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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柳锋）6月26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共四川省委在蓉
举行追授苏知斌同志荣誉称号命名表彰
大会。

大会宣读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追授苏知斌同志

“全国模范检察官”荣誉称号的决定》和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追授苏知斌同志“四
川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最高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四川省委副
书记邓小刚，分别向苏知斌同志亲属代
表颁发苏知斌同志“全国模范检察官”荣
誉证书、证章和“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
荣誉证书。 （下转03版）

追授苏知斌“全国模范检察官”“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苏知斌同志表彰大会在蓉举行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张宏平）6
月26日，省委书记王东明在茂县叠溪镇新磨
村山体高位垮塌灾害现场，指挥抢险救灾工
作并主持召开抢险救灾指挥部会议。

上午，王东明来到救援现场，详细了解人员
搜救、救援现场道路抢修、河道疏浚、地质灾害
隐患勘察监测等工作进展情况，针对抢险救灾
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现场研究处置措
施。王东明强调，当前的第一要务仍然是搜救
被掩埋人员、排查失联人员。尤其要坚持科学

救灾，细化完善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统筹抓好
探测搜救、抢险施工、交通保畅、地质灾害监测
等现场工作，严防次生灾害，确保万无一失。

下午，王东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听
取抢险救灾工作进展情况汇报，进一步作出
安排部署。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抢险救灾指
挥部总指挥尹力出席会议。

会上，王东明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张高丽副总理等中央领
导重要指示批示以及王勇国务委员重要讲话

要求，抓细抓实抢险救灾和应急处置各方面
工作提出要求。一要继续千方百计组织搜救
被掩埋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轻言放
弃。二要坚持科学施救，把群众和救援人员
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加强救援现场管理，
加强沿途交通疏导，坚决防止由于次生灾害
造成新的人员伤亡。三要全面抓好灾害发生
地周边区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落实监
测、预警、避让和治理等各项措施，确保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四要全面排查阿坝州和全省

各地的地质灾害隐患，分门别类落实处置措
施，特别是要加强监测预警，需要避让的提前
避让，需要撤离的坚决撤离。五要妥善安置
好受灾群众和避让转移群众，安排好他们的
生活，同时扎实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维护救灾
秩序和社会和谐稳定。

王东明强调，抢险救灾是一项系统工程，
必须加强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抢险救灾指
挥部及其工作组要切实担负责任，军地有关
方面、省直有关部门和州县各级要按照中央

要求，在抢险救灾指挥部的集中统一领导下，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加深
入、更加细致、更加到位。各级干部要主动担
当担责，在抢险救灾中检验担当、情怀、能力、
水平、觉悟、境界，当好人民群众的“主心骨”，
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共克时艰、战胜这场突如
其来的重大自然灾害。

省抢险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王铭晖、刘
作明、邓志平和参与抢险救灾的军地有关方
面负责人参加会议。

王东明继续在茂县叠溪镇新磨村
山体高位垮塌灾害现场指挥抢险救灾工作

本稿全新闻
浏览封面新闻APP
www.thecover.cn

下载封面新闻APP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6·24”茂县叠溪镇新磨村山体高位垮塌灾害

抢险救灾72小时记
四川日报记者张守帅梁现瑞张立东王成栋

阿坝州茂县叠溪镇新磨村的清晨，
被垮塌的富贵山击碎。短短100秒时间，
特大滑坡呼啸着冲向山脚的新村组。

东经103.7度、北纬32.1度，灾害发
生地，那个盛产花椒和李子的美丽村
庄，遭遇重创。截至26日23时，“6·24”
茂县叠溪镇新磨村山体高位垮塌灾害
共造成10人遇难、93人失联、3人受伤。

灾害发生后的72小时，是最关键的
“黄金搜救时间”。

在令人牵肠挂肚的“黄金72 小时”
里，从阿坝、从成都、从雅安、从德阳……
3200多名救援力量和150多辆机具车辆
火速驰援；从白天到黑夜，喊话、探测、撬
石、挖抛，搜救一刻不停；送水、送饭、参
与搜救和安置，当地群众守望相助。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
示，要求全力组织搜救被埋人员，尽最
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发
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有力指导了这场
把生命摆在首位、分秒必争的抢险救灾。

从中央到四川，以人为本、生
命至上的理念贯穿搜救和安置始
终，一村告急，八方驰援

6月，正是地处川西大山深处的新
磨村一年中最美好的时节，群山翠绿，
瓜果飘香，村子门口的一片草海，鲜花
盛开。然而，三天前那场突如其来的灾
难，让这一切都消失了。

巨大的滑坡体，呈扇面将村组埋
没，将道路埋没，将河道埋没。滚石累
累，人在随处可见的巨石面前，小若蚁
卵。赶到的人们，来不及哭泣，自救与
救援立即展开。

生死竞速，人命关天。很快，100余
人被掩埋的突发灾害消息，上报到县、
州、省，直至党中央。

灾害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全力组织搜救，
尽力减少人员伤亡，并抓紧排查周边地
质灾害隐患，尽快转移受威胁群众，防
止发生次生灾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张高丽也对抢险救援工作作出批示。

受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委
派，国务委员王勇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率国务院工作组紧急赶赴茂县，指导应
急救援和善后安置工作。

灾情就是命令，历经多次重大自然
灾害检验和完善的四川综合减灾救灾
应急指挥体系运转，省、州、县立即启动
特大地灾一级响应和应急预案。

省委书记王东明第一时间作出指
示，要求立即调动救援力量，千方百计抢
救人员生命，同时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24日中午12时许，王东明和省委
副书记、省长尹力到达山体垮塌灾害现
场，实地察看灾情，之后几天始终坚持
在一线调度指挥。王东明强调，要以抢
救生命为第一要务。抢险救灾指挥部
就在现场成立。

实际上，灾害发生后，随着省委、省
政府一声令下，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已经
展开。

6时15分，茂县消防中队接到群众
报警，立即出动4车18人前往救援。7
时许，当地交通部门抢险人员抵达灾害
现场，清理出一条通车便道。

向着茂县，公安、武警、消防、民兵
等救援力量，疾驰，再疾驰。西部战区
的运输直升机搭乘医疗队员紧急升空。

从成都通往茂县灾害现场的道路，

有220多公里，无论是救援力量集结还是转运
伤员，都需要一条能够快速抵达的“生命通
道”。

8时30分，成灌、都汶、成都绕城高速启
动应急机制，开启救援通道，确保救援车辆快
捷、免费通行。阿坝州对途经茂县的国道
213全线启动管控，在汶川、松潘、黑水设置
远端分流管制点，社会车辆被提前分流，最大
限度确保主线畅行无阻。

村民乔大帅一家三口获救了，被崩塌碎
屑流追着跑的他们，遇到了及时赶到的救援
人员。他们被送至茂县人民医院救治，随后
又转院到成都治疗。

24日当天，从全省各地驰援的庞大救援
力量，集结在狭窄的作业空间中，争分夺秒开
展搜救。

从白天到黑夜，不抛弃、不放弃、
不言弃的信念鼓舞搜救行动，只要有
一丝希望，就要付出百倍努力

“老乡，在不在，回个话嘛！”25日12时
30分，救援现场，一个救援队员趴下身子，把
头伸进一个石缝，扯起嗓子吼起来。

在这之前，生命探测仪发现，这个地方下
面有生命迹象，随即，几十名救援队员和多台

机械赶到现场，紧急驰援，一边挖，一边探，再
挖，再探……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很快，三个小时过
去了，午饭时间到了，但救援没有停止，一批
队伍疲惫了，另外一支队伍马上接替，继续开
挖，绝不放弃。

地质灾害的救援是世界性难题，而新磨
村这次灾害救援更是难上加难。巨大的滑坡
体最大落差约为 1600 米，平面滑动距离
2500米至3000米。有地质专家分析，滑坡
垮塌体巨大，冲击速度快，瞬间摧毁力度强，
救援很难创造生命奇迹。

“抢抓黄金时间，抢抓一分一秒，千方百
计、全力以赴搜救。”省抢险救灾指挥部态度
坚定。西部战区前进指挥组明确：“救灾需要
什么，战区就全力以赴投入什么。”所有救援
队员亦誓言铮铮：“一线希望，百倍努力。”

天空雨飘个不停，上方石不断滚落，脚下
河越冲越宽。黯然失色的滑坡体上，鲜红的
旗帜、橘色的救援队服，带来大灾之后的希望
色彩。

“还有人没得？”救援队沿着松坪河一字散
开，为了得到被掩埋者的回应，他们一边敲打
地面的碎石块，一边用力高喊，喊声此起彼伏。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的灾后影像图显
示，掩埋区最深有40米，这相当于十多层楼
高。在这么厚的覆盖体下发现生命信号并不

容易，随着消防官兵和武警陆续赶到，更多的
生命探测仪和搜救犬投入救援。

曾被滑坡阻断2公里的松坪河，冲破雍
塞体，虽减轻了风险，但也为过河搜救制造了
难度。消防官兵最初靠手拉手蹚过冰冷的河
水，后又搭设绳桥，运送人员、装备，确保了搜
救无死角。

24日14时，救援队在村子南侧发现生命
信号。救援队停下挖掘机，转而用镐头和手
去刨开泥土。3个小时后，他们悲痛地把一对
夫妻的遗体轻轻抬出。

夜幕渐渐降临。17时20分，救援现场点
亮了第一盏应急照明灯，随后在20时8组临
时照明设备全部通电。

一刻不停，昼夜不息。不时有疑似生命
信号发现，不时信号又弱了下去。都江堰蓝
天救援队协调官李想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随着时间流逝，被掩埋者的体温越来越低，在
热成像仪上的显示也越来越弱，直至消失。

与死神赛跑，只能更快。“不放弃任何一
个可能。”德阳、绵阳两地消防官兵跟随一个
疑似生命信号搜救了5个多小时，但最后信
号消失了。遇难者亲属主动请求放弃挖掘，
一位消防官兵愧疚地说：“对不起了，老乡。”

“我恨我自己只有一双手！”一米八的德
阳消防队员陈朴急出了眼泪。抹去眼泪，他
又赶到下一个作业点继续搜寻。

灾后第三个夜晚再度降临，连续作战
的疲累，让救援者们不断透支的体力逼近
极限。然而，心里装着“黄金72小时”，他
们不言放弃。

夜色之下，搜救继续。

从搜救到安置，应对有策、公
开透明的救灾体系高效运转，全力
保障生命安全，既科学施救，也安
全施救

从24日中午开始，在通往新磨村滑
坡体的路口，几十个武警手拉手站成一
排，凡不是专业救援队伍的，一律不予放
行，25日，这样的身份筛查更加严格。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在李想看
来，这正好体现了科学救援的精神。

新磨村灾害现场地质状况复杂，滑坡体
覆盖范围广，山脚下是堰塞湖漫出后形成的
小河，头顶是坍塌后暴露出来的陡峭崖壁。

既要搜救生命，又要安置避险群众，
还要护送外地游客离开，同时还不能发生
二次伤害，多重任务交织，抢险救援如何
才能做到有序？

24日，四川成立了救灾前线指挥部，
在此基础上，根据工作需要，省委省政府
又于24日晚成立抢险救灾指挥部，下设
现场救援组、医疗救护组、交通保畅组、转
移排除组、群众工作组、信息宣传组、失联
人员排查组、保障重建组等8个工作组，各
组各司其职，相互配合。

在众多专业救援队伍中，由新磨村村
民组成的“救援协助队”显得很特别，25日
开始，他们正式进入现场作业。

他们多数因在外务工、求学躲过灾
害。“我哥家就在这里，对到对面山上那棵
树。现在的河道就是以前我家的菜园
子。”25日上午9时，老家就在村子中央的
苟军，一丝不苟地指导着武警水电部队的
司机操作挖掘机。

凭着记忆，他拿出笔，画出了周边五
户人家的房屋分布图，北边颜家、南边的
张家，都是十米宽的住宅，房屋全连在一
起……擦干眼泪的回乡者们，为救援队定
位滑坡体下的民房提供更准确的向导。

这支队伍的出现，与一种名为“网络化
作业，分坡段救援”的搜救模式密切相关。
从6月25日开始，滑坡体被先期划分为十个
网格，各个救援团队分兵把守，又相互协作。

当天中午，不到四个小时，武警水电三
总队的三个小分队分别完成各自区域的搜
救作业。转移之际，总队长梁建忠在对应
的三个网格点后面画上圈，并让战士们在
完成作业区做上记号。他说，“这样不会东
一榔头，西一棒子，也能消除搜救死角。”

红外线成像仪、声波探测仪、雷达探测
仪等科技设备和手段在救援中得到应用，一
平方公里至少44台生命探测仪。三个小时
的发掘，先后五次探测，红外生命探测仪、雷
达生命探测仪轮番上阵，埋藏深度从7.6米
降至两米……25日中午，搜救人员在松坪
河的东南侧，渴望创造奇迹。搜救人员说，
有了先进的技术，搜救工作如虎添翼。

25日16时，6架测量型无人机通过航
拍影像解译灾情，26日清晨，又有一架拥
有8个螺旋桨的巨型无人机升空，其能绘
制出厘米级精度的滑坡体三维模型，为科
学组织救援提供依据。

科学施救，也要安全施救。面对现场
不时发生滚石的状况，省委省政府反复强
调，坚决避免因次生地质灾害导致现场救
援力量伤亡。 （下转02版）

生命生命
至上至上

25日，茂县叠溪镇新磨村山体高位垮塌灾害抢险救灾现场，救援人员正在对有生命迹象的区域进行搜索。杨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