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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丝希望，就尽百倍努力
——贵州水城“7·23”特大山体滑坡72小时救援纪实

7月23日晚，贵州水城县鸡场镇坪地村岔沟组，吃完晚饭的村民，有的在看电视，有的已经入睡。21时20分，突然“轰隆”一声
巨响，200多万方泥石从500多米高的山上急冲而下。瞬间，依山而建的20余栋房屋被吞没，来不及躲避的大量村民被掩埋。

灾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应急管理部与自然资源部组成
联合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处置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赶赴灾区开展医疗救治。贵州
启动地质灾害I级应急响应，正在上海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贵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提前结束行程，立即赶赴受灾现场。

面对突然来袭的特大山体滑坡，一场紧急救援旋即展开。

“没想到会发生滑坡，从家里
跑出来十几米，房子就垮了。”记者
在六盘水市人民医院见到了滑坡
灾害中幸存的卯长顺，他告诉记
者，自己右边两根肋骨断了，头部
和手部也被砸伤。妻子伤到心脏
和肺部，目前正在重症监护室，万
幸儿子伤势较轻。

岔沟组村民邓元背和妻子因
在外打工躲过一劫，然而年迈的父
母和一双儿女全部被埋，生死未
卜。邓元背几乎一整天都站在一
处山坡上，死死盯住家的方向，看
着不停作业的挖掘机，眼泪止不住
地流。

经现场应急救援工作指挥部
反复核对，确认滑坡灾害区有户籍
人口22户77人，外来探亲好友及
务工人员8人，共计85人，其中已
取得联系的外出人员23人。截至
7月26日21时，滑坡已致26人死
亡，仍有25人失联，另有11名生还
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灾情就是命令。特大山体滑
坡发生后，各级党委、政府本着对
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迅速启动
搜救被困人员等工作。财政部、
应急管理部紧急向贵州下拨3000
万元用于抢险救灾；国家卫生健
康委调派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
北京儿童医院赶赴灾区开展医疗
救治；贵州省在第一时间成立山
体滑坡应急救援工作指挥部，下
设搜救组、专家组、医疗保障组
等，分头开展救援。

记者连夜赶到现场看到，消
防、卫生健康、矿山救援等部门近
千人正全力抢险救援，现场已投入
大型挖掘机及装载机20余台、各类
抢险救援车辆百余辆，食品、药品
等救援物资也已到位。

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副参谋
长吴孟恒说，为提高搜救效率，救
援人员通过无人机航拍、三维建模
等，对比历史卫星云图、照片等，还
原山体滑坡前的场景，根据滑坡冲
击方向、力量估算被埋压者的位
置，对失联人员定位、定点施救。

武警六盘水支队于24日1时
左右到达现场。“当时山体滑坡形
成两个大的堰塞湖。战士们一到
现场就开始挖掘、疏通堰塞湖。”武
警六盘水支队机动中队副中队长
唐军说。

由于滑坡造成现场电力中断，
战士们就打着手电筒，用铁锹一锹
一锹地挖，有的战士手上打了血
泡，仍在不停地挖。到24日5时左
右，两个堰塞湖被疏通。

“这里有个小孩，快点来救。”
23日 23 时 05 分，暴雨中，第一个
生还者被找到。最先到达救援现
场的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六盘水
市消防救援支队升起移动式照明
灯后，发现对面的山上有手电筒在
闪烁，有人在呼救。

六盘水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中
路中队中队长黄永一个箭步冲过
去，看到有两名老乡背着一个小孩
奔过来，黄永就连忙上去扶住小
孩。小孩头部受伤，怕颠簸，黄永不
停安慰他、鼓励他，“孩子，别怕！”

灾害发生后5分钟，30公里外
的杨梅乡卫生院值班医生张军接
到了 120 指挥中心的电话：“鸡场
镇坪地村发生山体滑坡，请立即前
往支援。”

放下电话，张军与护士长肖钧芳
快步跑上救护车，车子转过一个又一
个弯道，于22时左右到达灾害现场。

23时15分左右，卯长顺一家三
口被救出。“我们对他们一家进行止
血包扎后，立即送往六盘水市人民
医院。随后又回到现场等候命令。”
张军说，“从灾害发生到现在，饿了

就吃点盒饭或者方便面，累了就睡
在车上。”

“救命”“救命”“救命”……23日
23时许，听到滑坡点左侧一处房屋
垮塌处传来的呼救声，六盘水市消
防救援中队队员三步并作两步循着
声音奔去。

“老乡别慌，我们来救你了。”队
员李以中一边施救一边安慰被困人
员。24日3时，手脚都被泥石压伤
的村民周小会被救出。

正当他们准备撤离时，滑坡
点发生泥石流，下方有形成堰塞

湖的迹象，原路返回已不可能。
李以中决定：迂回撤离。虽然这
将离救护车远一些，但途中树木
茂盛，不易发生二次滑坡，可保证
撤离安全。

天黑路滑，雨下个不停，救援
队员就这样抬着周小会，深一脚
浅一脚走在山路上。为了不让伤
员失去意识，队员们一直和周小
会说话，鼓励他坚持下去。10 公
里，整整走了四个多小时，终于到
达救护车停放处，周小会立即被
送往医院救治。

26 日 15 时许，一架救援直升
机降落在六盘水首钢水钢总医院
门口，8岁的伤员周线胜被送上直
升机。不到一个小时，直升机顺利
降落贵阳，周线胜随即被送到贵州
省人民医院，接受双下肢骨折修复
手术。两个小时过去，术后的周线
胜被转入儿童重症监护室接受进
一步救治。

不仅周线胜，11名伤员送达医
院后均得到救治。伤情重的，经专
家评估后送往贵阳救治。

生命接力在持续，爱的接力也
在持续。

“如果参与救援的你们在救援期
间就餐不方便的话，可以到鸡场镇政
府岔路口四通餐馆免费就餐。餐馆

是我父母开的，可以放心就餐。”灾害
发生后，这条消息迅速在当地传播。
在现场，几乎每天都有村民自发为救
援人员送水、送饭菜，有些主动腾出
自家房屋供救援人员休息。

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大
家谁都不想停，每一个人，都在努力
为救援出一份力。

记者在现场看到，由于连续的
强降雨，夹杂石块的泥水正顺着滑
坡体往下淌，滑坡体被新冲出了多
条泥水沟，有再次发生滑坡的风
险。为确保安全，核心区作业多次
暂停。疾控人员不断使用消毒粉或
消毒液对垃圾场、排泄物以及救援
队和居民住所进行消毒。

六盘水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

长葛永华介绍，持续降雨极易引
发山体二次滑坡、坍塌、泥石流、
堰塞湖等次生灾害，不仅会加大
对失联者的定位难度、降低其生
还可能性，也会危及救援人员的
生命安全。

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应急管
理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抽调40余
名专家组成了联合专家组实时对现
场救援进行指导，并在滑坡现场设
立监测点，不间断监测着山体的“动
静”，一有危险立即提醒现场搜救人
员撤离。

当地还对周边环境不留死角、
不留盲区开展摸排，对需要转移安
置的群众，紧急转移并妥善安置。
记者在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看到，

现场井然有序，所需生活用品已备
齐，医护人员正在为 60岁以上的
村民体检，并对安置群众进行心理
疏导。

“我们会坚决把救人放在第一
位，尽最大努力搜救被困人员。”现
场应急救援工作指挥部负责人表
示，还将全力做好善后处置等各项
工作，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26日21时许，夜幕降临，总功
率5.5千瓦的移动照明灯塔照亮滑
坡现场，十多台挖掘机贴着滑坡山
体不停作业。不远处，搜救人员
紧盯着挖掘机挖出的每一铲土，每
一片挖过的区域，不放过一丝一毫
线索。

（新华社贵阳7月27日电）

近千名救援人员
连夜驰援

快一点，救人的希望就会多一分

紧盯每一片区域，不放过一丝一毫线索

7月24日，救援人员从山体滑坡现场运出遇难者遗体。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出台：

第二学士学位
本月起不再招生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记者胡浩）记者27
日获悉，为规范学士学位授权授予工作，健全学士
学位管理制度，提高学士学位授予质量，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发布《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
办法规定，从本月起，我国学位授予单位不再招收
第二学士学位生，相关高校院所可设置辅修学士
学位、双学士学位、联合学士学位。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介绍，新中
国学士学位制度建立近40年来，较好地满足了高
等教育快速发展的需要。但是，随着本科教育规
模不断扩大，也产生一些新问题，如部分学士学位
授权审核不规范、制度设计对复合型人才培养支
持不足、学位授予质量监管处置有空白等。

为分类推动复合型人才培养，管理办法提出，
设置辅修学士学位、双学士学位、联合学士学位三
种学士学位类型。对于全日制学生在本校自主选
择读多个学位的，可以采取辅修学士学位方式；对
于学校主导开展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可以采取双学
士学位方式，对招生、培养、毕业等进行整体设计，由
省级学位委员会审批。对于校际之间正式开展的
复合型人才联合培养项目，可以采取联合学士学位
方式，推进优质资源共享，报省级学位委员会审批。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表示，随着
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
蓬勃发展，为弥补研究生教育不足而设立的第二
学士学位，已基本完成了历史使命，且高校目前实
行的第二学士学位，很多也是双学士学位和辅修
学士学位的模式，为此，文件提出不再招收第二学
士学位生。

为加强管理，填补政策空白，管理办法还要求
省级学位委员会建立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质量的
评估制度和抽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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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一辆L4级自动驾驶汽车在重庆仙桃国际大数据谷开放道路场
景进行自动驾驶模式下的测试运行。用户可通过手机APP软件，呼叫L4级自
动驾驶运营车辆，亲身体验5G时代开放道路场景下的智慧出行。 新华社发

5G物联网时代，如何保证智能驾驶安全
5G时代，万物互联，信息通信技

术正与汽车产业加速融合，智能汽
车、自动驾驶已成为行业研发风向
标。然而，在智能汽车产业蓬勃兴起
的背后，作为交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重要资产的车联网，也逐渐成为黑客
们的攻击目标。

如何加强汽车网络安全防护，成
了跨领域、多行业共同关心的话题。

7月23日至25日，由国家互联网
应急中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
陷产品管理中心、中国网络空间安全
协会和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联合
指导的第二届汽车安全与召回技术
论坛在浙江宁波举行，与会代表们聚
焦车联网发展趋势和核心防护技术
研发，探讨如何保障智能驾驶行业平
稳健康发展。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实验室主
任李政介绍，理论上，黑客可以通过
网络攻击任意一台网联汽车，窃取车
内数据，甚至夺取驾驶控制权。

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汽车电子
网络安全标准化白皮书（2018）显示，
近年来国内外发生过数百起智能驾

驶安全漏洞事件：2015年两名黑客远
程入侵了正在行驶的吉普汽车，造成
减速、制动失灵等问题，导致克莱斯
勒公司全球召回140万辆汽车并安装

了系统补丁；腾讯科恩实验室分别在
2016年和2017年两次实现远程无接
触式破解特斯拉汽车，可在驻车和行
驶状态下远程控制车辆。

“数据、网络、软件这些非实物要
素，它们的漏洞和威胁构成新的安全
隐患。”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
发展局副局长王赟松表示，网联汽车
的初心是为了更便捷和安全，不能因
为新技术增加更多风险。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高级工程
师范乐君介绍，汽车最容易受攻击的
是通信和娱乐系统，黑客通过入侵手
机网络、WiFi、蓝牙等通道，找到车载
App漏洞进行攻击，就能获取用户在
这些App上的隐私数据、历史记录，
实现监听或促发导航偏离。

“如果将一辆汽车比作一幢房子，
车联网让房子的门窗不断增加，受到
的攻击频率自然水涨船高。”范乐君
说，如果能为每扇门窗都配上安全阀，
以技术管技术，便能尽可能减少隐
患，掌握智能驾驶安全保护主动权。

“首先要具备技术、法律、安全三
方面的保证，基于智能网联的自动驾
驶大规模应用才能实现。”中国汽车
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周舟介绍。

业内多名专家表示，要降低被入
侵风险，最核心的是控制权限，加强
加密工作，建立一套自主、完整的安

全网络体系。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总工程师刘

卫国建议，提高汽车网络安全防护，
首先车企要确保软件开发安全，减少
代码漏洞，从源头端减少风险。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副总工程
师陈训逊表示，每个数据接口都要做
好加密，并对汽车健康数据进行实时
监控。此外，车辆要加装安全硬件模
块，并加强对云端服务器的数据传输
处理过程保护。

业内专家建议，车主要注意车载
软件及时更新，修复漏洞；汽车外接
设备和网络时，应先确定其安全性；
最重要的是，离开车时切勿忘记熄火
锁车。

“随着5G的到来，汽车的动力系
统也将实现网络化。届时，车联网的
安全防控能力必须进一步升级。”范
乐君说，目前国内急需培育一批既懂
网络安全又对汽车工程有所了解的
专业人员。同时，需要让整车制造企
业及汽车零部件企业全面认清当前
车联网安全形势，不断提升防护水
平，构建适应汽车产业智能化、网联
化转型的主动安全体系。

(据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中国空军首次联合海军
航空兵参加国际军事比赛

据新华社7月27日电 中国空军11架、海军2
架军机25日全部抵达俄罗斯梁赞州嘉吉列沃机
场，首次联合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19”“航空飞
镖”项目比赛，成为中国军队出国参赛的一大亮点。

据中国空军副参谋长董立介绍，“国际军事比
赛-2019”“航空飞镖”项目在俄罗斯梁赞州“杜布
罗维奇”靶场举行，中国空军将参加歼击机组、轰
炸机组、远程航空兵组和运输机组4个小组项目
角逐。其中，中国空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同时参
加的轰炸机组项目比赛，是中国空、海军首次在国
际军事比赛舞台上与其他国家军队同台竞技。

7月27日，在上海火车站，工作人员协助旅
客刷有效身份证件进站乘车。

为进一步提高旅客出行体验，推进乘车凭证
无纸化、电子化，沪宁城际铁路于7月27日起开
展电子客票应用试点。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沪宁城际铁路
开展电子客票应用试点

7月26日，在西昌市洛古波乡火把场，西昌
市的火把狂欢夜在服饰表演中拉开序幕。

当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火把节
在火把狂欢夜中拉开序幕。火把节期间，各县市
火把节的重头戏“火把狂欢夜”是最吸引人、参与
度最高的盛会。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

四川凉山火把狂欢夜
满天星斗落人间

三峡枢纽泄洪腾库
迎接新一轮涨水

据新华社武汉7月27日电 为了防备长江上
游持续降雨可能形成的洪水，27日14时27分，三
峡枢纽12号泄洪深孔全开泄洪，以提前腾出防洪
库容。初步预计，三峡水库将于8月1日前后迎
来量级为38000立方米每秒的涨水。

长江1号洪水24日晚顺利消减入海后，长江
中下游全线持续退水。而长江上游受干流、岷沱
江和嘉陵江流域降雨影响，25日迎来峰值42500
立方米每秒的洪水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