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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8日15时 617 昭阳区1人

鲁甸县526人 巧家县78人 112人失踪

3143会泽县12人

死亡人数 受伤人数

鲁甸地震关注

据央视新闻联播消息 8日是云南
鲁甸地震发生后的第六天。当天早上，
由九部门组成的国务院工作组来到震
中龙头山镇的灾民安置点，查看灾情。
目前中央财政在前期安排6亿元中央救
灾资金的基础上，又安排了16亿元，用
于灾区抢险救灾、灾民转移安置等工

作。工作组表示，下一步灾区的工作重
点是灾区群众的生活保障、公共设施和
生命线工程恢复。

截至目前，解放军武警部队共出动
兵力 10940 人，转移安置群众 12867
人，转运救灾物资2009吨，在12个重灾
区30个点位开设4个野战医院，派出

50多支医疗小分队深入边远山村。
公安消防部门今天派出了417人，

携带17条搜救犬，对重灾区的4个乡
镇，13个村，实施精细搜索，并同步展开
了疏散群众，转移物资，和排危除险的
工作任务。

与此同时，来自各地的救援队伍也

在抓紧搜救，在龙头山镇八宝村，河北
衡水芍药村的突击队员和救援官兵在
寻找被困人员时，余震突然发生。救援
人员迅速撤离，所幸没有造成伤害。目
前，这支突击队仍然在抗震前线搜寻被
困者。

八宝村村民陈明安在地震中遇难，

他的家人希望官兵们把他的遗体从山
里抬出去火化。陆军第十四集团军工
兵团地震救援队制作了简易担架，在全
是巨大滚石的山路上，艰难行走了5公
里。从早晨到下午的7个小时里，官兵
们先后通过四个大面积的塌方体，终于
将遗体运了出去。

中央财政安排救灾资金22亿元

8日，谢樵遇险后第4天。
龙头山镇甘家寨子，武警云南总队

第二支队正在执行搜救任务。
9时许，救援部队作训股长黄旭

光，突然发现水面上漂浮着一具遗体。
“01、01，水里有一具遗体，流动速

度很快。”黄旭光立即向随队搜救的支队
长董家军报告。董家军当即下令准备打
捞，并向支队副司令员胡学霖报告。

9时35分，当浮尸快速通过泄洪
口栅栏时，黄旭光眼疾手快，一把抓住
了遗体。打捞小组密切配合，齐心协力
将遗体转移上岸。

随后经辨认，确定这名遇难者就是
谢樵。年仅24岁的谢樵，在抗震救灾
的战役中英勇无畏，献出了自己宝贵的
生命。消息传来，闻者动容。

8日中午，装着谢樵遗体的车辆从
龙头山镇缓缓驶dnv 过。与谢樵并
肩战斗的战友们列队，接战友回家。许
多灾区群众也自发赶来，送英雄上路。

谢樵的命运，牵动着万千网友的
心。一名网友在微博中写道：天妒英
才，但年轻需要热血和勇敢！为人民而
死，重于泰山！ 记者 伍晓阳 刘昕

（据新华社云南鲁甸8月8日电）

灾区群众自发赶来送英雄上路

“我先来！”谢樵说完脱掉外
衣，奋力向堰塞湖对岸游去。却不
料，这一去竟成永诀。眼看就要到
岸时，他被山上滚落的石头击中，
沉入水中。

8日上午，谢樵被搜救官兵找到，
确认遇难，殁年24岁。在抗震救灾战
役中，年轻的武警战士谢樵以生命践
行使命——战士忠诚，青春不朽！

战士忠诚 青春不朽
——记救灾牺牲的90后武警战士谢樵

谢樵，福建宁德人，1990年5月出
生，2008年12月入伍，生前系云南省公
安边防总队医院中医科卫生员，武警中
士警衔。

8月 3日，云南鲁甸发生6.5级地
震。根据上级命令，云南边防总队医院
紧急组织41人的应急医疗救援分队，
赶赴灾区开展救援。

4日上午，医疗救援分队率先进入
重灾区龙头山镇光明村。余震时有发
生，山上石头滚落。谢樵与战友一起，
一路搬运抢救伤员，转移疏散群众。

13时，救援队接到村民刘远玉求
救：他所在的大林村被泥石流掩埋，60

余人下落不明，其妻张仲巧也未逃出，
请求救援队帮助进村搜救。

行进途中，地震形成的堰塞湖，挡
住了队员进村唯一的道路。

救人要紧！谢樵主动请缨：“我年
轻，身体好，懂水性，我先来！”

他脱掉外衣，向对岸游去。眼看就
要游到对岸时，余震突然袭来，一块块
石头从山上滚落水中，激起巨大的浪
花，谢樵不幸被一块石头击中。

谢樵失踪后，他所在的边防总队医
院立即组织力量搜救。中国蓝天救援
队、中国水下救援队、武警交通部队先
后参与搜救，但一时没有进展。

“我年轻，身体好，懂水性，我先来！”

救灾中战友拍摄的一张照片，成为
谢樵留在人间最后的身影。照片中，他
身穿警服，虽然神情疲惫，但目光坚
定。武警战士，这是他钟爱的职业。

谢樵出生在宁德一个农村家庭，分
明的轮廓，深邃的双眼，高高的鼻梁，给
人清秀而英俊的印象。2008年12月，
谢樵成为一名光荣的边防武警战士。

“他是棵好苗子，军事训练特别能
吃苦，流血流汗不流泪。三个多月新
训，他的军事动作成为新兵学习的样
板。”谢樵的新兵连指导员杨义军说。

2010年9月，谢樵被分配到云南
公安边防总队医院。这是一个英雄集
体，曾参加汶川、玉树等抗震救灾，两次

荣获“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
中医是云南边防总队医院特色，院

长陈本善医术精湛，成了谢樵的“偶
像”。正在救灾的陈本善回忆说：“小谢
热爱中医，勤奋好学，喜欢钻研。”

学好中医，当从熟悉中草药开始。
谢樵被安排到中医科，从事配药和采药
工作。通过两年多的悉心钻研，谢樵日
积月累，俨然成了“识草专家”。虽然只
是一名卫生员，但他对中草药的了解，
不逊于许多科班出身的中医。

入伍以来，谢樵先后参加了缉枪缉
毒、抗旱救灾、基层巡诊、地震医疗救援
队、爱心门诊等重大任务，每次行动都
不辱使命。

每次重大行动他都不辱使命

这是停泊在厦门某军港的我国海军新型护卫
舰泉州舰（8月8日摄）。

8月8日，海军新型护卫舰泉州舰入列命名
授旗暨继承“海上猛虎艇”荣誉称号仪式在厦门某
军港举行。这标志着第四代“海上猛虎艇”正式加
入中国海军战斗序列。 新华社发

新一代“海上猛虎艇”

泉州舰加入海军战列

打虎拍蝇曝光台

据新华社合肥8月8日电（记者徐海涛）记
者从安徽省检察院获悉，该院日前决定，以涉嫌受
贿罪对安徽省旅游局原局长胡学凡执行逮捕。

涉嫌受贿罪

安徽省旅游局原局长
胡学凡被逮捕

新华社武汉8月8日电（记者李伟、袁志国）
湖北省襄阳市纪委监察局网站8日通报，枣阳市委
副书记陈玉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枣阳市委副书记陈玉麟
接受组织调查

三亚市红十字会灾害应急救援队队员在鲁甸县龙头山镇八宝村进行搜救。 海南日报记者 武威 摄

据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记者陈菲）8日从
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
长张东阳涉嫌受贿犯罪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涉嫌受贿犯罪

沈阳市检察院原检察长
张东阳被立案侦查

据新华社台北8月8日电 高雄气爆事故引发
台湾政坛震荡，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张家
祝、副负责人杜紫军7日下午提出辞职。台湾行政
管理机构8日表示，将全力慰留张家祝。此外，高雄
市政府4名官员也提出请辞并于8日获准。

按照民俗，7日是高雄气爆事故罹难者“头
七”。张家祝当天上午在台立法机构经济委员会
备询时，遭民进党籍民意代表陈其迈羞辱，会后，
张家祝随即向台湾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江宜桦请
辞，且表明不接受慰留。

高雄市政府四名官员也于7日下午宣称对此
事故负责，包括副市长吴宏谋、工务局长杨明州、
捷运局长陈存永和水利局长李贤义。市长陈菊8
日表示准予辞职，不过要等救灾结束后才生效。

高雄气爆事故引发政坛震荡

台湾多名官员请辞

重点保障灾区群众生活、公共设施和生命线工程恢复

据新华社武汉8月8日电（记者冯国栋）8日下
午，武汉市白沙洲大桥上发生一起劫持案，一男子
持刀劫持一辆从武汉开往仙桃车牌号为鄂
AF1127的大巴。劫持大巴的犯罪嫌疑人丁某目
前已被警方控制。车上乘客都安全疏散，被劫驾驶
员受轻伤，正在汉阳的医院接受治疗，车辆未损毁。

据警方调查该男子丁某，现年43岁，湖北仙
桃人，有吸毒史。

武汉大巴遭劫持
嫌犯已被警方控制，人质安全解救

据新华社南京8月8日专电（记者陈刚）记
者从江苏徐州警方获悉，该市一男子因在微信“朋
友圈”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8日被行政拘留。

“三个暴恐分子手提炸药！被特警当场击
毙！”7日，一则反映“警方在徐州矿三院门口击毙
三名暴恐分子”的传言通过微信传播，警方查证此
系谣言，并于当晚将散布谣言的一名男子抓获。

徐州警方表示，该事件中，陈某没有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随便散布谣言，目前因虚构事实扰乱公
共秩序被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在微信“朋友圈”散布谣言

徐州一男子被行拘

1200万方的堰体、上百吨的巨石
……鲁甸地震灾区牛栏江红石岩堰塞
湖险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目前水位每天上涨
“这是灾区目前最大的堰塞湖。”现

场指挥此次堰塞湖排险工作的武警水
电部队指挥部总工程师马青春向记者
介绍，湖面距离堰顶还有40多米的高
度，目前水位正每天上涨，如果遇到降
雨天气，涨得还要更快些。

在高山峻岭间行进十余公里后，记
者看到湖面上随处可见房梁、门板、石棉
瓦、生活用具等大量漂浮物，从堰塞体岸
边爬上堰体顶部150米左右的距离，记
者手脚并用足足用了十多分钟时间。

堰体上巨石林立，基本没有平整的
地方。两侧是悬崖峭壁，一遇滑坡，整
个山间都轰轰作响，令人心惊。着实难

以想像地震时这里发生了怎样的景象。
如果水位一直上涨，对上游区域和堰

塞体本身来讲无疑是个重大隐患，一旦溃
堤将让下游两个水电站遭受直接冲击。

堰体清理面临多重困难
现阶段当地正采取工程应急排险和

群众转移避险并举的方法，同时加大堰
塞湖上下游水库、水电站的联合调度，并
组织气象和水文部门实时加密现场监
测。5日，随着3台挖掘机先后转运至堰
塞体边上并开始作业，堰体的清理工作
也正式启动。不过受周边地形地势等客
观条件影响，仍旧面临多重困难。

负责堰体清理具体施工的武警水
电部队一总队总队长范天印告诉记者，
牛栏江红石岩堰塞湖排险施工现阶段
存在三大难点：一是堰塞湖周边区域环
境内不安全因素较多，悬崖上的不稳定

岩体无法全面排除，在余震不断的情况
下对施工形成较大影响；二是向堰塞体
上转运大型机械存在困难，堰塞体的位
置距离最近的通交通的临时渡口还有
2－3公里的水路，目前转运机械的路
径只有通过用载重近80吨的舟桥从河
岸转运至堰塞体边以及一条仍在抢修
的悬崖上的机耕道；三是施工的物资和
安全保障困难，山间道路运输能力低，
机械和物资调运效率都会受影响。

排险正在进行
国家防总、水利部前方工作组专家

李坤刚表示，堰塞湖处置有3个阶段，
分别是应急处置、后续处置和永久处置
阶段，而目前正处于应急处置阶段。

马青春向记者介绍，目前应急处置
阶段初定的施工计划是围绕降低堰体
高度，开挖泄流槽。根据现场地形“就
沟挖沟，就槽挖槽”，在堰塞体顶部开挖
底宽5米、深8米、坡比1：1.5 的泄流
槽，不过由于频繁的山体滑坡和必要的
局部爆破随时会带来新的变化，泄流槽
的走线也还可能做出动态调整。

记者了解到，截至8日20时左右，
武警水电部队已有5台挖掘机通过舟
桥转运至堰塞体边，正进行排险作业。
而另一条让作业机械上到堰塞体的便
道仍在抢修中。

“短期内要将堰塞体全部清理完毕
不现实，后续处置则是下一步的工作内
容。”马青春表示，现阶段的应急处置是
为保障汛期蓄水量到达一定量后能够
及时引流，避免危及上游更大区域，也
避免给堰塞体造成太大压力，消除对上
下游的安全隐患。排险部队将尽最大
努力尽快排除堰塞湖险情。

（据新华社云南鲁甸8月8日电）

1200万方堰体，上百吨巨石

堰塞湖威胁有多大？

事发现场。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记者于文
静）据国家防总8日消息，目前云南震
区应急供水保障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基
本解决18.7万人的应急供水，占需解决
应急供水人数的八成，其余4.29万人的
供水管网正在抓紧抢修中。

据了解，云南地震造成昭通市鲁甸
县、巧家县、昭阳区和曲靖市会泽县2
市4个县（区）65个乡镇的大量乡村供

水设施损坏，部分地区供水中断，影响
人口 37.7 万人。受影响群众中，有
14.71万人已通过抗灾自救解决，其余
22.99万人需采取应急供水措施解决。

据悉，国家防总、水利部多次召开会
议部署应急供水相关工作，并派出专家组
赶赴一线。地方水利部门加紧实施紧急供
水抢修。由于灾区道路受阻严重，施工队
只能徒步，每天扛着管材、冒着滚石危险，

在崎岖的山路上前行，24小时不间断作
业。据统计，累计投入抢险人员2387人
次，共抢修及临时安装管道185.6公里。

目前，仍有地处震中的龙头山镇、
火德红镇的部分村组应急供水尚未解
决，水利部门正进一步组织技术力量和
施工力量，力争在9日前基本完成农村
应急供水任务。同时，震区震损供水工
程排查工作也在抓紧推进。

震区已基本解决18.7万人应急供水
占需解决人数的八成

8月8日拍摄的堰塞体爆破现场。 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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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

排险

8月8日，云南武警边防官兵在鲁甸县龙头山镇为英雄谢樵送行。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