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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处事故连发
是否错过黄金逃生期？
11日21时许，深圳市瞬时暴发强

降雨，短时暴发的雨水冲入正在作业
的暗渠，导致罗湖区西湖宾馆、东湖宾
馆以及福田区凤塘河香蜜湖路段附近
河段等三个点位正在清淤作业的工人
躲避不及被雨水冲走。

深圳市罗湖区副区长范德繁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工人当时正在进行治
水提质工程作业，对雨污分流进行除
淤，由于暴雨太急，部分工人没有来得
及撤离。在西湖宾馆段，所处空间是
地下管道中狭窄的暗渠、暗河，水面短
时间内从1米上升到4米，瞬间将工
人冲走。

究竟这场雨有多大呢？深圳市应
急管理局13日凌晨发布情况通报，称

此次强降雨过程全市平均雨量40.6毫
米，各区中平均雨量最大为罗湖区
65.0毫米，其中10分钟最大雨量罗湖
区达39.2毫米，福田区达39.7毫米，
短时降水极端性很强。

深圳市气象局于11日20：00发
布大风黄色预警，20：10在全市发布
暴雨黄色预警。深圳市应急管理局
通报称，深圳市三防指挥部办公室立
即通过省三防责任人系统向全市三
防责任人发布应急响应。预警发出
后，与三处清淤作业人员伤亡事故之
间，存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撤离施工
现场。

过去也有过类似的强降雨，并没
有出现如此多的人员伤亡。暴雨预警
之下，为何还有工人作业？预警信息
是否及时传递到所有作业工地？根据
《2018年深圳市防汛预案》，河流沿岸

等洪涝灾害高风险区域，在建工程、病
险水库、危险边坡周边是险情灾情高
发区。另据《深圳市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预案》规定，水务局负责组织、指导
水务工程建设及水源管理单位的安全
生产应急管理工作。记者询问深圳市
水务局相关负责人在汛情发生时水务
局是否启动相关应急预案保证安全生
产，截至记者发稿时，没有得到深圳市
水务局回应。深圳市应急管理局13
日发布的情况通报称，这些工人是在
准备撤离时被洪水冲走的。

城市暗渠是城市的安全底线
建议加强精细化管理
深圳市多部门运用大数据提升城

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并设立城市安全
研究院对城市安全隐患进行排查，为

何大数据系统的预警能力经不住一场
暴雨的考验？

专家分析认为，科技创新是城市
治理辅助手段，城市安全管理最终还
是要落实在责任意识和安全机制上。
往往是信息沟通渠道不畅、安全意识
薄弱、应急处置不当等多方面原因，最
终导致悲剧发生。

深圳大学建设工程生态技术研究
所所长刘建分析指出，在现代化程度
这么高的城市，出现此次事件让人痛
心，事件暴露出安全网有多重漏洞。

为防止类似的可避免悲剧，专家
建议提高有关职责部门、现场安全管
理人员、作业人员的安全管理意识，加
大安全设备的投入力度，制定应急预
案并严格执行。此外，在河道沿岸和
易涝地点布设监视和警示系统，做到
实时监控。 据新华社

闻一多，1899 年生，湖北浠水县
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12年，考入
北京清华学校。

1919年，闻一多参加五四爱国运
动。6月，他作为清华学校学生代表去
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1922年赴美留学，其间，他写下了著名
的《七子之歌》等多篇爱国思乡之作。

1925年，闻一多回国，在北京艺术
专科学校任教务长，并在北京大学教
授外国文学。1928年秋到武汉大学任
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30年，
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1932年回到
北京，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中
国古典文学研究。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他
随校迁往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
授。1943年，他开始得到中共昆明地
下党和民主同盟的帮助，党通过不同
渠道，给他送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
论》等著作。他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
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
阀的统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
表后，他说：“五四给我的印象太深，
《中国之命运》公开地向五四宣战，我
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1944年，他加
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出任民盟中央执
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
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
士。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坚持独裁、内
战政策。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
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
二·一”惨案，闻一多亲自为死难烈士
书写挽词，揭露惨案真相。

7月11日，民盟负责人、著名社会
教育家、当年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
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
一多当即通电全国，控诉反动派的罪
行。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
公朴追悼大会上，他拍案而起，痛斥国
民党特务。当天下午，他主持《民主周
刊》记者招待会。散会后，闻一多在返
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
余弹，为建立新中国洒尽了最后一滴
血。 据新华社

车耀先1894年生于大邑县，少年
时曾经在一家商号当过学徒，1912
年加入川军。1926 年 12 月，川军刘
湘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 21 军，一
批共产党员到刘湘部队工作，车耀先
开始接触共产主义。1927年3月，刘
湘与蒋介石制造了残害共产党人和
革命群众的“三·三一惨案”，车耀先愤
而离开川军。

1929 年，车耀先加入中国共产
党。入党后的车耀先曾担任川西特委
军委委员，利用自己经营的“努力餐”
酒楼作为掩护从事统战工作。1930
年，车耀先参加了“广汉暴动”，此后长
期在成都从事地下工作。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车耀先积极
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陆续在成都的“国
语研究社”等社会团体中团结大批知
识分子。1936年10月，车耀先联合成
都40多个社会团体，组织成立成都各
界救国联合会，在成都春熙路召开300
多人参加的成立大会。

车耀先一直同中共川康特委书记
罗世文保持单线联系，协助他在四川
地方势力上层人物中开展工作，被誉
为统一战线“线长”。1940年3月，国
民党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并嫁祸共
产党，车耀先和罗世文同时被捕，被关
押在贵州息烽监狱。

在监狱中，车耀先面对国民党高
官厚禄的利诱毫不动心，面对严刑拷
打毫不畏惧，并同狱中难友一起与敌
人开展斗争。1941年3月，车耀先和
罗世文与韩子栋、许晓轩等人秘密组
建狱中党支部，为在狱中与敌人斗争
提供了组织保障。

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同
年7月，车耀先等人被转押到重庆渣滓
洞监狱。8月18日，车耀先、罗世文二
人被秘密杀害。 据新华社

车耀先：藏身“努力餐”
的统一战线“线长”

深圳瞬时强降雨致11人死亡

城市暗渠为何“吞人”？
深圳市应急管理局13日发布消息称，11日晚，深圳市瞬时强降雨引发洪水，造成罗湖、福田两区多名正在作业的河道作业
人员被冲走。截至13日14时，最后一名失联人员已经确认遇难，事件共造成11人死亡。
“深圳发布”13日1时发布情况通报，称强降雨过程全市平均雨量40.6毫米，各区中平均雨量最大的罗湖区达到65.0毫米，

几乎一半以上的降雨都集中在十分钟内。短时极端强降水导致深圳全市多个区域突发洪水，造成部分区域受灾，福田区、罗湖区多
处暗渠、暗涵发生人员遭遇洪水淹溺死亡或失联。

为什么一场雨会引发这么多人接连遇难？水务部门是否收到预警并采取预防措施？新华社记者进行了现场调查。

4月12日下午6点19分，马云更新了自
己的微博。他写道：“昨晚和阿里巴巴的同
事们交流了一次，谈到了时下最热门的工作
996问题。今天很多年轻人都面临这个问
题，我想，如果你选择通过奋斗努力赢得自
己的幸福和成功，可以认真思考一下我下面
的话；但是如果你希望自己的未来比普通人
幸福快乐，但又不愿意付出比普通人更努力
的代价，那么那些合法合情合理，永远正确
的话更适合你。如果需要，那些我也会讲，而
且讲得很好！但我想年轻人应该有机会听到
真话。任何公司不应该，也不能强制员工
996；阿里巴巴从来也都提倡，认真生活，快乐
工作！但是年轻人自己要明白，幸福是奋斗
出来的！不为996辩护，但向奋斗者致敬！”

“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成
功，都希望美好生活，都希望被尊重，我请问
大家，你不付出超越别人的努力和时间，你
怎么能够实现你想要的成功？”在马云更新
的微博里，还附上了自己于4月11日在阿里
巴巴内部交流活动上讲话全文。

马云在内部交流中还谈到了阿里巴巴
的年轻人如何成长、如何实现理想、如何通
过公益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等一系列话题。

马云和刘强东加入讨论

再刷屏
你怎么看？

最近，996工作制又“火”了。
2019年3月26日，在全球最大的社交编程

及代码托管网站GitHub上，一群程序员发起了
一个叫做996.ICU的项目，希望理性探讨，通过
法律手段，获得雇主对雇员合法权益的尊重，在
程序员中获得响应。

什么是996.ICU？在其域名（https：//996.
icu）指向的主页最底部，有一个简短的解释：工
作996，生病ICU。

“996”工作制，即朝九晚九，每周工作 6
天。ICU，则是指重症监护病房。996.ICU，这
是程序员之间的一种自嘲说法，意思是如果按照
“996”模式工作，以后就得进ICU了。

针对引发热议的“996”现象，互联网大咖们
相继加入讨论。网友中甚至有人总结出一份互
联网996公司避雷名单，一时间引起激烈讨论。

4月11日，马云在阿里巴巴内部交流活动
上谈到了对“996”的看法。“这是一个有争论的
话题，但我们要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12日，阿
里巴巴官微分享了马云在阿里内部交流活动《帕
特纳有约》上对热门话题“996”的看法。“马云的
想法，我们公司的年轻人也在讨论，我们觉得这
对大家有借鉴意义，所以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继马云之后，刘强东、李国庆等也加入了讨
论。究竟企业家们怎么看待“996”？我们一起
去看一下。

当当创始人李国庆12日晚10点46分
也更新了微博。他在微博中称，自己坚决
反对“996工作制”。

李国庆写道：“一批老板倡导996，就是
9点到公司，晚9点离开公司，6天工作。我
坚决反对。”

微博里，他阐述了6条理由：

理由1：每天不算路途，11小时工作时长，那
恋爱，家庭，社交无暇，而这是生活的目的，还是
为工作高价值的调节，正是一张一弛啊。

理由2：优秀的企业是结果导向，效率导向。
理由3：管理者提高决策科学性和效率比员

工加班更有价值。
理由4：很多岗位，如程序员，长时间认真写

8小时程序，回家基本到头就睡，和业务层面靠
开会耗11小时完全不是一个工作强度。

理由5：当今公司办公环境经常是降低工作
效率的。西方尝试十多年，每周在家办公一天，对
文案、编辑很有效。不坐班，弹性工作时间都更适
合一批工种，所以一批soho（small office，home
office）一族出现，就是高产出的自由职业者。

理由6：当然我也坚决反对每周40小时工
作，还那么多假期。

他在最后写道：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和
企业竞争力，我赞成撸起袖子加油干，那是
实干，巧干，苦干，不是低效率的耗时间。

马云更新微博：

不为996辩护
但向奋斗者致敬！

企业家声音A

除了企业家外，很多网友也对“996工
作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认可派：
有部分网友表示认可“996工作制”：

@DREAM柳雪松：996，可以有效地把钱都
攒起来，挺好的！

@歪柚柚：年轻人应该明白，幸福是自己奋
斗出来的，理解996。

@UP：不应该抵制996，应该抵制的是强迫
996，重要的是要有选择的权利。

工资派：
在诸多评论中，有相当大部分网友认为，“996”
没有问题，但不能免费加班。

@难以安静：996没问题，加班工资不能不给。
@庄家吴：被批评的不是996，而是劳动力的

压榨，无谓的加班。我们为啥批评996，因为只让
马儿跑不让马儿吃草的比比皆是。

@张凯：996我也愿意啊，钱到位，加班工资
给够就行。

否定派：
评论中，也少不了否定派的身影：

@风之伤：马云工作时间那是人家自愿的，
和上班族熬12个小时根本不一样好吗？

@秀：人家阿里巴巴说了，8小时以外的时
间是用来学习、总结、提升业务能力，不是每个公
司都能和人家一样。

@MR.TONG：马老师更关注的是员工的成
长，“加学习的班”，有些人曲解别人马老师就没
意思了。不过还是坚决反对装模作样坐着混时
间的那种加班，毫无意义。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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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怎么看B

刘强东朋友圈发声：

为18万家庭负责
不得不做出选择

12日，刘强东在微信朋友圈发文。他举
了“地板闹钟的故事”说：“我现在无法再像创
业初期那样拼命工作了！但是以我的体质，
做到8116+8，（周一到周六，早8点工作到晚
11点，周日工作8个小时，每个月休假两天，
每年也会休一次长假）完全没有问题！”

“京东已经四五年没有实施末位淘汰制
了。发号施令的人愈来愈多，干活的人愈来
愈少，这样下去京东注定没有希望，只会逐
渐被市场淘汰。”刘强东在文中写道，“混日
子的人不是我的兄弟，我是要为18万兄弟
背后那18万个家庭负责，还是要留下那1%
混日子的人，向他们负责？我没有选择余
地！”

对于“996”，刘强东的看法和马云类似，他
写道：“京东永远不会强制员工995或者996，
但是每一个京东人都必须具备拼搏精神。”

李国庆谈“996”：

管理者提高效率
比员工加班更有价值

加班工资给够
996随便来

刘强东朋友
圈讲“地板闹
钟的故事”。

马云更新微
博，谈年轻人
该怎么奋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欧阳宏宇 王婷
综合《中国青年报》、中新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