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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云南鲁甸 8月 5日电
（记者陈二厚）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云南
鲁甸地震震中龙头山镇实地察看灾
情后，来到镇中学操场上的帐篷里，
召开现场会，协调解决抗震救灾中的
问题。会议开始时，李克强和参加会
议的全体同志向此次地震中的不幸
遇难者默哀。

会上，云南省和参加救灾的人民
解放军、武警部队负责人作了汇报。
李克强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
表习近平总书记看望慰问受灾群众
和抢险救灾一线的解放军指战员、武
警部队官兵、公安干警和广大干部群
众。结合会上提出的建议和实地察
看中了解的情况，李克强对做好下一
步抗震救灾工作提出几项要求。一
要加强专业搜救力量，把国家地震灾
害紧急救援队部署到灾区最需要的
地方，更有效地开展搜救。二要根据
灾区受伤人员较多、医疗救治条件有
限的情况，抽调更多有经验的医疗力
量到灾区，同时加快重伤员转院治
疗，最大限度减少伤残和死亡。三要
抓紧打通道路生命线，更好发挥部队
等各方力量调运灾区急需物资，确保
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四要调集专业
力量加强灾区防疫，进行大面积消
杀，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五要抓紧
安置受灾群众，尽早调集所需的帐
篷。加大财政应急抢险综合财力补
助，鼓励群众过渡性自我安置。六要

突出抗震救灾由地方统一指挥。做
好军、地救灾力量协调。国务院工作
组有关负责人参与地方抗震救灾指
挥，统筹协调各部门，按照灾区需求
加大支持力度。

李克强十分关心灾区物资保
障。当晚，他来到县民政局，走进库
房察看救灾物资的储备、配发等情
况。并询问负责登记、发放的工作
人员目前最缺什么物资。工作人员
说，现在最缺的是棉被、帐篷和药
品。李克强说，我们正在加大物资
调集力度，一定会千方百计保证伤
员救治和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急需。
路边，装满救灾物资的车辆整装待
发，李克强叮嘱司机说，夜里可能有
雨，而且余震不断，山上也可能会落
石，走夜路要十分小心，听从交通管
理指挥。既要争分夺秒为灾区，也
要确保自身安全。

云南鲁甸受灾，牵动全国人民的
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地震发生
后，爱心和款物纷纷向这里汇聚。民
政局大厅被临时辟为捐赠接收点。
一些群众正在捐款捐物，李克强对他
们的善举表示肯定和感谢。院子里，
不少暑假回老家的大学生组成了志
愿者队伍，排成队列手手相传，把矿
泉水、方便面等物资装到发往灾区的
车上。李克强对他们说，这些物资，
灾区需要，受灾群众需要，你们做的
是大好事。大家齐心协力，就一定能
够战胜困难，取得抗震救灾的胜利。

李克强震中现场指挥抗震救灾
夜察救灾物资调运情况

据新华社云南鲁甸8月5日电（记
者陈二厚）5日一大早，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云南鲁甸
县人民医院，看望这里收治的地震伤
员，慰问医护人员。

鲁甸县人民医院是离震中最近、实
力较强的医院，已收治了280多名伤员
包括重伤员。医院门前广场设置了伤
员分诊台，李克强详细询问伤员收治、
分诊和转运情况。这时，救护车又送来
一名伤员，李克强俯身察看伤情，安慰
他说，到医院就好了，医护人员一定有
办法把你治好。

随后，李克强走进病房，一连来到
几位伤员病床前看望慰问。

伤员符明秀地震中5位亲人遇难，
自己也被砸伤，躺在病床上伤心哭泣。
李克强俯身鼓励她说，不要难过，灾难
过去了。把伤治好，健康站起来，是对
遇难亲人最好的安慰。他叮嘱医护人
员，不仅救治伤员的伤痛，也要做好情
绪和心理抚慰。

12岁的陈志刚地震中头部被砸
伤。李克强说，你年纪小，生命力强，叔
叔阿姨一定会让你好起来的。

医生反映有伤员担心自己的治伤
费用。李克强说，地震伤员住院救治费
用，政府会全部承担，一定会让每个伤
员得到精心治疗。

李克强向医护人员表示慰问和感

谢。他说，这次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
亡，是你们冲在第一线，从废墟中抢救
群众，救治和转运伤员，避免了新的伤
亡，发扬了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的人道主
义精神。救治好伤员，不仅要靠医术和
设备，也要靠你们对群众的爱心。伤员
依靠你们，党和政府相信你们。李克强
看到从北京、上海、重庆等地前来支援的
医疗专家，称赞他们是及时雨，希望他们
发挥医术优势，尽心尽力救治伤员。

李克强说，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由云
南省委、省政府统一指挥，各部门和有关
方面大力支持，社会各界倾力相助，一定
能够取得抗震救灾的最后胜利。

总理看望慰问
地震伤员和医护人员

新华社云南鲁甸8月5日电（记
者庞明广）在鲁甸县人民医院二楼妇产
科的产房内，两个鲁甸地震后出生的

“地震宝宝”在李世琼的怀里睡得正香。
“这个娃娃是我家的，今天早上出

生，另一个是常臣淑家的，中午刚出
生。”李世琼指着隔壁床同村的常臣淑
说，“她的奶水不够，娃娃吃不饱一直
哭，我就帮她喂一下奶。”

5日下午，距离鲁甸地震发生已
接近48小时。两位妈妈在家人的陪
伴下，脸上已见不到地震刚刚发生时
的恐慌，代之的是为人母的幸福笑容。

地震发生时，家住鲁甸县火德红
乡李家山村的李世琼正站在自家门
口，看到房子剧烈晃动，就赶紧跑了出
来。同村的常臣淑正在家里准备做
饭，地震把房子震垮了，她埋在废墟下

一个多小时才被村民们挖了出来，所幸
伤势并不严重。

“那天下午我正在山坡上的地里除
草，地震忽然就来了，也就四五秒的时
间，我看见山下的村子整个都塌了，心想
这下可完了。”李世琼的丈夫祖客轩一口
气跑回家，发现妻子侥幸逃了出来，悬了
一路的心才落了地。

“他把我安置到村外的一块平地，交代
常臣淑的丈夫肖梅平照顾我俩，二话不说
就和几个村民一起去救人了。”李世琼说。

“有肖梅平在，我不担心。”祖客轩笑
笑说，“听到有村民呼救，救援队又还没
到，我们怎么能不伸出援手？”

地震发生当晚，祖客轩和七八个同
村村民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直接
用手挖，冒着连夜的暴雨救出了被埋的
一名40多岁的妇女和一名3岁的小男

孩。
4日一早，距离预产期还有四五天

的常臣淑突然要分娩，而李世琼也马上
到了预产期。“医生说不能等了，得马上
把她俩送到县人民医院。”肖梅平说，“我
告诉祖客轩放心救人，我会把她们安全
带到医院。”

经过数小时的颠簸，乘着灾区志愿
者的车，肖梅平在当天中午就把两名孕
妇送到了县人民医院。5日早晨，祖客轩
和李世琼的儿子出生；中午，肖梅平和常
臣淑的儿子也顺利降生。两个小婴儿重
量都是六斤六两，两对夫妻都乐开了花。

“我们都把这两个娃娃叫做‘地震宝
宝’，他们在地震后的同一天出生，也见
证了村民们在地震后相互救助、相互关
爱的感人故事。”鲁甸县人民医院的护士
费宁说。

“地震宝宝”在爱中降生

据新华社云南鲁甸8月5日电（记者吉哲
鹏）记者从云南省政府应急办获悉，截至8月5日
14时30分，地震造成昭通市鲁甸县、巧家县、昭
阳区、永善县和曲靖市会泽县108.84万人受灾，
410人死亡、12人失踪、2373人受伤。

地震已造成
410人死亡
12人失踪2373人受伤

最新灾情

据新华社云南鲁甸8月5日电（记
者刘永华、黄明、王德思）截至5日1时，
来自成都军区、北京军区、空军、二炮和
武警部队的近万名官兵已全部到达3个
重灾县13个重灾乡镇，全力展开生命搜
救和转移伤员。

截至记者发稿时，救灾部队共救出
200余人、转移伤员近500人、转移安置
受灾群众1万余人、搬运物资450余吨、
搭建帐篷200余顶。

近万名官兵
进入重灾乡镇

据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记者施
雨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5日通报云南
鲁甸救灾进展时表示，截至8月4日，震
后24小时内，中国红十字会已接收社会
捐赠款物3335.75万元。

已接收社会捐赠
3335.75万元

据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记者邹
伟）记者从公安部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
获悉，截至8月5日11时，昆明往昭通方
向高速公路、昭巧二级公路昭通至鲁甸
段畅通。鲁甸县通往龙头山镇灾区道路
正在实行交通管制，只允许救护车及运
送救灾物资车辆进入。除巧家县境内昭
巧二级路老店至鲁甸路段、天生桥、新店
乡至灾区渭姑村、开基村等部分道路因
道路滑坡、落石阻断不能通行外，大部分
道路已恢复通行。

大部分道路
已恢复通行

据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记者5日
从国务院扶贫办获悉，云南鲁甸地震发
生后，国务院扶贫办立即启动了救灾应
急响应。

截至4日17时，中国扶贫基金会派
遣的救援队已抵达鲁甸县。采购了
1000个救灾箱、750顶帐篷运往灾区，
筹集了200万元资金用于前期救援物资
采购。

启动地震
救灾应急响应

解
放
军

公
安
机
关

国
扶
办

红
十
字
会

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救援队伍在
地震发生后深入村落救援，一战士应呼
救请求准备通过堰塞湖寻找受灾群众
时，溺水失踪。

8月4日上午10时，云南边防总队
医院应急医疗救援分队车辆行进至鲁甸
县小寨附近时，因山体滑坡道路垮塌，车
辆无法前行，总队医院中士谢樵随医疗
救援队下车徒步向震中龙头山镇行进。

因道路阻断，有大量伤员在光明村
无法运出，山体仍在垮塌。云南省公安
边防总队成为第一支深入光明村的救
援队伍，谢樵抢救并协助当地群众从垮

塌的路基上搬运伤病员，往返出入山体
滑坡道路近40次。

下午1时，救援队接到光明村9社
刘远玉刘家华父子的求救，称其所在的
大林村因地震发生泥石流，帮助寻找妻
子的下落。

救援队官兵冒着余震、滚石的危
险，经过1小时急行军，终于看到了大
林村。此刻暴雨如注、山体滑坡，巨石、
泥沙、大树卷着一辆大巴车在河水中不
断聚集，形成了一个巨大堰塞湖，在堰
塞湖的终端形成巨大的瀑布，挡住了队
员进入大林村唯一的去路。

谢樵请缨：“我们就是来帮助别人
的，不怕，我年轻，身体好，懂水性，我
来！”说着，谢樵利落地脱掉外衣，向对
岸游去。距岸边仅5米时，余震袭来，
一块巨石从山上滑落水中，巨石激起巨
大的浪花，形成深深的漩涡，只看见谢
樵两只胳膊在水中挣扎，但还是未挡住
汹涌的激流，渐渐沉入水中。

随后总队救援队组织全体官兵开
展了全力搜救，但因余震不断、山体滑
坡较为严重，堰塞湖水位不断上升，截
至目前仍未发现谢樵踪迹。

（据新华社昆明8月5日电）

一边防战士营救群众溺水失踪

谢樵，你在哪里？

8月5日一大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云南鲁甸县人民医院，看望这里收治的地震伤员，
慰问医护人员。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8月5日，一位好心的摩托车司机愿意搭邓启姝一程。
艾福超、邓启姝夫妇都是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三板桥村人。地震

发生后，在上海打工的他们立刻买机票飞到昆明，在路上得知家中房屋基本倒
了，母亲下落不明，家中只剩下2岁的女儿和年迈的父亲。

心急如焚的他们8月4日到昆明后，又连夜搭大客车回到鲁甸。因为交通
不畅，他们和堂妹只能一起从鲁甸徒步走回龙头山。

在龙头山镇群众安置点，他们见到了自己2岁的孩子和一些亲属，可是邓启
姝的父亲已经回家去寻找妻子。于是短暂的相聚之后，艾福超、邓启姝与孩子、
亲人道别，又踏上了寻找父亲的路…… 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寻亲记

生命接力

救援

8月5日，陆军第13集团军某陆航旅出动
直升机，在鲁甸县龙头山镇转移地震重伤员。
自8月4日凌晨至5日下午，该陆航旅先后派
出8架直升机飞抵震中鲁甸县，执行灾情勘察、
转运伤员、运输物资等任务，第一时间开辟空中
生命通道。截至目前共飞行28架次，转移重伤
员70余名，空投纯净水、紧缺药品和帐篷等物
资超过15吨。 新华社发

空中救援通道开通

据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记者
吴晶晶）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5日公
布鲁甸地震震后首批无人机高分辨
率影像图。图上可清晰判读出房屋
损毁、道路受阻、山体塌方、水位上涨
及堰塞湖等情况。目前首批影像数
据已提供给相关部门用于抗震救灾
指挥决策、抢险救灾、灾情评估、灾害
分析等。

据悉，地震发生后，国家测绘地理
信息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紧急调遣
云南省测绘地理信息局4个无人机组
前往灾区，并于 8 月 3 日晚抵达灾

区。在克服震后降雨等不利因素后，
于8月4日13时至15时，经过长达两
小时的飞行，获取灾区30平方公里的
0.2 米高分辨率影像，拍摄影像417
幅，重点拍摄区域为已形成堰塞湖的
牛栏江红石岩村段。

目前，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正在
灾区组织多架无人机、测绘应急监测
车等装备紧张工作，力争获取更多震
后影像数据，结合已有灾区震前基础
测绘成果，快速对灾区进行灾害遥感
解译和评估，获得灾害位置、类型、规
模和分布特征等信息。

震后首批无人机影像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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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灾区群众吃上热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