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6日，攀枝花31岁的村民贺小明等5人山上寻找松露，
傍晚时分，贺小明独自到林中寻找干柴，四名同伴留在原地，然
而没过一会儿，山中传来几声嘶吼声。随后，同伴丁明祥等人在
几百米之外，找到了贺小明，他满脸是血，半边脸被撕烂。之后，
四名同伴花了三个小时把贺小明抬下山送往医院救治，经医生
检查，他的左眼球脱落，身上多处骨折，全身有数十处伤口。

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获悉，目前，贺小明左眼球已
做摘除手术，仍在医院治疗。同时，当地的林业局等部门已经获悉
此事，正在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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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记者来到何廷超的办公
室，他的办公桌上还放着帮扶责任
人工作手册，里面详细记录了他每
次到新桥村开展工作的情况。在该
局的档案室，还放着数十块获奖的
奖牌。

张加军也是安州区防震减灾局
工作人员，他介绍，防震减灾局不同
于其他单位，该单位是要一直面对
电脑，盯着电脑上的波形看。

据何廷超单位同事介绍，在汶
川大地震后，每天工作之余，何廷
超就和同事一起重新观测余震资
料，分检地震事件，他们发现，有时
地震波形图上有振幅较大的、周期
显著低于人车等可知干扰波的“颤
动”波出现，该波出现后，往往有强
余震发生，这让何廷超意识到该波
可能为一种震兆信息。何廷超决定
开展大地“颤动”波研究，他和同事

们把龙门山断裂带附件14个地震
台站每天记录的24个小时的波形
数据图，每1个小时逐一进行处理
分析和记录。由于工作量巨大，有
些工作人员不理解，难道一个县级
地震部门就能把地震预报的世界
难题突破吗？何廷超耐心细致地给
大家做工作。“科学需要一步步的
探索和求教，我们理论水平有限或
许不能突破，但我们现在做的工作
有可能就是后人突破的基础。”当
时何廷超说。

2009年下半年起，对大地“颤
动”波分析连续编入安县防震减灾
局年度会商报告当中，在市级会商
会中与其他地震同行探讨。大地“颤
动”波与地震活动关系的探讨受到
了中国地震局和省局地震专家的重
视，被列为中国地震局“地震监测、
预报、科研三结合”课题项目。

“从2009年开会，我们一直在一
起研究震颤波，当年10月份，我们来
安装了一套设备，看是仪器的影响
还是其他的干扰，这个需要24小时
守候监测，当时我观测到凌晨零时，
而何局长则通宵守候观测记录。”四
川省地震监测中心副主任苏金蓉含
泪说道。

11日，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
究所高级工程师徐志强也来到了安
州区，他表示，震颤波是一个长期观
测、研究的过程，需要强有力的理论
支撑，何廷超和他的团队，为震颤波
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今年3月28日，由中国地震局地
球物理研究所连续波形实验室、四
川省地震监测中心、绵阳市安州区
防震减灾局共同建立的“连续波形
实验站”正式挂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近日，金牛区检察院干警集中
走访了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他
们面对面、点对点、零距离进行交
流、沟通。走访过程中，金牛区检察
院深入到四川省林业厅、中铁二院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八局集团
有限公司、人民北路街道等地，向代
表委员们汇报了该院近年来各项检
察工作开展情况和取得的成绩。对
于当前全力开展的“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工作，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持续关注、支
持和监督检察工作。

同时，在区扫黑办的统一安
排部署下，金牛区检察院联合区
法院、区公安分局组织业务骨干
深入营门口、凤凰山、西安路等全
区15个街道，开展扫黑除恶宣传
动员活动。活动现场，检察院干警

们拉起活动宣传横幅，摆好扫黑
除恶知识展板，并通过发放传单、
释法说理、现场咨询等形式，向群
众阐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
意义，将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
表现形式、特点以及金牛区重点打
击的16类黑恶势力向群众进行介
绍说明，并在现场公布了举报热
线,动员群众积极举报黑恶势力违
法犯罪行为，自觉参与到“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中来。

活动参与群众人数众多，期间
共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充分扩
大了群众对专项宣传的知晓率，切
实提高了群众对“扫黑除恶”工作的
参与度和认同感，为全区凝心聚力、
共同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创造
了良好社会氛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救援更新
此前公布的失联者找到

因为不能排除失联者因山体垮
塌被埋，在最初公布的11名被埋人员
全部搜救出后，搜救工作并未停止。
12月11日14点8分，现场消防人员又

搜救出一名遇难者遗体，经确认，系
此前通报的失联者。

至此，叙永县分水镇山体滑坡搜
救工作正式结束。12月11日下午，叙
永县新闻办公室发布消息，12名被埋
人员已经全部找到，7人正在医院接
受治疗，5人遇难。

据叙永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介
绍，在整个搜救过程中，现场参与救
援的人数有1000余人。其中包括公
安、消防、安监、医疗等部门出动350
人，调动周边乡镇干部、民兵390人，
协调四川路桥公司300人，以及云南
消防出动30多人。

连夜施工
抢修交通便道

此次山体滑坡发生后，原有的

叙威公路受损阻塞。据叙永官方消
息，叙威公路是连接四川和云南的
重要省际通道，是叙永和威信两县
往来的交通大动脉，更是云南省昭
通市威信县通往成都、重庆等地的
主要道路。

据了解，交通阻塞不仅造成过往
车辆不能通行，很多学生上学，也需
要绕行走很长一段山路。因此，及时
抢通道路意义重大。

12月11日中午，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现场看到，叙永县分水镇，
路桥工人正在全力抢通叙威公路，施
工人员正在安装道路一侧的排水沟。
分水镇镇长王世林介绍，抢修的道路
是一条长600多米，宽约7米的交通便
道，“昨天晚上干了一个通宵，30多台
机械车辆投入施工。”据现场施工人
员介绍，道路有望11日晚上通车。

成立调查组
已对山体滑坡原因展开调查

12月10日，泸州市政府已成立叙
永县分水镇山体滑坡原因调查组，并
聘请专家参与调查。

12月11日中午，泸州市安监局副
局长、安办副主任周宇告诉红星新闻
记者，山体滑坡发生后，第一时间是
展开救援工作，但调查组也迅速成立
并展开工作。

周宇说，调查组是12月10日上午
进场的，目前调查工作正在紧张有序
地进行中，按照调查工作的有关规
定，对事故的直接原因、间接原因，以
及进一步的责任，都在调查中。周宇
表示，调查结束后，结果将及时向社
会公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 杨灵

12月11日，记者从金牛区网信
办获悉，金府路某商户微信公众号
编发了一则内容含有“这几天，成都
的雾霾真的很严重……最高的污染
指数已经超过700了”的不实信息，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展开立案调查。

“这篇微信稿件内容主要是介
绍他们的新产品空气净化器，应该
是用作商业用途。”金牛区网信办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发现相关情况后，
区市场监管部门也迅速开展了调查
处理。

昨天上午，区市场监管局派出执
法人员依法对该商户进行了现场检
查。该商户负责人对发布上述广告中

的不实信息予以确认，称污染指数的
数据源于自己测量。区网信办召集区
市场监管局、区环保局、公安金牛分
局也对该商户负责人进行了约谈，明
确指出其违法行为和危害，要求其严
格落实办网主体责任和内容审核机
制，确保信源真实有效，不造谣、不信
谣、不传谣，客观准确地向公众传达
网络资讯；责令其按照监管部门要求
落实整改，并通过涉事账号公开致
歉，以实际行动纠正错误。

该商户负责人表示已认识到错
误，将认真整改，吸取教训，并向网
民致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刘友莉

事发：
山中传来嘶吼声
他在电话中说被熊咬了

12月11日上午，贺小明躺在医院
的病床上，头部裹着纱布，无法与人
交流说话。

弟弟贺小华介绍，12月6日，他
和哥哥贺小明一起，与其他三位熟
悉的村民结伴，到山对面的米易县
得石镇黄桷湾村沙坝湾的山上采挖
松露，“当天，我们准备在山上过夜，
大约下午6点过的时候，我哥哥就去
附近的林子找柴取暖。”

然而，没过几分钟，贺小华等人听
见几声嘶吼声。“当时有点害怕和担
心，我就给哥哥打电话。”贺小华回忆，
当打通电话后，贺小明在电话中用微
弱的声音说，“我被熊咬了，你们不要
过来救我，我快不行了，你们快走！”

丁明祥也是上山的人之一，他称，
当时他与贺小华等四人立刻往嘶吼声
的方向去找人。“我们赶到的时候，没
有看到熊。”丁明祥看见贺小明满脸
是血，左脸以及眼睛被抓烂了，左眼
球掉出来挂在脸上，身上也是血。

贺小华介绍，因为事发点是在盐
边县鳡鱼乡对面的山上，抵达医院
时，已经是12月7日的凌晨2点多。

12月10日，攀枝花中西医结合
医院向家属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
患者贺小明，因左眼等处被熊咬伤
入院，目前诊断：1、左眼球裂伤：眼
球脱出、眼睑皮肤裂伤、眶壁骨折；
2、鼻骨骨折、颧骨骨折、左侧肋骨骨
折、左侧髂嵴撕脱性骨折；3、头部、
鼻部、颜面部、背部、腹部、四肢皮肤
多处裂伤及贯穿伤。

爱心：
五千多人为他捐款
已经筹到9万多元

事情发生后，贺小华和其他三
名同伴一直守在医院。“入院后的几
天，哥哥在重症监护室。”贺小华说，

12月10日下午，贺小明被转到骨科
继续治疗，因受了重伤和惊吓，目前
还不能正常说话。

“医生说，哥哥的病情严重，还
需要继续住院治疗，而且治疗费用
高，预计至少要20多万元。”贺小华
称，目前，哥哥贺小明已欠下3万余
元的医疗费。为此，贺小华在水滴筹
平台发起了筹款，希望能筹款20万
元。截至12月11日下午6时许，捐款
次数已经达到了5500余次，已经筹
到9.2万余元。

记者获悉，事发后，当地镇政府
已经发出通知，提醒附近村民不要
进山，以防遭到熊袭击。丁明祥表
示，事发的第二天，他还带着当地林
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到了山上，对现
场情况进了查看。

进展：
林业部门介入调查
具体情况还在核实中

据了解，2016年，攀枝花米易县
白坡彝族乡松坪村曾出现黑熊，41岁
的村民李兴荣在山上捡菌子遭黑熊
咬伤，面部遭到严重毁容，今年7月，李
兴荣来到成都接受了整形修复手术。

野生黑熊是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12月11日上午，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从米易县相关部门获悉，
事发地属于米易县境内，目前，米易
县以及盐边县的林业部门正在对此
事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11日下午，攀枝花林业局工作
人员表示，具体情况还在核实中，还
没有结论。根据新修订的国家野生
动物保护法规定“因保护本法规定
保护的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
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由当地
人民政府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但
是，目前四川省没有出台具体办法，

“究竟具体情况如何，能不能获得补
偿，还要进一步的调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攀枝花男子上山挖松露
被黑熊袭击咬掉半边脸
五千多人为他捐款 已筹集9万余治疗费

近日，成都市高新区人民检察院
成功起诉该院首例涉恶案件，依法对
被告人王某、李某、邓某某等市霸“恶
势力”成员以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

经查，该团伙长期在成都市高新
区某二手车交易市场内，按照每月每
人800-1000元不等的标准，收取在
该处从事二手车代办服务的中介人
员保护费。如果中介人员不缴纳，该
团伙就采用威胁、恐吓等各种方式干

扰影响其办理业务，或通过暴力方式
将其驱赶出二手车市场。截至案发，
该团伙共收取“保护费”6万余元。

最终，通过检察官庭审指控，高
新区法院当庭宣判被告人王某犯寻
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被告
人李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六个月；被告人邓某某犯寻
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高新区首例涉恶案件 3人获刑

金牛区检察院深入全区15个街道
开展扫黑除恶宣传动员活动

“成都污染指数700？”
商家发不实信息被约谈

花椒种好了
他却不在了

绵阳安州防震减灾局长扶贫路上因公殉职

12月10日，绵阳安州区高川乡新桥村的贫困户胡官全，一
直在等待上周就约好的帮扶人何廷超，准备让他看看新购买
的猪仔，以及准备宰杀的年猪。但直到下午，何廷超都没有出
现。当晚，胡官全从村干部口中得知，何廷超因公殉职了。

根据安州区发布的消息，12月10日上午，安州区防震减灾
局局长何廷超在前往高川乡新桥村开展脱贫攻坚工作途中，
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因公殉职，年仅52岁。

11日，安州区防震减灾局员工雷
春一大早又来到了高川乡新桥村，他
是该村的第一书记，当天他除了要完
成日常工作外，还要替何廷超去看望
贫困户胡官全，完成何廷超一周前答
应帮扶人胡官全去看望的事情。

在新桥村委会，雷春告诉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2016年，安州
区防震减灾局开始联系高川乡新桥
村，该村共有贫困户33户88人，何廷
超作为局长，是联系责任人，他自己
也联系了5户贫困户。“高川乡新桥

村处于山区，经过地震以及后面的
泥石流、洪灾，贫困户分散居住在高
川、塔水、秀水、雎水4个乡镇。”雷春
介绍，上周星期四，何廷超开会确定
了星期一一早到新桥村开展脱贫攻
坚工作，同时也约定去看望他联系
的贫困户胡官全老人。

10日早上9时，何廷超就带着雷
春以及另外两名同事，由雷春驾车前
往新桥村。雷春介绍，当车辆行驶至
塔水镇龙桥村时，何廷超出现胸痛。

“当时他喊我们开车去村上，他

自己拦班车回安州到医院去检查，
我看他冷汗都痛出来了，我们几个
同事就坚持送他到医院。”雷春说，
何廷超坐在副驾驶，他看到何廷超
一直捂着胸口，脸色苍白。

10时40分左右，何廷超被送到
了医院进行检查。当医生正在进行
心电图监测时，何廷超说了一句“好
像不痛了”，但几秒钟后，他出现昏
迷，医生随即进行抢救。

据安州区发布的消息，当天13
时10分，何廷超因心源性猝死殉职。

叙永县山体滑坡搜救结束
此前公布的失联者找到 已展开滑坡原因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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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14点8分，随着此前公
布的失联者遗体被找到，叙永山体滑
坡的搜救工作正式结束。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害，造成3栋
房屋垮塌，并导致5人遇难，7人受伤。

据泸州市安监局消息，12月10
日，泸州市政府已成立叙永县分水镇
山体滑坡原因调查组，并聘请专家参
与调查。调查结束后，结果将及时向
社会公布。

在距离新桥村委会200米外的一
处河滩地上，种植着40亩的青花椒，这
些青花椒，在明年将会第一次结果。

“这是何局长为我们争取来的，
今年4月份才种上，这是我们村的第
一个集体经济，何局长还没来得及
看到收成。”高川乡驻村干部杨永武
含泪说道。

杨永武介绍，高川乡属于山区，
距离安州区50余公里，新桥村共有
325户781人，防震减灾局联系该村
后，何廷超带领局工作人员，挨家挨
户进行询问，了解村上情况，发现该

村没有一家集体经济，这让何廷超
伤透了脑筋。

“回到安州后，何局长就开始为
村里的集体经济奔波，联系了安州
区一家种植青花椒的企业，并邀请
专家实地查看新桥村的气候环境、
土壤条件，最后选择了一块河滩地，
准备种植青花椒。但由于河滩地土
壤比较贫瘠，于是又从另外的地方
挖土进行综合，最终在今年4月份，
成功种植了40亩的青花椒。”雷春介
绍，在种植过程中，何廷超会请贫困
户前来平整土地、除草、施肥等，让

他们多一些收入。
杨永武算了一笔账，一亩地有

120株青花椒，第一年一株产一斤，每
斤8元钱，就有收入38400元，第二年
每株至少产2斤，收入将翻番，后面每
株可以产到5斤，就有近20万的收入。

“以前该村没有集体经济，属于
‘空壳村’，何局长来了后，40亩的青
花椒基地，改变了该村‘空壳村’的
历史。”杨永武说，“不仅如此，他还
为我们争取资金，新修了村委会办
公楼，12月1日才搬进去，但他还没
有来得及看一眼。”

距离新桥村委会两公里的山
上，82岁的胡官全老人，从10日早上
就一直在等着何廷超，因为他们早
已约定，等何廷超这次到新桥村，胡
官全老人要让他看看新购买的猪仔
和准备宰杀的年猪。但直到当天下
午，何廷超都没有出现。当晚，胡官
全才从村干部口中得知，何廷超因
公殉职了。

11日上午，记者来到该村贫困
户胡官全家，他的大儿子胡清华正

在给几十只鸡喂食，旁边还有几头
猪仔以及两头大肥猪。

胡官全看着圈里喂养的鸡和
猪，两眼湿润了，这些鸡和猪，都是
何廷超帮他购买的。

胡官全介绍，何局长给他买来
了60只鸡苗，还有猪仔，以及喂食用
的玉米等，让他大儿子帮忙喂养，现
在鸡已经长大了，当时购买的猪仔
也成了肥猪，已经卖了几头了。“现
在还剩两头猪作为年猪，我还在等

何局长来了后才杀年猪……”胡官
全流泪说道。

雷春介绍，以前何廷超联系了5
户贫困户，今年开始，由于帮扶单位
增加，何廷超只联系了胡官全老人
一户贫困户。

“ 当 时 我 准 备 种 植 中 药 材 ，
但缺资金，何局长帮我买了价值
800 元 的 种 苗 ，现 在 也 快 收 成
了。”何廷超之前联系的贫困户王
永前说。

因公殉职
他没能遵守“一周之约”

失信

在“空壳村”种植花椒
他没能看到成果

遗憾

帮扶对象念念不忘
还在等他来杀年猪

悲伤

为研究震颤波
通宵守候仪器看波形

执着

“当时他喊我们开车去村
上，他自己拦班车回安州到医
院去检查，我看他冷汗都痛出
来了，我们几个同事就坚持送
他到医院。”雷春说。

“这是何局长为我们争取
来的，今年4月份才种上，这是
我们村的第一个集体经济，何
局长还没来得及看到收成。”杨
永武含泪说道。

“现在还剩两头猪作为年
猪，我还在等何局长来了后才
杀年猪……”胡官全流着泪说。

“科学需要一步步的探索
和求教，我们理论水平有限或
许不能突破，但我们现在做的
工作有可能就是后人突破的基
础。”当时何廷超说。

何廷超与帮扶对象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