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响水爆炸救出一名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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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小时后 他还活着
新华社记者 沈汝发 秦华江

引擎故障！

挪威邮轮遇险情
逾千人等待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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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人员在
“3 21
”响水天嘉宜公司爆炸事故现场进行搜救（3月 22日摄）
23日上午 7点，一名 52岁的马
姓男子被消防救援人员救出。此时
距离“3 21”响水天嘉宜爆炸发生
已经过去了 40个小时。
“老公还活着！”幸存者家属喜
极而泣。
“不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被救出的
生命。
”
消防救援人员王诗尧这样说。
生命，也只有生命，是最宝贵
的。

他终于等到消防救援人员

晨报官方微信

新华社记者 李博摄

凌晨 6点多，在之江片区西部， 不放弃。
”
“有没有人？有人的话就发出点声
爆炸发生后，记者第一时间赶
音。
”
王诗尧和 4名队友的呼喊，
得到
到事故现场，闻到的是刺鼻的化学
了回应，
循声找去，
马先生被发现了。
品燃烧的味道，直到两天后，这种味
由于道路狭窄，车辆无法进入， 道仍未散去。就在这样险恶的环境
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又不敢使用大
中，江苏 930名消防救援人员，184
辆消防车展开地毯式搜救。
型器械，王诗尧和队友就用手扒开
废墟，经过半个小时营救，终于把马
“不放过一个区域，不漏掉一个
先生救了出来。
人。”陆军说，消防救援人员划分为
“我们来救你了，我们救你回
13个片区，65个网格，已搜救疏散
家！”消防救援队员们一边安慰，一
近 300名群众。
边背起他，将他安全地送到了救护
车上。
“你一定要平安！
”

一直到 23日下午 4点，马先生
他们在险境中寻找幸存者
的妻子和丈夫视频，才相信自己的
“生命都只有一次，能有机会就
老公真的还活着。躺在响水县人民
不会放弃。”谈起这次成功救援，24
医院 I
CU的马先生体征平稳。
王 诗 尧 从 事 消 防 工 作 已 经 8 岁的消防救援队员陆凤吉淡淡地
“专家会诊时，能够自主和专家
年，这是他遇到的最严重的一次事
说，
“ 救人就是我们消防队员的职
责，
想太多就不要干了。”
对话，自主叙述病情，做了 CT等各
故。此次响水爆炸发生在化工园
种检查，除了有些脱水，腿和头部有
区，截至 23日上午 7点,已造成 64
毒雾、大火、危化品……险境中
些轻微创伤，其他都无大碍。”主治
人死亡，
21人危重，
73人重伤。
的逆行，消防救援人员有一种超乎
医生贾士成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据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参谋
生死的淡定。但他们的亲人，却无
对于砸埋了这么长时间的人来说， 长、事故处置现场指挥部副总指挥
法不为他们担心。
可以说是
“奇迹”。
陆军介绍，整个化工园区大概 10平
21日下午，响水爆炸发生后，
时光倒回到两天前，响水化工
方公里，爆炸区域中心有 16个化工
陆凤吉立即投入灭火搜救的战斗。
园区之江化工厂，马先生经历了一
企业和 1个污水处理厂，将近 2平方
当日晚上 10点 41分，女友微信他：
场生命的噩梦。21日下午 2点 48 公里。
“还在忙吗？”11点 11分微信：
“你一
分左右，距离不远的天嘉宜化工有
“每个化工厂原料、生产物料各
定要平安啊！”11点 34分：
“ 你看到
限公司发生爆炸，他被砸埋在坍塌
不相同，爆炸区域充满危化品液体、 消息不管多晚都要给我打电话，我
的铁板钢筋废墟中。
气体。”陆军说，消防救援人员在灭
手机一直开最大声音！”
无食无水，一天两夜。一直到
火过程中，奋不顾身，把抢救生命和
看着微信，陆凤吉幸福地笑了，
23日上午 7点，响水消防救援大队
财产作为职业的第一要责。
眼眶有些湿润。
救援队员发现他。
“说实话，也有点害怕。长这么
他的队友杨忠旭，手机中同样
“他蜷缩在一个工厂装置的角
大，
这是见过的最惨烈的一次事故现
是亲人深深的牵挂。21日晚 8点
场。
”
21岁的消防救援人员杨忠旭说， 18分，姐姐微信他：
“结束了没”；晚
落里，铁板钢筋压在他的身上，当时
已经有些神志不清。”响水消防救援 “但做消防员这个职业，就是要有勇
10点 32分，在没有收到回复后继续
微信了一个问号的表情；22日 11点
大队战斗班班长王诗尧说，
“他可能
气，有一句话叫‘舍生忘死’，有时真
59分微信：
“看到回电，
担心”。
惊吓过度，死死拽着钢筋不肯放手， 需要这种精神，
不然怎么救人？
”
爆炸区域 3个罐，其中 2个苯
“家里人不放心，但不敢说太
经过安慰才放开。
”
多，
报个平安就好。”
杨忠旭说。
爆炸发生 30分钟后，王诗尧和
罐，1个甲醛罐，将近 4500立方米
“作为消防员，亲人挺担心的。”
队友就赶到现场开展灭火救援。22 的物料，同时燃烧。头上被大火燃
记者在采访中，不少消防救援人员
日晚，他们在之江片区搜救了一整
烧过的建筑物晃来晃去，中间是爆
炸后开裂的墙体，脚下是酸类、碱类
都表达了这种愧疚之情。
夜，身体已经很疲乏。
“ 但我们不想
王诗尧、杨忠旭、陆凤吉、张帝、
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被救出的生命。” 等各种不知名的化学品液体。这就
覃安极……他们冒着失去自己生命
王诗尧说。他们一遍一遍的地毯式
是王诗尧、杨忠旭们面临的险境。
的风险，拯救出被困 40小时的群众
反复搜索，反复呼喊、击打建筑，看
“肯定有危险，万一被砸到就完
的生命。
蛋了。”杨忠旭说，
“但人的生命比什
有没有幸存者的回音。
赴汤蹈火，竭诚为民。这是生
么都重要，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
正是这样的坚持，成就了生命
的奇迹。
用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搜救，不抛弃、 命的礼赞。

新华社电 一艘挪威邮轮
23日在该国西海岸发生引擎故
障，并遭遇大风天气，船上逾千
人等待救援。
据挪威媒体 23日报道，这
艘名为“维京天空”号的邮轮载
有约 1300人，事发时正由挪威
北部城市特罗姆瑟开往南部城
市斯塔万格。当天下午，邮轮在
挪威西部默勒-鲁姆斯达尔郡
海岸附近发生引擎故障，当时风
力很大，邮轮面临失控危险。
在收到求救信号后，救援机
构决定动用 4架直升机疏散船
上人员。目前有约 100人被撤
离到岸上。据悉，目前这艘邮轮
一个引擎恢复工作，并已下锚固
定船体。一艘拖船正驶向事发
地点，计划将邮轮拖入海港。

全村被毁！

马里一个村庄遭袭
至少110名平民死亡

新华社电 马里中部一个富
拉尼族村庄 23日遭袭，造成至
少 110人死亡。
马里安全部门人员对新华
社记者说，30多名不明身份的
武装人员 23日清晨袭击了莫普
提区邦卡斯市附近一个富拉尼
族村庄，至少造成 110名富拉尼
族 人 死 亡 ，另 有 40多 人 受 伤 。
目击者说，整个村庄已烧为灰
烬。
今年 1月 1日，一伙武装人
员袭击了邦卡斯市附近一个富
拉尼族村庄，造成 37人死亡，另
有多人受伤。近几年，马里中部
地区部族冲突加剧，主要集中在
游牧部族富拉尼族与从事农耕
的班巴拉族和多贡族之间。

不同寻常！

英国母亲为女儿征
“迪士尼式”保姆

新华社电 英国一名母亲在
一家保姆招聘信息网站发布启
事，为 5岁的双胞胎女儿找兼职
保姆，最主要的条件是保姆工作
时需要扮成迪士尼公主，而且每
月换一次造型。这名母亲愿意
为符合条件的保姆支付 4万英
镑（约合 35万元人民币）年薪并
承担租用迪士尼公主服装的费
用。
这名母亲说，两个女儿对迪
士尼公主的故事着迷，而她与丈
夫认为，保姆扮成迪士尼公主有
助于营造快乐气氛，同时帮助孩
子学习迪士尼故事女主人公“坚
毅、富有同情心、勇敢、有抱负”
等品格。保姆需要每周二至周
四接孩子放学，并安排迪士尼主
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