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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4

日，云南昭通鲁甸地震灾区，一位小女孩

站在救灾帐蓬前 成都商报记者 王红强 张直 摄

震区出现一处堰塞湖

19座小型水库发生震损险情

据国家防总消息， 昭通市鲁甸

县金沙江支流牛栏江出现一处堰塞

湖险情， 昭通和曲靖两市共有19座

小型水库发生震损险情。据悉，鲁甸

县火德红乡李家山红石岩电站上游

2公里处山体塌方，堵塞金沙江支流

牛栏江干流形成堰塞湖，据目测，堰

塞体宽约100米，长300米，形成回水

约8公里。目前，上下游受影响群众

2000多人已后撤。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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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当成都商报记者到达龙

头山古镇时，发现那里已被夷为平

地。60岁的江一林和65岁的老唐做

了一辈子邻居，地震发生时，两位

老人都在自家屋檐下干活，见势不

对，两人赶紧往屋外院坝跑，等他

们回头时，房子已倒塌。

“如果四面的房子都垮下来，我

们站在院坝头也跑不脱。” 江一林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地震持续了大

概三十秒，他看见地上扬起遮天蔽

日的灰尘。直到灰尘散开，他才发

现老唐脚被划伤。随后，他回头一

看，发现身后的龙头山供销社木楼

仍屹立不动，几乎毫发无损。老唐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要是供销社这

幢楼倒了， 就会把前面的院坝盖

住， 他和江一林就没这么幸运了。

奇怪的是， 周边的老旧建筑都倒

了，这幢完全用木头建造的三层小

楼居然不歪不斜，只是偏房有木板

脱落。江一林说，这幢木楼建成于

1949年，已是65岁高龄。据了解，地

震发生时，木楼下面还有两个小女

孩在午睡，“楼坚强” 不仅救了江

一林和老唐， 也救了两个孩子。但

老唐24岁的儿子却在地震中不幸

罹难。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张柄尧

孩子别哭！

昨日15时，步行近20公里，6小时后，

鲁甸县龙头山镇八宝村61岁村民李选和

最终赶到沙坝，坐上了救护车。地震中，

李选和的儿子、孙子双双被埋。然而，逃

生过程中， 李选和却牢牢抓住代富玉的

手。8岁的代富玉，只是她的一位邻居。

3日一早，35岁的刘知焕和其他11位

朋友，来到火德红乡李家山村泡温泉。天

旋地转后，刘知焕腿部严重受伤，无法行

走，其他11人轮换着将刘知焕背出深山。

巨大的灾难面前， 每一个人都有生

之渴望。

重返震中

昨日凌晨4时许，龙头山镇营盘村村

民罗以福， 又向自己的女婿邓鑫下达了

重返震中的命令，“就用你的摩托车。摩

托车进不去的地方，我就走路。”虽然5

小时前， 罗以福才刚刚从那个令她惊悸

不已的地方逃了出来，并且头部受伤。

地震发生时，罗以福和儿子林自焱在

家。土坯房倒塌压住了林自焱的腿，瓦片砸

中林自焱的头。虽然自己也头部受伤，但罗

以福还是背起林自焱，决定走出深山。

背着13岁的儿子出深山， 这位母亲

只坚持了约半小时，随即晕倒在了路上。

最后是救援人员将他们送上了救护车。

然而，刚到医院没多久，罗以福接到弟弟

的一个电话。电话中，弟弟告诉罗以福，

她的母亲、哥哥、嫂子已在地震中遇难。

另外还有三个孩子被掩埋，生死不明。罗

以福当即决定，重返龙头山镇。

昨晨6时许， 就在罗以福坐女婿摩托

车重返震中时，龙头山镇八宝村村民陈学

林也在返回龙头山镇。陈学林和妻儿在龙

头山镇租房住。前日，陈学林回八宝村老

家摘花椒。地震发生时，陈学林66岁的老

母亲站在屋檐下，他刚抱起老母亲，房屋

随即轰然坍塌。妻子的一个电话，让陈学

林心惊肉跳。他们8岁的小儿子陈正书，埋

在了场镇的租住房下。当晚6时许，用塑料

布给母亲搭出一间帐篷后，陈学林才决定

前往龙头山镇，他冒着飞石，沿着山脊走

了4小时，才来到翠屏村。妻子带来的消

息，让陈学林长吁了一口气。在众人帮助

下，他的小儿子被刨了出来，暂无生命危

险。陈学林决定暂宿翠屏村。昨晨6时许，

他告别翠屏村，继续向龙头山场镇挺进，

“必须看到孩子，心里才踏实！”

走出深山

23岁的余朝香， 是火德红乡王家坡

社第一个被村民们抬出深山的伤员。

地震发生时，余朝香的堂妹余金彩、

余金彩女儿谭庆莲以及公公谭兴才，当

时正在户外摘花椒，3人被坍塌的山体吞

没。余朝香当时在屋中，怀抱3个月的孩

子想冲出屋子，一块飞石正好击中孩子，

孩子当场死亡，余朝香则四指断裂。

地震发生后， 余金强脑海中只有一

个念头，回到王家坡。那里，有他三位哥

哥，以及众多的侄儿侄女。为解救侄女余

朝香，余金强两次试图突破，均被山上不

断滚落的乱石挡回。突破受阻后，余金强

参与到了山边一欧姓人家的救援中。花

了两个小时， 欧家被埋的两名幼子均没

有了气息。这让余金强决定不惜代价，强

行突破去解救侄女。强行突破成功后，余

朝香成为王家坡第一位被送出的伤员。

命悬一线， 这也是刘知焕等12人此

前两天的经历。3日当天， 住在鲁甸县城

的他们前往火德红乡李家山村泡温泉。地

震发生后，他们发现，驾车前来的道路不

见了。更要命的是，刘知焕腿部严重受伤，

无法步行。一行人决定背上刘知焕，弃车

步行，直到晚上才到达红石岩电站。在电

站内休息一晚后，次日一早，12人和电站

内20多名员工一起突围。

最艰难时， 一名同伴背着刘知焕走

几十米就气喘吁吁，然后不得不换人。最

终，一行人将刘知焕背出了深山。

好高的山

活了61岁，但李选和觉得，只有这一

次，才觉得山好高好高。

地震发生时，李选和儿子肖太贵、孙

子肖兴浩被埋在了自家土屋中。 经过一

晚上煎熬后，昨日上午8时，李选和决定

撤离八宝村。离别前，邻居代开州之子，8

岁的代富玉死死抓住李选和的手。

地震中， 出外管护村里水管的代开

州再没回家。代富玉母亲段启平脚受伤，

无法动弹。李选和决定带上代富玉。步行

六小时，翻过一座座高山后，昨日下午2

时许，两人终于坐上了救护车。在鲁甸人

民医院病房内， 亲手将代富玉交给他的

幺婶夏凤仙后，李选和咧嘴哭了。李选和

说， 她又想起了被埋在土墙中的儿子和

孙儿！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张柄尧

昨晨，一条“救救这个孩子”的

网帖被大量转发， 引发人们的爱心

呼吁，在震中龙头山镇的骡马口，一

名5个月大的孩子被埋在废墟里，家

人呼唤救援队紧急救援。 这则网帖

由云南人毛利辉发出，他一直在灾

区用手机记录所见所闻。他告诉记

者，昨晨，他在龙头山镇骡马口看

见痛心的一幕，村民赵伟家的房子

坍塌，赵伟的姐姐、侄子和小舅子

不幸遇难。 赵伟5个月大的儿子直

至昨晨还被埋在废墟中。

昨日上午11时， 赵伟接听了记

者的电话，他说，到目前为止仍没有

孩子的下落，因缺少设备，村民们只

能靠蛮劲儿一点点搬石头搜救。

赵伟说，3日下午，他和妻子去地

里干农活儿，将小儿子赵禹桐交给姐

姐一家照顾。地震后，他跑回家发现，

已是一片废墟。在废墟中，赵伟发现

了姐姐、侄子和小舅子的遗体，但儿

子始终没找到。 他希望救援队伍能

带来生命探测仪，“至少能知道我

儿子是不是还活着”。 截至昨日上

午记者发稿， 村民和赵伟仍在苦苦

寻找儿子。

据新华社、法制晚报

截至昨日14时， 云南鲁甸6.5级地震已造成

398人死亡，1801人受伤。 据媒体报道， 地震发生

后，已有多名儿童受伤。就在昨日上午，消防官兵徒

手从废墟中救出一名5岁男童。另外，还有很多孩子

被及时营救送医治疗。但，仍有许多群众，包括孩子

在等待救援。

灾难无情人有情，目前多支救援队已进入灾区，正

在紧急开展救援。孩子们，别哭！消防、武警官兵叔叔们

正在努力救援你们、你们的家人，以及每一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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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救

生的渴望

鲁甸村民“互助记”

5岁男童被埋废墟

消防官兵徒手救出

昨日上午，云南消防总队特勤

支队官兵在鲁甸县龙头山镇光明

村开展救援工作时，徒手刨挖将一

名埋在废墟中的5岁男童救出。

昨日7点50分，云南消防总队特

勤支队到达鲁甸县龙头山镇光明

村，运用搜救犬结合人工、仪器三合

一的方式进行搜索，发现一名5岁男

童被困废墟之中， 由于不能采取机

械作业，只能徒手刨挖营救，经过不

懈努力，将孩子从废墟中救出，并立

即送往医院救治。经检查，孩子只是

腿部受伤，情绪相对稳定。

目前，消防官兵正对受灾严重

的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 乐红

乡、火德红乡，巧家县包谷垴乡、新

店乡、老店乡和曲靖市会泽县纸厂

乡开展搜救。

废墟中传来“爸爸救命”

父亲徒手救出四个儿女

鲁甸地震发生后，有多名儿童

在事故中受伤。8月3日22时50分，

鲁甸县人民医院灯火通明，一辆辆

急救车进进出出。这家医院收治的

地震伤者住满了三层楼，200多名

医护人员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度

过了灾后的第一个不眠之夜。

村民罗发明的亲属讲述了罗

的四个孩子靠一个碗柜得以生还

的经历。当时，罗发明听见大女儿

在废墟里叫“爸爸救命”，他和村

民们挖开废墟，发现四个孩子挤在

一起，他们都还活着。大女儿、二女

儿受伤较轻， 三女儿伤情较重，小

儿子的伤势最重。原来，是电视旁

的一个碗柜保护了他们，碗柜和倒

塌的墙体间形成一个狭小的空间，

使他们免遭更大的伤害。罗发明徒

手将四个孩子救了出来，和邻居把

孩子背出来， 过了滑坡地段后，当

地村民用摩托车把4个孩子送到医

院救治。

5个月大男婴被埋

好心人发网帖：救救孩子！

两个小女孩正在午睡

65岁“楼坚强”救了她们

灾难，将比邻而居的四川与云

南更紧密地相连……各路救援队

伍陆续出发， 星夜兼程驰援灾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派出5名曾参与

地震伤员救治的专家，乘机前往灾

区参加救治。抵达昆明后，专家组

成员同来自上海等地的专家会合。

下午2时许，坐车前往昭通。

据悉，四川省民政厅决定支援

云南省地震灾区5000床棉被和5000

套棉衣裤。同时，民政部储备在四

川的救灾储备物资，也将首批调拨

大约1万件棉大衣和1万顶帐篷。

8月4日，恒大集团第一时间通

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云南省昭通

市鲁甸县地震灾区捐赠1000万资

金及200万瓶矿泉水， 这也是灾情

发生后最先做出反应、目前捐赠数

额最大的企业。

成都商报记者 李惠 实习生 王春红

成都军区空军首架运输机

满载物资飞抵昭通

昨日9时55分，成都军区空军第

一架满载救灾人员和物资的运输机

从成都飞抵云南昭通机场。

据国防部网站报道， 武警黄金

部队抽调6名地质专家等专业骨干

组成先遣救援队， 携带四旋翼无人

机赶往云南受灾现场救援， 这是武

警部队首次将无人机等高科技装备

运用于抗震一线。

成都商报记者 余文龙

四川驰援

华西医院派专家组飞赴震区

8

月

4

日，云南昭通鲁甸地震灾区，受灾群众背

着孩子撤离 成都商报记者 王红强 张直 摄

8

月

4

日，在鲁甸县龙头山镇光明村，云南消防

总队特勤支队的官兵将被埋在废墟中的

5

岁男童

救出。 新华社发

8

月

4

日，地震小伤员张涵在成都军区昆明总医

院开设的抗震救灾野战医院内休息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