理解女性的价值，没让你能理
解什么是平等的两性关系。甚至没帮
你搞明白什么是平等。”

作家六六也在微博上发声。她
说：“我本来很尊重俞敏洪先生，他这
一席话立刻让我鄙视：任您多有钱。
中国走到今天，辉煌都是你们男人奋
斗得来的，比方说电影《中国合伙人》
里，你们的奋斗压根不是为了钱，而是

为了让中国走向世界；但你们一旦被
捉了，都是红颜祸水，衰落是女性诱
惑。”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长、研
究员姜秀花则说：“俞敏洪这一席话，
如果是不过脑子的胡言乱语，那说明
他难当精英；如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缜密思考，那就更是有损精英。这句
话不仅让他自己声名锐挫，更重要的
是，第一他伤害了我们国家的形象，中
国堕落了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备
受瞩目的大国形象都是虚拟的吗？第
二他伤害了全体女性，挣脱千年精神
和身体双重束缚的女性，终于成为能
顶半边天的强大力量，难道她们只是
追逐金钱的无为之流吗？第三他伤害
了具有男女平等意识的广大男性，难
道他们所有的打拼和成功都是为了取
悦拜金女的需求吗？他们的幸福都是
商品交换的结果吗？在男女平等已经
成为人类不可抗拒历史潮流的今天，
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大咖发此言论确
实令人匪夷所思。”

深夜道歉
俞敏洪致歉“失言引误解”
网友不买账：越描越黑

一片骂声中，俞敏洪于18日深夜

发文道歉。他表示：“今天我在某个论
坛上阐释‘衡量评价的方向决定了教
育的方向’这一论点时，用了女人找男
人的标准做例子，由于没有表达好，引
起了广大网友的误解，在此深表歉
意。我想表达的真正意思是：一个国
家的女性的水平，就代表了国家的水
平。女性素质高，母亲素质高，就能够
教育出高素质的孩子。男性也被女性
的价值观所引导，女性如果追求知性
生活，男性一定会变得更智慧；女性如
果眼里只有钱，男性就会拼命去挣钱，
忽视了精神的修炼。女性强则男人
强，则国家强。”

俞敏洪尽管深夜致歉，但其明显
带有歧视女性的言论，依然被网友“口
诛笔伐”。

微博大V“老徐时评”称：“不知道
他身上哪个地方短路了，说出了一通语
出惊人的话，之后在公众的错愕惊讶
中，又做出了一个越描越黑的道歉。”

微信公众号“连岳”则表示，这不
是道歉，这是同样的意思再说一遍。

网友们认为，俞敏洪此言就是现
代版“红颜祸水论”，对他的道歉并不
买账。

更多的人则表达了对俞敏洪的失
望：“公众人物、为人师表的身份，在公
开场所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让人太
失望。”

福建泉州市公安局20日对《财新
周刊》记者在采访期间遭警察进入酒
店房间检查一事作出回应称，记者反
映的情况基本属实，并对相关责任人
进行了处理。

泉州市公安局的通报称，《财新周
刊》记者周辰发文反映其11月11日在
泉州市泉港区采访碳九泄漏事故时遭
警察进入酒店房间检查一事，泉州市公
安局党委派出调查组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记者反映的情况基本属
实，泉港区公安执法相关人员存在工
作方法简单、执法不当的行为，造成了
不良社会影响。

通报称，经泉州市公安局党委研

究决定，责成泉港公安分局副局长、山
腰派出所所长陈宾阳向市公安局党委
作深刻检讨；责令泉港公安分局山腰
派 出 所 民 警 陈 华 山 停 职 检 查 。

据新华社

俞敏洪失言
与被惯坏的“成功者”

□蒋璟璟

所谓“因为女性堕落导致整个国
家堕落”的奇谈怪论纯属彻头彻尾的
昏话，完全不值得一驳。而为了自圆
其说，俞敏洪硬是掰出了“女性强则
男人强，则国家强”的讨好回应，尽管
求生欲很强，可是“圆话”的姿势终究
尴尬得不要不要的。不公开挑衅底
线的共识判断，这是社会认同的基
础。很遗憾，某些最顶端的精英人
群，并未很好地遵守游戏规则。

其实，个体失言并不可怕。可
怕的是，其在公众内心所产生的负
面回响。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发
达的商业社会中，“成功者”拥有了
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于
是乎，他们超越了自己原本的“职
业领域”，而不断地跨界发声，乃至
化身为一种普适的“权威”，其既是

“道德权威”是众人生活的榜样，也
是“知识权威”是人们学习的对象
——“因为是成功者，所以什么都
能说，说什么都是对的”，这种世俗
而功利的“成功学崇拜”，乃是许多
谬误荒诞之源头。

时下的景象是，地产老板谈起
经济理论常常头头是道，电商大佬
说起技术原理从来谜之自信。俞
敏洪只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是教育
培训领域的权威，却也煞有介事地
探讨起了“价值评价与教育的方
向”，而这严格说来乃是社会学的
专业议题。某些名人跨界的意见
表达，原本只是玩票性质。只不
过，鉴于“权威外溢”现象的广泛存
在，其非专业的个人观点，也往往
会被世人郑重其事地对待。

一些名人的口水话被追捧为
金句，另一些名人的失言则招致了
强烈反弹，这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
面。在一个“成功者为王”的世道
里，拥趸的反噬也同样刚猛无情。
此刻，精英们或许还是得重温“有
多少本事说多少话”的规则才是。

泉州市公安局回应记者遭警察查房一事：

存在执法不当的行为 相关人员已被处理

发表“女性堕落论”雷语
俞敏洪到全国妇联机关向女同胞道歉：

不当言论极其错误
我深感不安和自责

中国人有句老话叫“言多必
失”，热爱演讲的俞敏洪，最近恐
怕真切地体会到了这句老话的真
谛。

近日，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
人俞敏洪在演讲中称，“中国女人
挑选男人的标准是要男人会赚
钱，至于良心好不好不管，所以中
国女性的堕落导致了国家的堕
落”。此言一出，立即在网络上引
起轩然大波。演员张雨绮、作家
六六等纷纷借助微博发声，怒怼
俞敏洪的言论。

针对俞敏洪有关女性的错误
言论，全国妇联、北京市妇联等均
发声予以批驳。

11月20日，被舆论口诛笔
伐、处于风口浪尖的俞敏洪，专程
来到全国妇联机关，向广大女同
胞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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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道歉
俞敏洪向女同胞诚恳道歉：

我一定汲取教训

11月20日，俞敏洪专程到全国
妇联机关，向广大女同胞诚恳道歉：

这两天，我看到听到大家的批评
意见，深感不安和自责。特别是在全
国妇联有关负责同志的批评帮助下，
我深刻认识到，前几天在某个论坛上
针对女性的不当言论是极其错误的，
反映了我性别观念上的问题，对女性
不够尊重，没有认识到男女两性都应
该在家庭和社会中承担责任和义
务。在此，向广大女同胞再次表示深
深的歉意。我一定汲取教训，加强对
两性平等思想的学习，在新东方内部
积极营造男女平等的企业文化。同
时，我将借助新东方教育平台，大力
宣传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先进性别
文化，宣传女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

本组稿件综合《中国妇女报》、
人民网、澎湃新闻等

《中国妇女报》19日刊登文章《男
女彼此成就才是最好的安排》，对俞敏
洪的观点进行了讨论，摘登如下：

“这两天，俞敏洪在2018年学习力
大会上关于女性堕落致国家堕落的一
段话和后来所做的进一步解释引爆舆
论，成为热门的公共议题。

其实这场风波并非一个偶然事
件，也不是俞敏洪一个人的孤掌独鸣，
而是折射着人们对男女平等的复杂心
态与认识。倡扬男女平等价值观，是
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我党
从建立之日起，就把男女平等写到自
己的旗帜上。新中国成立后，宪法把
男女平等作为一项基本原则。1995
年，中国政府在北京世妇会向全世界
宣告男女平等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一项基本国策，是以国家意志推动男
女平等的政治宣示。

正如这场讨论所警示的，我们应
该勇于正视两个方面的事实：

一是虽然妇女运动实践取得了
非凡成就，男女平等已经成为人类社
会发展潮流和我们的国家意志，公民
的男女平等素养也发生了极大改观，
社会风尚也更加崇尚男女平等，但封
建传统的关于男女价值、能力、关系
和角色规范的观念以及歧视女性的
行为，依然存在于一些人的观念和行
为中，也存在于所谓社会精英的观念
和行为中。

二是尽管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已经
成为绝大多数女性的精神追求和生
动实践，但少部分女性自暴自弃不思
进取的情况也影响了女性整体的社
会评价。正视这样的现实，才能有的
放矢，尽显促进妇女发展的求真本
色。”

《中国妇女报》发文讨论俞敏洪观点：

这场风波并非一个偶然事件
也不是俞敏洪一个人的孤掌独鸣

俞敏洪（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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