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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头条，我们想留给自己……
记者节，请看本报记者讲述“我们在路上”
11月8日，是一个不放假的节
日。一大早，记者的朋友圈就开始
热火朝天， 互相祝贺：“纪念自己
第7个节日”“各位战友节日快乐”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记者节像护士节、 教师节、医
师节一样，是我国仅有的四个行业
性节日之一。2000年， 国务院正式
批复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确
定将11月8日定为中国记者节。
记者， 在圈外人眼中可能很

风光、刺激、神秘，但其实，记者
很普通，加班加点，收入一般。
不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而
是我们内心深处对这份职业有
着无比的赤诚与挚爱。
新闻是一条注 定 要长 跑的
路，不管什么时候，我们一直在
路上，记着初心、记着担当、记着
坚守、记着作为。所以，记者节的
头条，我们留给自己！
■记者 丁鹏志 石芳宇

记者说
有人说， 女人不适合干这行，东
奔西跑，风吹日晒，即便这样，我也已
经干了十年。适合不适合，只有自己
知道：这个职业让人上瘾，欲罢不能。
三湘都市报记者王智芳说：“如果不
是当记者，你不会经历和
‘
战友’一起
蹲守黑作坊、黑医院，将涉黑人员送
上被告席的成就感；不会感受抗洪救
灾路上的大爱和满满正能量；不会流
利地解答城乡居保怎么缴费、定点医
院怎么查以及各种政策……这些都
让我的人生更加精彩。”
记者王智芳爬上树拍照。

以前是个小仙女，粉底、眼影、
口红一套下来没一个小时出不了门。
入行后，一个小时是收拾好行李飞奔
到高铁站的时间，根本没有化妆这一
说。刚入行一年的三湘都市报记者黄
亚苹说，
“
以前睡觉开飞行模式，现在
手机音量开到最大放枕头边，手机24
小时不离身，家人都说我是在跟手机
谈恋爱。 从仙女成功转型为女汉子
后，听到采访对象一声声感谢，感觉
一切都值了。我现在每天睁开眼睛第
一件事就是想报题。”
记者黄亚苹入行后采访。

“
这是我的第13个记者节， 在这13年
里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公办教育到
民办教育，甚至出国留学，我都探寻过、见
证过，这些都让曾立志当老师的我对教育
的理解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三湘都市
报教育新闻记者黄京在记者节当天，完成
采写任务后来到湖南铁路科技职院，给大
学生记者团进行了新闻培训。至今她已经
为全省近30个学校进行了培训，
“我希望
发掘出更多的优秀通讯员。”
记者黄京为大学记者团学生培训。

2017年4月8日，“五一”劳动节前夕，湖
南省资兴市东江引水工程工地， 湖南日报
摄影记者郭立亮跟随隧道工人进入隧道里
拍摄专题，现场潮湿，灰尘大，给拍摄带来
很大的挑战。在里面工作8个小时，出来后
他被自己的形象吓到了。现场工人都说“你
比我们隧道工还拼命”，他却跟工人开玩笑
说：
“
其实我更心疼的是我的新相机。”
记者郭立亮隧道内工作8小时后。

9月25日至27日，武警湖南总队首届“
巅峰”特勤分队尖子比武竞赛在安沙反恐训练基地上演，为拍好每一
个瞬间，记者王珏举着机器和战士们一起，在烈日下奔跑、攀爬、冲刺。

连线

男子推开护栏横穿马路被撞亡
事发长沙芙蓉中路，此地常有人横穿马路

学法懂法成
记者节“
福利”
本报11月8日讯 与传
媒业相关的知识产权纠纷
日益突显， 作为主流媒体，
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劳动果
实，又不误伤到他人？今天
正值第19个记者节，湖南日
报报业集团、三湘都市报特
意组织开展了“报业传媒行
业法律风险防范” 讲座，让
记者学法懂法，培养法治思
维，知道如何管控风险。
“判断网上下载的图片
是否侵权，要看是否实施了
著作权人的控制行为，是否
经过其许可，有没有构成合
理使用或法定许可。”2016
年中国CCTV（湖 南）法 治
人物、 长沙市律师协会理
事、湖南中奕律师事务所主
任易永锋律师，结合湖南日
报报业集团的实际，从“华
声在线诉讼案件大数据分
析”、“传媒行业常 见法 律
风险”、“新闻采编、 报道法
律风险防范”、“法律建议”
四个方面进行了宣讲。
“这 堂 课 讲 得 很 接 地
气，所举的案例就发生在我
们身边， 对我们是一种警
醒，也有助于我们今后改进
工作方法。” 记者们听完讲
座后，纷纷点赞这份特殊的
节日礼物。
■记者 杨昱

本报11月8日讯 今日早
上， 长沙芙蓉中路浏城桥路
段，59岁的罗某亮推开了中心
护栏，横穿马路，一辆白色货
车避让不及撞上了他，致其当
场死亡。
记者在长沙多地发现，尽
管长沙多数路段设置了道路
中心护栏，但有部分护栏被人
为断开，在此横穿马路。

男子当场被撞亡
当时，罗某亮在长沙芙蓉
中路顺天财富酒店前由西往
东横过马路。 当他走到路中
间，推开道路中心隔离护栏来
到东半幅路面时，一辆由南往
北的白色厢式货车从南边开
来，将他撞倒。
货车司机马上下车，拨打
电话，事故引起了附近早餐店
老板以及路人的注意，陆续有
几个人围了过去。
早餐店老板介绍，她是事
发后才赶到现场，出事的男子
脸朝地趴在地上，没多久救护
车就来了，但是已经晚了。
今天上午， 长沙交警通
报：11月8日6时58分许，刘某
青驾驶湘A2JN73轻型厢式货
车在芙蓉路由南往北行驶至
浏城桥公交站前路段时，遇罗
某亮在此处拉开护栏由西往
东横穿马路，货车车头与罗某

亮相撞，造成罗某亮当场死亡的
交通事故。

此地常有人穿马路
记者在现场看到， 事发地点
恰巧位于地下人行通道正上方，从
该地通过马路不需要绕道，只需要
上下台阶就能安全从地下通道过
马路。上午9点多，城管交通设施维
护部门更换了现场护栏，记者尝试
发现正常情况下，连成线的护栏很
难直接推开。 环卫工告诉记者，他
在此打扫好几年了，常有人在该路
段横穿马路，
“路两边这两个公交
站靠得比较近，有些人图方便就直
接从路面上走了。”
民警提醒，行人通过马路时
请尽量选择天桥、 地下通道、斑
马线等方式，跨越中心隔离护栏
横穿马路不仅容易在栏杆上被
卡住， 还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同
时，机动车驾驶员行经视线受阻
路段时，应当减速慢行，遇行人
正在横穿马路时，应当避让。
■记者 虢灿

扫二维码看男子穿马路被撞。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与湖南大王山猿猴世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与湖
南大王山猿猴世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 《债权
转让协议》，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将
其对下列公告资产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
的主债权、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及相关附属权
益， 依法转让给湖南大王山猿猴世界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特公告
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湖南大王山猿猴世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上
述资产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资产清单中所列
债务人及其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湖南大王

山猿猴世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担
保合同及相关附属权益文件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河东大道 45 号
联系人：沈先生
联系电话：13973288136
湖南大王山猿猴世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汇金国际银
座 305
联系人：曾雪莎
联系电话：15874178866

（单位：元）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债权本金

1

湖南原弘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5941044.78

担保人
张剑平、师嘉、湘潭新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原弘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张剑平

9637751.68

湖南原弘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剑平、师嘉

合计

75578796.46

注：1、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的贷款本息余额及垫付费用，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湖南大王山猿猴世界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法院判决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
2、本公告资产清单中
“
担保人”包括保证人、保证人的共同义务人、抵押人、出质人及其承继人等。 如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持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还款义务或者承担清算义务。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
2018 年 10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