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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
国际组织代表陈旭13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2次会议上，代表139个国家发表题为“充分实
现发展权，让发展惠及全体人民”的联合声明。

陈旭指出，当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持续
蔓延，侵蚀各国互信协作。各国发展依然不平

衡、不协调、不充分，贫困、饥饿尚未根除，在全球
范围内发展权的落实未达到预期水平。各国应
以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为指引，促进发展权的
实现，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发展的权利，确保人人过
上有尊严的生活。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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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章上的青海221：
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地
1958年，刘少屏从北京市工会调到青

海省核工业基地，他在这里开启了为国防
科技事业奉献的岁月。

那一年，总面积1100多平方公里的原
子城开始建设。位于青海省海晏县金银滩
草原的原子城，是我国建设的第一个核武
器研制基地，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在这里日
夜奋战，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
第一颗氢弹，原子城因此而得名。原子城
也就是原“青海221”所在地。

现在的原子城，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
枚纪念章记录着这里曾经的荣光。在刘少
屏家人捐出的纪念章上，青海221基地的
正上方印着一枚国徽，上面清楚地记录着

“我国第一颗氢弹研制地”。

珍贵合影：
见证四川省核学会的成立
1973年，刘少屏被调至四川核工业某

基地任工会主席，从此开始了在四川工作、
生活的岁月，直到去年4月在成都去世，享
年91岁。

在四川工作的日子里，刘少屏见证了
四川省核学会的成立和发展。1981 年

12月，四川省核学会成立暨首次年会在
成都举行，大会收到了我国著名核科学
家、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钱三强的贺
信、贺电。

在刘少屏家人捐出的老物件中，有一
张四川省核学会成立暨首次年会的合影老
照片，记录了曾经为我国核工业发展作出
贡献的科技工作者们的青涩模样。

做科研的日子是清苦的。在有关刘
少屏的老物件中，还有一个建设日记本和
一个红旗牌收音机。“学习历史、温故知
新。”刘少屏在建设日记本扉页写道。而
那个收音机，则陪伴他度过了单调且辛苦
的岁月。

1984年，为了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
弹爆炸成功20周年，核工业部西南核工
业局决定举行首届文艺汇演。这是核工
业系统首次公开亮相。据资料记载，当
年曾参加第一次核试验的刘少屏激动得
热泪盈眶，跑上台即兴发表演讲，对九院
的演出、对九院人的无私奉献精神给予
高度评价。

一套邮票此次也一同捐赠给了成就
展。这套纪念邮票中分别记录了1964年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和1967年第一颗
氢弹爆炸成功。或许，那腾空升起的蘑菇
云，就是如刘少屏一般的奉献者最魂牵梦
绕的模样。

一件件老物件
记录我国国防科技的发展

四川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官方实物征集截止

警察夫妻档

注意！
剑门关山体塌方
绵广高速中断
9月14日22点20分，记者从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二支
队二大队获悉，由于连续暴雨，14
日21点40分左右，京昆高速绵广
方向剑门关段发生山体塌方，造成
高速公路中断。

高速公路二支队二大队相关
负责人透露，由于广元地区近日连
续暴雨，高速公路路边山体塌方滑
坡，落石冲上公路，导致高速公路
交通中断。

目前，事发地落石还在继续，
塌方体已经占用客货车道与应急
车道，尚未造成事故。现场已经被
高速交警管控，通车时间未定。

据川报观察

夜间降雨多
建议提早返程
中秋小长假就要结束了，降

雨会跟着减弱，但天还没有真正
晴起来。假期返程高峰，注意行
车安全。

这个中秋假期在雨中开启。
9月12日～14日，受高空低值系
统和地面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广
元、绵阳、德阳、成都、雅安、眉山6
市，乐山市北部，巴中、南充、遂
宁、内江、资阳5市西部，攀西地区
南部，阿坝州中部南部降了暴雨
或大暴雨。

成都不仅下了场区域性暴
雨，双流、温江日降雨量还突破9
月历史极值。但从“单项成绩”来
看，德阳更胜一筹。12日-14日，
全省最大累计降水出现在德阳什
邡禾丰镇，为319.8毫米，最大日
降水量也出现在德阳什邡禾丰
镇，为304.3毫米。

好在雨水还是会喘口气的。
14日下午，成都的降雨由强转弱，
本次强降雨基本结束，但还有雨
水残留部队打游击。

总的来看，假期最后一天，盆
地降雨不强，多是阵雨。盆地东
北部降雨更明显些，巴中及广元
东部、达州北部有中雨。

因为降雨以阵雨为主，什么
时候下说不准，但夜间降雨的概
率会大一些，建议大家提早返程。

今起三天，盆地基本没有强
降雨，都是阵雨随机洒落的模式，
气温会稍有回升，但早晚依旧有
点凉，该添衣服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吴冰清

嫁了个警察丈夫
她说“我理解他”

初识夏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眉清
目秀，眼睛会笑，一脸儒雅之风，若不是一身
藏蓝色的警服，你很难联想到眼前的人竟是
刑侦队伍中的办案能手。

而甘露温柔娴静，声音柔和，笑起来眼
睛眯成一条线，瘦小的身躯也很难让人把她
与禁毒民警的身份联系在一起。

2008年，两人同时考入兴文县公安局，
相识相爱。“他工作认真，人也善良，就是这
些吸引了我吧。”回忆起恋爱时的场景，甘露
不由得嘴角上扬。

得知女儿找了警察当对象，母亲首先反
对。甘露的父亲也是警察，在她11岁那年，
父亲加班回家途中遭遇车祸去世，是妈妈一
个人将她拉扯大。

“你想过没有，当年你爸爸回家就像住酒
店一样，你是警察，再找个警察当丈夫，你们
的日子还过不过？”妈妈语重心长地对她说。

甘露听完笑着安慰母亲：“大家都觉得
嫁警察辛苦就不嫁了的话，那不是所有警察
都找不到对象了？”

2009年两人步入婚姻的殿堂。甘露心

“刘少屏同志从事国防科技事业三十年，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特颁发
‘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书，以资鼓励。”这张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国防科学技术
工业委员会在1988年国庆颁发的荣誉证书，几乎凝聚了刘少屏一生的贡献和成就。

刘少屏，1928年出生于湖南岳阳，先后在北京市工会、青海省核工业基地、四川
核工业某基地工作，大半生时间献身国防科技事业。听说我省将举办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刘少屏的家人捐出了他在核工业基地工作期间的
老物件和珍贵资料。

年中秋，甘露和夏梦终于可以
同时休息一天，一家人吃个了
团圆饭。夏梦还为每个家人
准备了一份礼物，“每当这种

时候，我最怕听到手机铃声，希望能完整
陪伴家人一天吧。”

甘露是禁毒大队民警，任务繁重，丈
夫夏梦是刑侦大队教导员，经常外出执
行任务。两人虽然同在宜宾市兴文县公
安局上班，但一起吃饭的日子少得可怜。

“注意安全，你回来了跟我说一声。”
每次丈夫出任务，甘露就会发一条这样
的信息，然后提心吊胆等着回复。

女儿教室是哪间不知道，逢年过节
总是在岗位上忙碌，计划好的事情总是
被突然的警情打乱……结婚10年间，甘
露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同为警察，
她理解丈夫的忙，也心甘情愿担起家庭
更多的责任。于她而言，能把警服穿成
一辈子的情侣装，是最浪漫的事。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四川省将举
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
就展，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四川博物院
联合承办的大型成就展实物征集活动，已征

集到老物件数千件，目前该活动的官方征集
已经结束。四川博物院征集办公室负责人
李钢透露，市民如有老物件要捐赠，可将实物
送至川博征集办公室，征集活动将持续进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摄影报道

提醒

若还有老物件捐赠可送至川博

把警服穿成情侣装
是最浪漫的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钟晓璐 中曾幻想过无数次自己的婚礼，但是考虑
到自己和丈夫同为警察，工作繁忙，两人
最后决定只领证不举办婚礼。

领证当天，夏梦到民政局办理婚姻登
记手续后，又赶回去上班。因为负责管辖
的辖区警情较多，第二天下午才回家，回
家后还没与新婚妻子聊上几句，便倒头就
睡。

甘露的母亲见状不由得心疼起女儿：
“你看，我跟你说过吧，嫁警察会很辛苦
的。”甘露只是回复了母亲一句：“我也是
警察，我理解他。”

收获一摞荣誉证书
他说“有她的一半”

10年间，夏梦凭着自己的认真努力和
家人的默默支持，从古宋派出所民警到刑
侦大队中队长、大坝苗乡派出所所长，再
到刑侦大队教导员，破获了数起大案要
案，书橱内垒起厚厚一摞荣誉证书。“这里
面有甘露一大半的功劳。”夏梦说。

2017年，兴文县公安局侦办“6·30”部
督网络特大买卖枪支案，作为专案组的主
力，夏梦几度辗转川、粤、黔三省多地，行

程近万里调查取证。耗时3个月，“6·30”
部督网络贩枪团伙案成功告破，共抓获制
枪、贩枪、购枪犯罪嫌疑人34人，捣毁非法
制枪窝点2处，收缴追回气枪38支、铅弹
8000余发、气枪零部件1000余件。

回想这3个月，夏梦的记忆中有的只
是侦破案件的艰辛和喜悦，后来仔细回
想，妻子甘露似乎从未在他工作期间“扰
乱军心”。这期间，甘露只是偶尔发送短
信提醒丈夫“注意安全”。

今年9月6日，是甘露35岁生日。夏
梦处理完手上的事情，到家时已是次日凌
晨，家人早已睡下。第二天，他去买了个蛋
糕给妻子补过了一个简单的生日，甘露不
仅没有任何怨言，反而激动得像个小孩。

提起家庭，夏梦觉得愧疚，但又不知
道该如何弥补。“我真的没有为他们做过
啥，我是不合格的丈夫、不合格的儿子、不
合格的爸爸。孩子长到7岁我几乎没操过
心，教室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但在甘露心中，夏梦却是最厉害、最有
责任心、最有担当的人。“他做的事情非常有
意义，每当他破了案子我比他还激动，如果
我们作为警察都舒舒服服去玩去享受，谁
来保证大家平安？有大家才有小家。”

今

纪念章上标注：我国第一颗氢弹研制地 青海221基地。

左图：原国防
科工委在1988
年为刘少屏颁发
的荣誉证书。

右图：我国第
一颗原子弹和第
一颗氢弹爆炸成
功纪念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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