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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公交车坠江事故·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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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全国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评定委
员会组织评定

全国5A级景区再添9家

这是10月30日拍摄的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
事故救援现场。

当日，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截至10月30
日15时，重庆公交车坠江事故搜救工作取得突破，
救援人员在位于长江二桥上游约28米、水深约71米
处坠江的公交车上，救捞出第7名遇难者遗体，同时
还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已发现9名遇难者 7名已救捞上岸

新华社西安10月30日电（记者陈晨）30日，
备受关注的陕西渭南“继母虐童案”在渭南市临渭
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人孙小倩犯故意伤害
罪、虐待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6年。

2017年3月，家住渭南的男童鹏鹏（化名）被
辗转送往西安一家医院，初步诊断为急性特重性
颅脑损伤、脑挫裂伤，膝盖因长期跪地已溃烂变
形。经警方调查，这些伤为鹏鹏的继母虐待所
致。此事被网络披露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法院经审理查明，自2017年3月份以来，被
告人孙小倩因其继子鹏鹏不听管教等原因，对其
采取绳索殴打、手脚殴打、电线捆绑、罚跪、罚站等
方式，致鹏鹏全身多处受伤。2017年3月29日上
午，孙小倩与鹏鹏独处时，以鹏鹏弄脏床铺、与其顶
嘴为由，多次击打鹏鹏头部，致其受伤。同日9时
许，孙小倩将意识不清的鹏鹏送至医院救治。经司
法鉴定机构鉴定，鹏鹏的损伤程度属重伤一级。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孙小倩在与其继子鹏
鹏共同生活期间，实施严重暴力伤害并造成被害
人重伤一级的后果，对被害人长期实施虐待，其行
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相关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法院当庭以被告人孙小倩犯故意伤
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犯虐待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数罪并罚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陕西渭南“继母虐童案”一审宣判：

被告人孙小倩被判处
有期徒刑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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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底 全国共推出

A级旅游景区 10806家

其中

5A级旅游景区 250家

4A级旅游景区 327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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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记者林晖、罗争光）
记者30日从民政部获悉，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共
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与2016年首次农村留守
儿童摸底排查的数据902万人相比，下降了22.7％。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倪春霞当天在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当前四川省农村留守儿童规
模最大，为76.5万人，其次为安徽、湖南、河南、江
西、湖北和贵州。以上7省农村留守儿童总人数
为484.4万人，占全国总数的69.5％。

在留守儿童群体中，54.5％为男孩，45.5％为
女孩，留守男童多于留守女童。99.4％的农村留守
儿童身体健康，但也有0.5％的儿童残疾、0.1％的
儿童患病。与2016年数据相比，0至5岁入学前留
守儿童占比从33.1％下降至25.5％，义务教育阶段
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从65.3％上升至71.4％。

倪春霞说，各地还应紧紧抓住家庭监护主体
责任这个“牛鼻子”，加强对父母的宣传引导，与子
女共同生活，进一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下降

“红色资本家”王光英走了
享年100岁

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

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

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

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八届、九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全国委员会

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届中央委员

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

会第五届、六届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第七

届、八届执行委员会名誉主席，原中国光

大（集团）总公司名誉董事长王光英同志，

因病于2018年10月29日21时28分在

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王光英出生于1919年，共有兄妹
11人，他排行第6，正好居中，以他为界，
前面5人都是兄长，后面5人则都是妹
妹。排行第一的妹妹，就是王光美。

据《刘少奇一家》一书记载：王光美
和六哥王光英相差两岁，兄妹之情甚
笃。王光英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但作为
王家惟一的“资本家”，他生活的脚步却
和中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兄妹11人中，有七人是共产党员，
但也有无党派人士。解放前，由于兄妹
观点不同，有时难免在饭桌上争论。言
谈风趣的王光英曾说：“我们兄弟姐妹是
干戈十年，鸿飞西东。不过飞西的少，五

哥王光复是王家仅有的一只离群的孤
鸿。”书中还记录了1949年，刘少奇第一
次拜访王光美家的故事。

当时，王光英在天津与人开办化工
厂，长期在天津工作，不过家仍在北平。
为准备会见刘少奇，他着实费了点脑筋，
一是考虑自己穿什么衣服，二是送什么
礼物。最后他决定穿西装，系领带。骑
着自行车到西单牌楼附近转了一圈，最
后在一家百货店里选中了一条驼、灰两
色相间的方格薄毛围巾。

见面时，刘少奇问王光英在天津办厂
的情况。王光英向刘少奇建议，哪几个工
厂可以做军服，哪些可以生产子弹，哪几个

厂子可以制造装甲车支援南下打仗，等等。
刘少奇听着，不由得笑了起来，说道：

“仗不会打很久了，全国很快就会解放。
现在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和平时期的建设
问题了。”他让王光英回天津后多多联系
工商界的朋友，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不料
王光英想摘掉头上这顶“资本家”的帽子，
他说：“我不愿意再干工商界的事了。”

刘少奇待他把话说完后，平心静
气地说道：“在我们党内共产党员、干
部有许许多多，但是像你这样在工商
界中起作用的却不多。你如果穿着工
商界衣服，屁股能坐在共产党、工人阶
级一边，那就很好嘛。”

据《党史纵览》刊发的《“红色资本
家”王光英的“红色”情结》一文记载，
1957年一次会见外宾时，一名外宾与王
光英拥抱，周恩来在一旁风趣地对外宾
说：“您拥抱的是位红色资本家。”

“周恩来称王光英为‘红色资本
家’，不仅是因为他在从事实业期间，通
过商业途径给共产党帮过大忙，而且在
政治上，王光英一贯追求进步，对凡是
中共中央做出的重要决定，他都始终无
条件积极带头执行”，文中称，新中国成
立后，王光英于1950年 4月由当时天
津市工商界泰斗李浊尘先生亲自点名，

担任了市工商界联合会的秘书长（李浊
尘是该会主任）。这是一个在党和政府
与资本家之间充当桥梁、起着沟通和联
系作用的重要岗位。王光英在这个位
置上一干就是十多年，充分发挥了这一
职位的关键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王光英积极组
织资本家认购救国公债，大量捐献战争
用品，包括飞机、大炮等武器，也包括生
活用品。社会主义改造期间，王光英不
仅自己主动将其主持的近代化学厂率
先于1953年实行了公私合营，并把该
厂在公私合营后按规定分给他的定息

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文中称：王光英还多次主动、诚恳

地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为党
工作。第一次是在刘少奇与王光英的
妹妹王光美结婚后，首次以新姑爷身份
上门看望岳父母时，作为内兄的王光英
正式向刘少奇提出希望党组织能批准
他入党的要求，被刘少奇婉拒。王光英
再一次要求入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
1983年，当时他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
记的胡耀邦提出了入党的要求。胡耀
邦再次婉拒了王光英的要求，因为他在
党外所发挥的作用更大。

1981年，王光英作为全国工商联代
表团成员先后到澳门、香港考察。回来
后，他给中央写了一个书面报告——《港
澳见闻和八点建议》，建议利用世界经济
回升的机会，到香港开办一家大型的、综
合的、开放性、世界性、带有民间色彩的
公司，专门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或与
西方公司合作、合资、合营，开发内地实
业，建设大型工程，认为这对国家的现代
化，一定能起很大作用。

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决定由他
出面负责建立这样的公司。1983年 4
月，公司正式成立，定名为“光大”。按照
王光英的解释，光大者，光明正大做生意
也。并向中外宣告：公司的业务宗旨是
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引进外资和国

外先进技术设备，与外商合作，进行合资
经营，为我国四化建设服务，并为稳定香
港繁荣，发展香港经济作出贡献。

据《“红色资本家”王光英的“红
色”情结》一文记载：为拓展业务，光大
公司先后邀请了一大批世界名人来公
司访问，其中有尼克松、基辛格、美国
副总统蒙代尔、财长康纳利和米勒、钢
铁大王洛克菲勒等。王光英还与日本
前首相竹下登、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等
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在与这些世界
友人的交往中，光大公司充分发挥了
作为一家民间企业的优势，广泛开展
民间外交，宣传自己，了解对方，为国
家的经济建设引进了大量资金和技
术，并且为国家的改革发展赢得了一

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基辛格曾先后三次光临光大公司，

一次与王光英谈话时问：你的公司将怎
样开展中美经济交往？王光英答：凡有
利于中美友好的，我都做，凡不利于中
美友好的，我都不做。基辛格当即说
道，那么，今后你要我办事，我不要你的
钱。王光英也随即说道，为了中美友
好，今后你要我办事，我也不要你的
钱。“不过，在实际交往中，光大公司从
未让基辛格做过不要钱的事。王光英
看得很清楚，光大公司能有基辛格这样
一位在世界上很有影响力的美国政治
家作为常客，对于维护和发展中美友好
关系的大局是极为重要的”。

（消息来源：人民网）

新华社香港10月30日电（记者
郜婕 牛琪）以笔名“金庸”写作多部
武侠小说的著名作家查良镛30日下
午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30
日对金庸的辞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代
表特区政府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查良镛生于1924年 3月10日，
浙江海宁人。他20世纪40年代移居
香港，50年代开始以笔名“金庸”创作

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包括《射
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
《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

金庸与古龙、梁羽生合称为“中
国武侠小说三剑客”。其小说屡被翻
拍为影视作品，享有“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金庸的武侠”的赞誉。他的部分
作品还被翻译成英文、法文、韩文、日
文、越南文及印尼文等在海外流传。

除了武侠小说的成就外，查良镛

还是知名报人、社会活动家。他于
1959年创办《明报》。他曾从事翻译
工作，还为报刊撰写了大量随笔、散
文、电影和戏剧评论。

查良镛一生获颁荣衔甚多，包括国
内外多所知名高校的荣誉院士、荣誉博
士、名誉教授等；2000年获香港特区政
府颁授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2001年，
国际天文学会将一颗由北京天文台发
现的小行星命名为“金庸”星。

查良镛曾任浙江大学人文
学院院长。2005年，他获剑
桥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
名衔。2017年，香港文
化博物馆开设常设展
馆“金庸馆”，向公众
展示金庸武侠小说
的创作历程及其
对文化的影
响。

射雕英雄成绝响 江湖再无侠客行

著名作家金庸逝世

著名作家、
中国文联荣誉
委员、中国作协
名誉副主席金
庸30日在香港
逝世，在香港各
界引起巨大涟
漪。多位曾经
在金庸身边工
作过的友人、金
庸研究专家接
受新华社记者
专访，深情回忆
他们印象中的
金庸。

“侠之大者”的情与义
——身边人追忆金庸

金庸研究专家邱健恩：
带给我们欢乐的作家

香港首个“金庸馆”于2017年初
开幕，当中不少藏品由金庸小说版本
学家邱健恩借出。

往日与金庸见面的情景，令邱健
恩印象深刻。“那是在2000年，北京大
学举办了‘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金
庸也到场了。在吃午饭的时候，我拿
了一本旧版《天龙八部》（九册本）的第
一册给金庸签名。哪知他看到后，说
了一句‘这是盗版的’，我愣在当场。
不过，金庸还是替我签了名。”

邱健恩认为，金庸作品多年来一
直通过不同媒介影响读者，包括电视
剧、电影、漫画、舞蹈、音乐，甚至是电
玩，为成长于不同年代的人带来娱乐，
这是很重要的成就。“我更愿意把金庸
看成是带给我们欢乐的作家。”他说。

（据新华社香港10月30日电）

身边工作人员符俊杰：
查先生对人性了解得很透彻

香港云通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符俊杰曾于1988年至1993年间
在金庸身边工作，协助金庸处理过很
多事务。

符俊杰评价，金庸是一位典型的
知识分子，对国家有信念，为人忠厚。

“查先生对人性了解得很透彻。”
符俊杰告诉记者，当年协助金庸处理
读者来信时，发现很多读者都会问金
庸如何构思和布局出那么严谨、通畅
的小说结构和情节。

金庸曾对符俊杰说：“没必要先构
思好小说，但要先把每个角色的性格
确定好。一个人做什么和走什么路主
要取决于他的性格，比如《倚天屠龙
记》中的主角张无忌就是个很随意的
人，所以他碰到许多武林秘籍都会很
随意地使用。”

漫画家李志清：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香港漫画家李志清曾为金庸的
《射雕英雄传》等小说画过漫画，也曾
和金庸一起开过出版公司。

忆及上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一次
见金庸，李志清说：“见到查先生之前
我认为他是偶像、是明星，见面后感觉
他是一位很慈祥的老人，话不多，但每
句话都很有分量，说话不愠不火。”

李志清说，他为金庸的武侠小说
画漫画时，金庸很少干预，让他自由
改编和创作，唯一的要求是不要改动
原著太多，尤其是不要加原著中没有
的内容。

李志清认为，金庸的小说用词精
准，很流畅，读者能够没有任何困难地
读下去。他的作品表达“为国为民，侠
之大者”的爱国情怀、忠贞的爱情等人
类美好的情感，鼓励人心向善。

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潘耀明：
“知遇之恩”永生难忘

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潘耀明说，金庸
是他非常敬佩的作家，对自己有知遇之
恩。他忆及曾到金庸在香港北角的办
公室，当场受聘担任《明报月刊》总编辑
兼总经理。

最后一次见到金庸是在三年前，潘
耀明和友人到金庸家里探访，那时他身
体尚可，但讲话不太连贯。

据潘耀明回忆，1995年初金庸曾想
写历史小说，但1995年3月金庸做了一
个大手术，后来就写不了了。

他回忆说，金庸非常勤奋，出差时在
机场常去书店看书、买书。他的学问非常
渊博，精通英文、法文等语言，藏书也非常
丰富，办公室、家里到处都是书。

潘耀明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和他的学
问都会流传下来，他是成功的报人、作家、
企业家，如此有多方面成就的人非常难得。

王光美最亲近的兄长

“红色资本家”

创立光大集团

王光英同志遗像。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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