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青春力量激荡，让青春正气
昂扬。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公
开征集“你心中的新青年”人选。

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过
你？

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欢迎通过封面新闻APP的爆料
平台，推荐你心目中能够代表
中国力量的新青年；与此同
时，也可以在封面新闻微博、
微信等平台的相关稿件下方
留言，欢迎向我们推荐。

推荐
方式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爱
人民、热爱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品德
高尚，甘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习，善于
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岗位上
取得突出成绩，具有良好的
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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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4 日上午，在德阳市青衣
江路上跨立交桥下，一辆 3 路
公交车与一辆货车相撞，导致

6人受伤。事后，警方发布消息称，这一
事故系乘客王某某拉拽公交车司机所
致，王某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警情通报

男子嫌车速太慢
拉拽公交司机致车祸

24 日上午 10 时 57 分，德阳市公
安局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3月 24日
上午7时许，一辆3路公交车从柏隆驶
往市区途中，行至青衣江路上跨立交
桥下时，乘客王某某（男，61岁）因嫌
车速太慢，与公交车司机发生争执，继
而用手拉拽司机，导致公交车与一辆
货车碰撞，公交车上 6 名乘客受伤。
事件发生后，德阳市公安局公交分局
迅速将肇事嫌疑人王某某控制，将伤
员送医救治。

当日20时59分，德阳公安官方微
博再次发布消息称，因乘客拉拽公交车
司机引发交通事故后，德阳市公安局公
交分局迅速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某控制
并开展调查工作。

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因涉嫌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目前已被公安机
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
中。目前，受伤乘客中2人住院，2人留
院观察，2人经检查无碍已出院。

伤者回忆

嫌疑人不听劝阻
冲过去把司机拉倒了

24日下午，记者在德阳市第五人民
医院见到了住院治疗的阮先生和王先
生。“我们在摆条（方言，意为聊天），他

说今天要晚，我说晚几分钟没关系。”阮
先生回忆，他上车时，王某某还曾让他
和另外一个人一起挤着坐，他没同意，
便站在王某某的身边。

“当时，车上还有其他乘客也在说
司机开得慢。他让司机开快点，司机说

‘我只开得了这么快’。听见别人也在
说，他一下就火了，便站起来去打司机
的头。师傅就问他，‘你在做什么？’我
劝他说，莫打哦，车上这么多人，万一出
了车祸咋办。”阮先生说，王某某没听劝
阻，便从他的腋下钻过去，冲到了司机
驾驶室的右侧，“我拉也拉不住，我自己
也摔倒了。”

阮先生回忆：“他把手伸过去就把
司机拉倒了，（司机）方向盘都没摸
到。然后，车就直接撞上货车了。”目
前，阮先生被诊断为软组织损伤，在住
院治疗。

与阮先生一同住院治疗的，还有王
先生。当时，他坐在公交车的尾部，正
赶往公司上班。“我只看到他们在闹，
闹着闹着我就听见‘嘭’一声，前面的
玻璃撞得稀烂，我就睡下去了。我眼
睛睁开的时候，爬都爬不起来，其他人
都在跳窗。”

另有一人被转往德阳市人民医院
住院治疗。“据我了解，伤者当时是颈部

撞上前方座椅，引起颈部广泛积气，右
侧声带淤血肿胀，现在他说话声音是嘶
哑的。”医生告诉记者，在不出现感染的
情况下，如果伤者慢慢将积气消化，恢
复起来应该没有问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攀

▽

▽

交通事故发生后，犯罪嫌疑人王某某被拦在公交车内不准下车。（视频截图）

为老律师的坚持感动
率先报道李锦莲案
2013年春天，当时还是《南方周

末》记者的刘长受北京大学法学院陈
瑞华教授嘱托关注一个江西的案件，
也就是李锦莲案。几天后，刘长接到
朱中道律师从江西吉安打过来的电
话。

“听声音就知道已经上年纪了，
讲话比较慢，我当时没想到李锦莲的
律师年纪这么大。”刘长说，朱中道律
师生于1936年，曾是遂川县法院的法
官，当时已年过七旬，仍在为李锦莲
案奔走。

朱中道律师的坚持打动了刘长，
“老先生一直给我寄材料、写信，还会
给我发那种很‘老派’的短信，就是客
客气气的那种跟你去交流。我觉得
有这样一些人在为这个案子坚持，我
们作为媒体人，应该尽可能关注。”

那年冬天，刘长第一次见到朱中
道律师，老律师拄着一根拐杖。两人
一起去南昌郊外的监狱会见李锦莲，
隔着监狱会见的窗户，70多岁的朱中
道律师和60多岁的李锦莲通过电话
交流，李锦莲的耳朵不好，两个人的
沟通很费劲。

“当时朱中道律师就说，你看我
这么大年纪了，还在跑这个事情，你
也要有点耐心。”多年后回想起这个
场景，刘长仍然觉得感动：“老先生身
上的这种品质非常珍贵，他想要做的
一些事情，我们应该要帮助他。如果
他走了，我们要替他去完成。”

2013年12月20日，《南方周末》
以《控方改口，法院照判 一桩毒杀案，
223次申诉》率先披露了李锦莲案。
此后，刘长连续五年为李锦莲案联系
人大代表，请求对案件给予关注。

为李锦莲案再审做辩护
把无作案动机坐实
2015年，朱中道律师抱憾离世。

同年，刘长从媒体行业离职，成为刑
辩律师。

“记者是一个观察者，一个记录
者，可真的想具体做一件事情，可能
还是很无力的。作为律师还是可以
做一点事情，比如具体参与到一个案
件的辩护当中来。”2018年，最高法院

指令江西高院再审李锦莲案，刘长与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易延友一起担
任李锦莲案再审阶段辩护人。

李锦莲案决定再审后，刘长看到
了全部案卷。“发现中间至少有四组

证人证言，能证明李锦莲没有作案时
间。那么我们需要把这四组证人证
言所说的时间、地点、路线，在遂川县
茂元村这个地方把它落实。”

2018年5月18日，李锦莲案再审

在江西高院开庭，庭审只持续了短短
一个上午。除陈述李锦莲无作案动
机、行为外，两位律师还用四组证人
证言论证李锦莲案没有作案时间。

6月1日，江西省高院再审宣判李
锦莲无罪。在江西高院会议室里，李
锦莲一个人靠在椅子上默默流泪，刘
长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尽力说了
几句鼓励他的话。

李锦莲无罪释放当天下午，刘
长发了一条朋友圈：“李锦莲重获自
由了，刑辩律师们的使命也完成了，
我们甚至来不及分享家属们的喜
悦，又要转身离开，去服务下一个当
事人。”

用专业知识捍卫当事人权益
关注其他疑似冤错案

在刘长看来，能够让当事人获得
无罪判决，对刑辩律师来说是最大褒
奖和荣耀，同时也是一种责任。“我觉
得对刑辩律师来说，这更多的是一种
责任。你办的不是案件，办的是别人
的人生。所以律师身上的责任是很
重的。我们在每个案件办理过程中，
都要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去捍卫当事
人合法权益，这个合法权益背后就是
生命和自由。”

李锦莲案之后，刘长仍在关注其
他疑似冤错案，这类案件基本上都
是法律援助案件，不但没有律师费，
而且要牵涉很大精力。虽然如此，
刘长觉得，有义务和责任去办这样
的案件。

“支撑我做这件事的动力还是求
得内心安宁，做律师不是商人，我们
对这个社会有责任。”作为律师行业
中的年轻人，刘长觉得，这个职业最
重要的就是专业性，刑辩律师永远不
能停止学习。由于经常有“两高”的
新司法解释、法律的修改、部门规章
的调整，还有一些新类型案件出现，
都要去研究学习，要了解行业动态。

“不断学习提升专业技能，是青年律
师一个基本功。”

刘长说，一个好律师必须具备一
定社会责任感，就像医生救死扶伤一
样，律师也要为需要法律帮助的人提
供帮助。“专业能够让你赢得当事人
的信任、办好案件，但社会责任可能
会让你走得更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代睿

李锦莲案辩护律师刘长：

你办的不是案件是别人的人生

刘长律师。

刘长与无罪释放的李锦莲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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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片区

3月28日9:00-17:00 天府新区
华阳镇牧华路三段、地铁5号线（中信
城左岸）01号临时施工专变、双流县
交通局01号路灯专变、美岸小学施工
01号专变

3月28日8:00-20:00 天府新区
煎茶镇茶林村、老龙村、鸿湘村、青松
村、二绕天府大道收费站、红星路科学
城收费站

3月30日8:00-20:00 天府新区
煎茶镇鹿溪河村部分、高庙村、五里
村、尖山村、煎茶场镇部分、天府新区
第一污水处理厂、鹿溪映象、鹿溪河安
置小区、五里小区、二绕煎茶收费站

3月30日8:00-20:00 煎茶场镇
部分、鹿溪河村、平安村、沿溪村、煎茶
政府、煎茶卫生院

3月30日8:00-20:00 官塘村、火
石岩村、秦皇苑小区、钓鱼嘴社区、钓
鱼嘴小区、欣怡佳苑、凉风顶社区

龙泉片区

3月27日8:30-9:00 龙泉驿区西
河镇跃进村部分、十陵镇明蜀新村、青
龙湖景区部分（35kV线路停电，10kV西
十二线短时停电）

3月28日8:30-17:00 龙泉驿区
龙泉镇怡和新城E1、E2、E3、E4区

3月29日8:00-19:00 龙泉驿区
书房村、龙泉驿区经开区中学、龙泉驿
区经开区小学

3月30日7:30-21:00 成都大学
部分

3月31日7:30-21:00 成都大学
部分

温馨提示:
1、最 新 停 送 电 信 息 请 查 询

“95598网站”、拨打“95598热线”，或
下载“掌上电力”APP查询。

2、请提前关闭户内电源总开关，
避免突发停送电源造成室内电器受损
或电脑数据丢失。

3、养观赏鱼的业主注意停电期
间水温、水质变化。

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

超员上高速又违停
一次被扣24分

女教练秒变“学员”
华西都市报讯（吴涛 记者 王越

欣 李庆）作为驾校教练员，本该言传身
教，模范遵守交通法规，而教练员蒋某却
以身试法，超员上高速且又违法停车，被
正在执勤的高速交警抓个正着，一次
性被扣除24分，教练变成了“学员”。

3月23日上午，四川省高速交警
四支队六大队民警在遂资眉高速满井
站口执行勤务，设卡检查过往车辆。
9时50分许，民警发现高速公路出口
匝道上一辆驾校教练车突然停靠于车
道内，并下来一名男子。

见此情形，民警敏锐地察觉该车
“有问题”，于是兵分两组，一组在出口
拦截车辆，一组上前查看。男子见状
拔腿就跑，民警迅速跑上去将其截停，
并安全带离高速。

当教练车驶出站外时，站口民警
发现驾驶人是一女子，车里还坐了4
名乘客，有超员嫌疑，便引导车辆停靠
于路边。

经询问，驾驶人名叫蒋某，是眉山
一驾校的教练员，因第二天自己的5
名学员要进行科目二考试，便提前一
天带他们从成自泸高速富加收费站到
满井站外的考场熟悉环境。看到交警
检查，担心超员受罚，于是就在高速上
停车下客。

面对违法事实，蒋某悔恨不已，表
示自己作为驾校教练，更应该以身作
则，谁知道却成了反面教材，为学员们
上了“深刻”的一课。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蒋某的违法
行为将面临一次性扣除24分、罚款
2200元的处罚。蒋某也因此失去了
自己的工作，由教练变成“学员”，须重
新考取驾照。

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
第148次拍到
野生大熊猫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昕锋 丁
伟）3月24日，记者从乐山市马边彝族
自治县了解到，3月21日，马边大风顶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巡护员在搜
集野生动物监测数据时，再次发现红
外相机拍摄到野生大熊猫活动的场
景，这是保护区自2011年安装红外相
机以来，第148次拍摄到野生大熊猫。

视频显示，一只成年的野生大熊
猫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里，先对着
红外相机闻了闻，随后饱尝“箭竹”美
食。待到天黑时，又冒雪在夜间散步
玩耍。

保护区管理局巡护员介绍，这只
野生大熊猫是安装在保护区永红片区
克儿波9号点的相机拍摄到的，在永
红片区他们已经连续7年拍摄到野生
大熊猫。

四川马边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是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以保护大
熊猫、珙桐、水清树等为主的自然生态
区域，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显
示保护区内共有大熊猫18只。

为强化保护区野生动植物的保护，
近年来，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先后在永红、沙腔、高卓营、白家湾等
四个片区安装红外相机300多台，全方
位、立体式对保护区内野生动植物情况
进行监测。截至目前，红外相机已累
计拍摄到大熊猫、金丝猴、山鹧鸪等国
家珍稀保护野生动物达107种。

拉拽公交司机致车祸
德阳一男子被刑拘

“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建议的‘李锦莲故意杀人案’得到改判。”3月12日上午，北京人
民大会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报告工作，江西李锦莲再审
无罪案写入最高检工作报告。

有媒体曾评价说，李锦莲案再审无罪的背后，是法律界、媒体多年接力关注的结果，至少有
7位律师曾作为李锦莲辩护人参与此案，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长。

曾是一名法治记者的刘长，在2013年首先报道了李锦莲案，引起舆论关注。五年后，转行
当律师的他又以辩护人的身份出现在江西省高院的法庭上，亲眼见证了李锦莲被改判无罪。

封 面 人 物 大 型 系 列 报 道

受伤乘客：他嫌车速太慢，冲过去就把司机拉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