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客船被撞沉 追踪：

客船被打捞出水 发现两遇难者

成都商报讯（记者 罗敏 张柄尧）

昨

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 因被货船撞击而

沉没的长江客船“南溪客渡103”被打捞

出水。 搜救人员在舱内发现遇难的一名

妇女和一名儿童。至此，该事故造成3人

死亡。当地政府仍在全力搜救失踪人员。

“5·2”沉船事故发生后，宜宾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 宜宾市委书记王铭晖

立即作出指示，要求全力搜救。宜宾市委

副书记、市长徐进率市应急、安监、交通、

海事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

场，指挥搜救和处置工作。所有伤员均已

得到妥善救治。

据该客船售票员温江文介绍， 客船

为每名乘客投保了60万元的保险。 因目

前无法划定责任范围， 相关保险赔偿工

作仍未展开。

“拍拍动”使用方法：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拍拍动”下载

安装。打开“拍拍动”，将摄像头对准有“拍”字标记的图片，图片即可动起来！

兰渝铁路隧道塌方 2工人遇难

成都商报讯 （唐俊勇 向远 记者

梁梁）

2日23时55分，一声巨响伴着地面的

震颤，兰渝铁路狼牙山施工隧道发生塌方

事故，2人被困。广元市朝天区消防大队迅

速赶至现场。被巨石压身的两名被困者最

终被救援人员抬出，但均不幸遇难。目前，

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被困人员全

身被掩埋，施工支架顶部随时有二次塌方

的可能。指挥员立即协调施工方，将支架

向隧道口方向移动20米至安全区域实施

救援。“为避免再次伤害，救援中3次更换

施救工具。”3日0时45分，救援全面展开。

施工人员用挖掘机将较大的岩石缓缓移

开后，其中一名被困者的背部终于从巨石

下露了出来。 经过约1小时的紧张营救，2

名被困人员被抬出，但已不幸遇难。

4月20日，省医院眼科医生李琴和家人回

老家芦山休假，恰遇地震。当天早上8点50分，

她就赶到芦山县人民医院参与救援，连续6天。

地震发生后，27岁的李琴安置好8个月

大的娃娃和公婆，就到芦山县人民医院帮忙

救治病人。当时医院人手不足，李琴帮忙清

创缝合伤口、骨折处理、包扎、接送转移病

人，甚至搬运东西、搭建帐篷……

当时，李琴和父母一直联系不上，他们

居住在离医院不远的老城区里。李琴听说老

城区的房子垮了很多， 心里压了一块大石。

地震当天下午，李琴才收到父母报平安的短

信，顿时心里大石放下了。

即使只有十多分钟的路程，李琴也没时

间赶去安置点见父母。 直到第二天下午，李

琴和省医院救援队汇合时才与两老相见。父

母的房子部分垮塌，所幸人没受伤。

李琴长时间超负荷工作，4月20日她只喝

了一瓶水，没有吃任何东西。地震后两天，每

天只能在小车上休息两三个小时，醒来后继

续去清创、包扎，哪里需要人就赶过去帮忙。

成都商报记者 梁凡 实习生 黄玉洁 李佳欣

地方广电节目要念好“三本经”

成都商报讯 （张霁 记者 唐小涛）

3

日，“武侯讲坛-新闻大课堂”第十七期

讲座在武侯区政务服务中心开讲。 成都

市广播电视学会名誉会长、 成都市记协

老新闻工作者分会副主席黄泗元， 成都

市记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成都市记协

老新闻工作者分会常务副主任刘富祥，

分别对2012年成都市新闻奖获奖作品的

广电部分和纸媒部分进行了一一点评。

成都传媒集团及其所属新闻单位、 各区

（市）县新闻单位新闻工作者200余人参

加了此次讲座。

黄泗元提出地方广播电视节目要念

好“本地人、本地事、本地文化”这“三

本经”。刘富祥建议年轻记者在采访中，

要善于当“猎人”，也要善于做“厨师”，

转换角色思考问题。

新闻进展

交警权威发布

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成都商报

成都商报讯 （刘红斌 记者 余文龙 摄

影报道）

昨日，200余名来自蒲江、温江、郫县

和崇州等地的泥瓦匠、木匠、电工等技术民

兵驰援邛崃高何镇，帮助当地受地震波及的

居民搭建简易过渡安置房。

成都警备区政委竹中强介绍说， 昨日先

让这些技术民兵参观“样板房”， 搭建示范

房。从今日起，技术民兵们全力投入简易安置

房建设，力争用10天时间完成建设任务，让高

何镇受地震波及的群众从帐篷中搬进相对更

舒适的过渡房中居住。他说，在第一时间赶赴

邛崃救援后， 成都警备区及时撤出了1800名

富余兵力，避免给当地群众增添麻烦。这次调

来技术民兵，是为了按需、准确用兵。

昨日下午，在靖口村12组，民兵们从杨

英志家倒塌的房屋中挑出了数根圆木，开始

在他家附近的地里搭建简易房（上图）。“我

们交一个‘清水房’给群众，剩下的就他们

自己‘装修’了。”来自蒲江的民兵万良富

说。竹中强表示，不少群众反映，建在自家附

近的简易房比集中居住的板房更好。板房的

建设成本高，夏天更闷热，而且离家较远，用

后拆卸和处理也比较麻烦；而简易安置房就

地取材、因地制宜，更受欢迎。

鑫麒麟公司捐款10万

为灾区孩子设奖助学基金

成都商报讯（记者 刘奇）

芦山县龙

门乡王家村在地震中损失惨重， 村民房

屋全部受损， 该村升隆乡中心小学教学

楼宿舍楼损坏严重。 学生们的大部分学

习用具也都留在了教学楼中或是家里受

灾的房子中，无法取出。

日前， 深圳鑫麒麟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7名志愿者通过《成都商报》《雅安日

报》爱心大联动平台，到达王家村，详细

了解受灾情况后，立即赶回成都，用公司

员工捐助的善款采购各类学习用品数千

件，送到王家村师生手中。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还获悉，鑫麒麟

公司计划捐赠10万元爱心款，专款专用，

为升隆乡中心小学建立奖助学基金。目

前，爱心款已经落实，正制定相关方案。

同时， 鑫麒麟公司还将建立长期助学计

划， 如每年寒暑假出资组织该校优秀学

生前往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学习交流。

成都商报讯（记者 祝楚华）

据四川省政

府网站昨日消息， 省政府2日批复驾驶装载

机在“4·20”芦山强烈地震灾区抗震救灾牺

牲的张磊同志为烈士。成都商报曾以《装载

机坠崖 志愿者倒在救灾路上》为题，率先报

道了张磊的事迹。

张磊，男，汉族，生于1988年2月，四川省

南充市西充县人，生前系四川路桥集团路航

公司职工。2013年4月20日晚，张磊同志在驾

驶装载机抢通前往灾区宝兴县的救灾通道

时，不幸被落石击中，英勇牺牲。

四川省政府收到成都市政府《关于评

定张磊同志为烈士的请示》后，于2日作

出批复，根据《烈士褒扬条例》第八条第

一款第二项规定，省政府评定张磊同志为

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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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失散21年 四川一地震妈就哭

青白江女子张乐昭21年前被拐卖到徐州，在芦山地震中非常担忧儿子，微博寻亲终成功

成都商报记者 安利平

摄影记者 卢祥龙

香港特区立法会

拨款1亿港元捐芦山地震灾区

据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立法会财务

委员会3日下午通过特区政府关于向赈

灾基金拨款1亿港元，捐助四川省政府开

展芦山地震赈灾工作的建议。

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表示， 赈灾的

拨款有其时间性和迫切性， 希望尽快把

赈灾款项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基于过往

五年香港和四川省政府的合作关系，特

区政府有信心省政府会善用捐款， 令受

灾群众得到最大支援，渡过难关，并且会

于灾后向特区政府提交详细的评估报

告。相关评估报告将交给立法会。

她表示，2008年特区政府通过立法

会共拨出90亿港元注入“支援四川地震

灾区重建工作信托基金”， 按工程进度

拨付川方。 目前完成的171个援建项目

中，26个位于此次芦山地震的受灾区域，

历经7级地震依然基本完好，证明援建工

作卓有成效。

核心

提示

她被拐卖 对方当面数钱

昨日下午， 成都商报记者电话联系上

张乐昭。她告诉记者，她是成都青白江区福

洪乡人，1992年6月29日， 她出门赶集时，

“一个男的说带我到广汉干活挣钱，3天后

就回来。”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她醒来时已经

在火车上了。途中，一男一女一直严密地看

管着她。

到达徐州沛县后， 两人以2000元的价

格， 把她卖给了现在的丈夫，“当着我的面，

他把钱数给了人贩子”。

张乐昭分别于1993年、1995年， 和徐州

的丈夫生了两个女儿。

一提回家 丈夫便打骂她

小时候，景景经常听妈妈念叨，但很难听

懂妈妈的口音。爸爸说妈妈的精神有问题，她

也一度认为妈妈精神不太正常。 后来她才听

懂，妈妈是想念她的父母和一对儿女，不知他

们过得怎样，想回去看看。然而，这些话一旦

被爸爸听到，妈妈则会受到爸爸打骂。

懂事后，景景从同村邻居那听说：妈妈

从四川被拐卖到徐州，而妈妈被拐卖前已经

结婚生子。她曾提出要帮妈妈找家人，但妈

妈不会写字、精神恍惚、口音难懂；爸爸威胁

她们姐妹说， 妈妈如果找到了在四川的家

人，就会离开。想到会没有妈妈，景景对这件

事也不了了之。

四 川 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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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芦 山 强 烈 地 震

四川地震

她就哭

想到妈妈

他就哭

“4·20”芦山强烈地震发生时，景景已

经成家。她更明白妈妈的悲伤和无奈，也对

此前不成熟的想法感到内疚，“妈妈跟着我

们过了20年， 四川的孩子却20年没有妈妈

……”

4月24日，景景发布了一条“帮妈妈找妈

妈”的微博：我妈妈在21年前被人拐骗到了

（徐州）沛县，妈妈家是四川的，我想帮妈妈

找到妈妈，和失散了21年的同母异父的哥哥

姐姐。因为妈妈太想哥哥姐姐了……微博寻

亲终于让景景和妈妈如愿以偿。

两个女儿带妈妈回成都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电话联系上张

乐昭在徐州的丈夫吴先生，他自称不知道妻

子从哪里来， 也不知道妻子已结婚生子，

2000元钱则是给别人的路费。

景景则表示，自2011年她成家后，妈妈

跟着她生活，和爸爸不在一个地方。她微博

帮妈妈寻亲一事，爸爸开始并不知道。后来，

小妹回家说起此事后，爸爸非常生气，警告

她们去了就别回来。 但是想到妈妈的不幸，

想到妈妈在成都的儿女，“我和小妹依旧决

定带着妈妈回成都认亲”。

儿子要带妈妈回老家看看

她们买了3日凌晨1时55分开往成都的火

车票。买票也几经周折。因为种种原因，张乐

昭没能在徐州当地上户口，去车站买票时遇

到麻烦。后来黄仁禄把妈妈的身份证号发给

妹妹，又提供了妈妈当年在成都的户口照片

才办妥。按照火车的时刻表，今日上午，妈妈

要回家了， 黄仁禄和妹妹黄仁香激动难言。

妈妈也很激动，景景说她不说话，也不睡觉。

黄仁禄准备在火车站接到妈妈后， 将妈

妈带回老家看看。尽管老家的房子围墙坍塌、

墙体裂缝、瓦片被掀，他还是想让妈妈看看她

曾经生活过的家， 在那里放鞭炮， 给妈妈冲

喜。他还通知了所有亲戚，为妈妈安排了接风

宴，“21年了，妈妈肯定想每位亲戚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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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山

强烈地震，让远在

江苏徐州的

55

岁

妈妈张乐昭精神

紧张 ， 整日以泪

洗面。不清楚她身

世的人，一定会感

到很不解。只有懂

她的女儿明白，母

亲是担心成都的

家人。

21

年 前 ，已

有一双儿女的张

乐昭从青白江被

拐到徐州。

芦山地震时 她在徐州哭

“在雅安，你哥离雅安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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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山强烈地震后，张

乐昭在徐州情绪再次失控，哭得稀里哗啦，嘴里不停这样念叨。听

力不好的她，睁大眼睛盯着电视，关注着关于此次地震的新闻。

20

岁的大女儿景景知道，妈妈又在担心四川的家人了。因为

2008

年

汶川地震时，妈妈也这样。

担忧亲人

21年后 再见儿子和弟弟妹妹

黄仁禄问张乐昭有几个兄弟姐妹，分别

叫什么名字，她都能对答如流。张乐昭说，在

去徐州的第二年她就想回家， 但是找不到

路、不识字、家里看管得严，她走不了。

4月30日晚， 张乐昭的妹妹和弟弟得知

大姐的消息后，也赶到黄仁禄的住处，在视

频上见到了21年未见的亲人。

那天一开始听到妈妈的消息，黄仁禄不

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以为有人在逗他，甚

至非常生气。因为他最讨厌有人拿他的父母

说事，感觉是在自己的伤口上撒盐。

当从网上看到妈妈的照片时，这个32岁

的大男人瞬间哭红了双眼。 他发现妈妈老

了，脸上很多皱纹，还有白头发，左腮的那颗

痣还是那么明显。那晚，黄仁禄激动得睡不

着，他想也没想过还能见到妈妈。其实他早

做过最坏的打算：妈妈可能早就离世了。

儿子看着妈妈的证件照长大

张乐昭不知道，在她被拐半年后，丈夫

意外去世，儿子随之成了孤儿。黄仁禄回忆

说，当年妈妈出门赶集后，再也没有回来。爸

爸四处寻找，都没有消息。几个月后，家里遭

遇入室抢劫，歹徒将爸爸残忍杀害。

那年，黄仁禄11岁，收养的妹妹7岁。由

于失去双亲，念小学的他不得不辍学，妹妹

则被送回亲生父母家。14岁那年， 相依为命

的爷爷也去世了。 一个远房亲戚看他可怜，

收留他跟着学做木匠。

从此，黄仁禄很少回老家，只在每年清

明回去给家人上坟。他怕触景伤情，他想逃

避周围人的关心，他不想遇人就被问“你妈

妈回来没”。每当看到别的孩子有父母疼，有

妈妈教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时，他心里很

不是滋味，每天都哭。

因为太想妈妈， 他跑回家翻父母的照

片， 而父母仅有的两张小照片早已风化，看

不清楚模样。他拿着妈妈的身份证跑到照相

馆，扩洗了两张身份证照片，其中一张加了

塑料膜。

无论他在工地上做木匠，还是在福建手

套厂打工，他都带着妈妈的照片。想妈妈的

时候，他就掏出来看看，看着看着，眼泪就不

住地往下掉。 如今那张没加塑料膜的照片，

早已泛黄。

可喜的是， 如今的黄仁禄已经结婚，还

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妻子在清泉镇开了家窗

帘铺，“这么多年，我终于又有了一个家”。

与儿视频时 她在徐州哭

4

月

29

日晚

10

时许，青白江清泉镇太平村

4

组，

32

岁的黄仁禄

接到了亲戚的电话，“你妈找到了，在徐州”。

4

月

30

日一早，他辗转

联系到同母异父的妹妹景景，要了对方的

QQ

号码，和妈妈在网上

视频。“我想你们……”视频中，妈妈哭得像个孩子。黄仁禄也哭红

了双眼。

想念亲人

昨晚10时，成雅高速0公里处，伴随道

路中央一个个锥形筒被移除，自雅安地震以

来启用14天的我市两条抗震救灾应急通道

宣告正式解除。自此，从南大街至成雅高速

收费站、从瑞联路至成温邛高速收费站两线

交通全部恢复正常。 成都商报记者获悉，14

天来，成都市交管局共出动60余警力，全天

24小时保障两条地震“生命通道”畅通。

“感谢成都市民给予的支持！”昨晚9点

50分，交警六分局民警张龙走到成雅高速入

口处，着手准备拆除应急通道两侧的一排排

锥形筒。在过去两周里，张龙和同事日夜驻

守这条特殊的“生命通道”两侧，付出汗水，

也得到市民支持。

昨晚10时，两条应急通道两侧的上千锥

形桶被准时移除，标志着两线交通全部恢复

正常。 据成都市交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仅

从4月20日至22日期间， 成都交警就在成雅

高速“生命通道”上护送救护车辆150余辆，

在成温邛高速“生命通道”上护送救护车辆

40余辆。两条“生命通道”启用的14天里，交

警一分局、四分局、六分局共出动60余名警

力，全天24小时轮流驻守“生命通道”沿线，

疏导社会车辆远离应急通道，确保抗震救灾

人员和车辆安全通行。

成都商报记者 任翔

为生命护航14天 抗震救灾应急通道昨晚解除

今日 他们在成都团聚

民兵搭简易房 帮受灾群众搬离帐篷

成都春季房交会昨闭幕

成都商报讯（记者 赵素冰）

为期5天

的第41届成都市房地产交易会（2013春

季）昨日圆满闭幕。成都和成都经济区

内的130多家开发企业带来的200余个精

品楼盘，满足了不同购房者的置业需求。

从本次展会展现的情况来看， 市民的购

买需求主要集中在刚需和改善型需求。

“这是我市首次大规模推出公租房，

所以在本届展会上也得到了很多市民的

关注。”据初步统计，在现场登记的市民

有350多组。在房交会现场开通的成都保

障性住房看房班车，也很受市民欢迎。

放下自己8个月的娃娃 女医生救援地震伤员

本报率先报道英雄事迹受关注

装载机驾驶员张磊被评为烈士

昨晚，成雅高速入口，交警把应急通道指示牌搬走 摄影记者 卢祥龙

昨日，黄仁禄看着泛黄的旧照片，想着妈妈。今天这对母子就能重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