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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作豫：凛然大义热血长歌

俞作豫，1901年生，广西北流人，曾参加孙
中山领导的讨伐军阀的战争。后因不满国民党
新军阀的倒行逆施，愤然脱离旧军队，1927年10
月，俞作豫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
党领导的广州起义。1930年8月18日，因叛徒出
卖被捕，同年9月6日，在广州英勇就义。

俞作豫，1901年生，广西北流人。1918年，
他进入护法军桂系军队，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
的讨伐军阀的战争。1926年7月，随国民革命
军第七军参加北伐战争，任团长。1927年四一
二反革命政变后，俞作豫不满国民党新军阀的
倒行逆施，愤然脱离旧军队，先后到上海、广州
寻找共产党。同年10月，他在香港加入中国共
产党，随后参加了党领导的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失败后，俞作豫按党中央指示，
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形势下，回到家乡广
西北流坚持斗争，先后担任中共北流县委委
员、县委书记，陆续恢复了北流、玉林、博白、
陆川等县党的组织和农民自卫军。其间，他
利用自己和广西省主席俞作柏是兄弟，和广
西编遣特派员李明瑞是表兄弟的特殊关系，
在军队和地方政府中任用共产党员，发展党
的组织，掌握了部分武装的领导权。

不久，党中央派遣邓小平以及张云逸等
来到广西，组织力量准备武装起义。邓小平
化名邓斌，以省政府秘书的公开身份掩护活
动，与俞作柏、李明瑞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
系，通过各种关系和途径，将共产党员派进军
事系统任职，以争取兵权。

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在邓小平、张
云逸、韦拔群、李明瑞、俞作豫等领导下，分别
举行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红七军、
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邓小平任中共
前敌委员会书记兼红七、红八军政治委员，李
明瑞任红七、八军总指挥，张云逸任红七军军
长，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

百色、龙州起义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
建立，给国民党新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以沉
重打击。1930年3月，敌人纠集大批军队围
攻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俞作豫率领红八军浴
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突围中遭
敌人围追堵截，俞作豫在当地群众掩护下脱
险，辗转到香港寻找党组织。

1930年8月18日，因叛徒出卖，俞作豫在
深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押至广州。

1930年9月6日，俞作豫高呼着“打倒国民
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的口号，在广州黄花岗英勇就义。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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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慧：牺牲我小成功我大

杨开慧，190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清泰乡
板仓（今开慧镇开慧村）。1920年冬，杨开慧和
毛泽东结婚，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毛
泽东的助手。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去领导秋
收起义，开展井冈山根据地斗争；杨开慧则独自
带着孩子，参与组织和领导了长沙、平江、湘阴
等地武装斗争，发展党的组织，坚持革命整整3
年。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随之被害。

杨开慧，190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清泰
乡板仓（今开慧镇开慧村）。父亲杨昌济是一
位思想进步的学者、教育家。1913年，杨昌济
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杨开慧随父亲迁
往长沙，并在这里认识毛泽东。

1918年，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教，又举家
北迁。这年9月间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工俭
学也来到北京，在这期间，毛泽东和杨开慧有
了更多的接触并开始相爱。

1920年初，杨昌济不幸病逝，杨开慧回到
湖南长沙。同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成立文化书
社，杨开慧予以资助并参与书社活动。1920年
冬，杨开慧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湖
南第一批团员。就在这时，她和毛泽东在长沙
举行了简朴的婚礼，结为革命伴侣。

1922年，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毛泽东在湖南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任区
委书记，杨开慧负责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
工作，身兼秘书、机要、文印、联络、总务等多
种职务，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1923年4月，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工
作。杨开慧带着毛岸英和毛岸青也来到上
海，协助毛泽东开展工作，并同向警予一起
组织女工夜校。

1925年2月，杨开慧随毛泽东回到韶山开
展农民运动，协助毛泽东创办农民夜校并担任
教员。1927年初，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
考察，杨开慧把大量的调查资料进行分类整理，
工整地抄写下来。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按照党的八七会
议指示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杨开慧带着
三个孩子回到长沙板仓开展地下斗争。

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敌人逼问毛泽
东的去向，要她公开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
系。杨开慧坚定地说，“牺牲我小，成功我大”，

“要我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就义于长沙浏

阳门外识字岭，年仅29岁。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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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普吉岛翻船事故发生后第四天，泰国出动军舰，开始对“凤凰号”进行打捞，但因为发现右侧船舷下仍有遗体，打捞计划推迟到遗
体被带出后进行。这一天上午，从中国赶来的公羊救援队在一天的搜寻后确认，沉船周围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一方面，当天下午，在泰国方
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瓦查拉医院公布了“普吉沉船事件”遇难者性别情况。在这份表格里，令人心痛的是，目前为止发现的42名死者中，有
13名是儿童。

中国驻泰国大使吕健8日中午说，泰国警方及有关部门已经对普吉游船翻沉事故正式立案调查，中方也将参与相关调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特派记者杨雪 谢凯宋潇泰国普吉 报道

封面直击泰国普吉翻船事故

现场
打捞“凤凰号”行动开始

当地时间7月8日上午9点30分，三艘军
舰停在港湾，等待出发。除了两艘打捞舰外，
本次泰国军方邀请了数十家媒体进行采访
——根据计划，沉入海底的“凤凰号”将从这
一天正式启动打捞计划。

随着哨响，打捞舰“潘仪号”和“宋朗号”
陆续起锚，经过大约2个小时的行驶，到达普
吉岛南边珊瑚岛和大皇帝岛之间的海域，这
也是7月5日“凤凰号”发生悲剧的地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特派记者在现场
看到，往南不远就是珊瑚岛，如此前采访中船
员所说，大约10分钟左右的行船距离。海面
一片平静，天高海阔之下，一艘沉船在我们下
方42米处，等待重见天日的时刻。而人们期
待着，能从它的身上，还原更多“7·4海难”的
真相。

8日当天上午，普吉岛沉船事件的遇难者
人数增加了一人，但性别年龄不详——这名
遇难者遗体仍被压在船骸之下，而这也导致8
日当天的船体打捞工作延后。泰方决定，在
带出这名遇难者后再行打捞。

搜救
中国潜水员录下“遗书”

在现场，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特派记者
看到穿着“广州打捞队”服装的中国面孔。他
们是7月7日抵达普吉岛的交通运输部广州打
捞局的10名专业搜救队员。

另一边，公羊队浙江总队也在7日抵达普
吉，并于8日上午再次对事发地点进行调查。

“我们晚上7点回到码头，明天会继续下水协
助泰国军方起吊打捞沉船。”该队相关负责人
何军说，8日当天的作业探明，沉船周围已经
没有任何生命迹象，而沉船事故周围的第一
手水文地形资料，已经在海洋专家携带专业
器材配合下基本采集完成。

“凤凰号”沉没于海底，距离水面42米，这
样的深度对于潜水员来说危险性是很高的。
在出发下水之前，公羊队的潜水员们留下“遗
言视频”，为有可能遭遇的不测做出最后的

“准备”。

悲痛
42名死者中13名是孩子

8日下午，在泰国方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瓦查拉医院公布了“普吉沉船事件”遇难
者的性别情况。截至北京时间8日18点，一共
找到42名遇难者，除一名遇难者尚未打捞起
无法判定性别外，其余41名遇难者中，10名男
性，18名女性，其余13名都是儿童，分别是5
个小姑娘，以及8名小男孩。

这些数据，可以说是普吉岛翻船事故遇
难人数持续上升的4天以来，最为沉痛的一
击。在这13名儿童中，有约一半是海宁海派
有限公司的员工家属。

为什么有这么多孩子？因为现在正值暑
假旅游旺季。

虽然7月的普吉岛，并不是一年中最适合
游玩的季节，但是正值暑假旅游旺季，每年此
时都会有大量中国游客到此旅游，其中带着
孩子出行的不在少数。仅以四川为例，最近
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4架航班降落普吉，
其中大部分是带着孩子出游的家庭。

进展
泰方将全力调查事故原因

中泰双方8日在设立于普吉岛查龙湾码
头的救援指挥中心召开了首次联合新闻发布
会。

泰国旅游和体育部长威拉萨表示，目前
仍在72小时黄金救援期，泰国政府将全力搜
救失踪人员，并全力调查事故原因。普吉府
府尹诺拉帕介绍，泰方搜救人员8日将主要展
开潜水救援以及海面和空中搜救。普吉府已
经向相邻的甲米府和攀牙府提出协助请求，
扩大搜救范围。

普吉府警察局局长提拉蓬表示，警方初
步调查确定失事船只的两名船长为嫌疑人，
对事故负主要责任。警方已经传唤两名嫌疑
人进行进一步调查，同时还将扩大调查范围，
包括寻找更多目击证人。据诺拉帕透露，目
前已将全部气象资料及港务厅批准船只出海
的信息交由警方调查处理。

据悉，当地有关部门已经起诉两名涉事
船长，“凤凰”号船长被诉因疏忽造成他人死
亡，“艾莎公主”号船长被诉因疏忽造成他人
身心受损害。

8日下午，在封面新闻直播
新闻发布会以及打捞现场时，
有网友激烈提问：这一场悲剧，
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游客被要求
“脱下救生衣”？
在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特派记者采访调查中，凤凰号
的部分游客确实没有穿救生
衣。

“我们上船10分钟后，导游
说‘现在可以脱了’，很多人就
脱下来了。”一名幸存者说，并
没有听到导游“要求”客人脱下
救生衣，但确实没有强制要求
每个人都穿上。而在这样的氛
围下，有相当一部分客人嫌麻
烦或者不舒适，并没有全程穿
着救生衣。

但也有艾莎号的幸存者在
受访时表示，有导游明确要求
脱下救生衣，“免得打湿地板”。

当地是否发布
禁止出海警告？
在此前泰国官方的通报中

称，早已提前发布天气预警，要
求船只不得出海。但根据当地
多名旅游业人士证实，事发当
日，码头悬挂的是绿色旗帜，而

禁止出海的话，应该悬挂红色
旗帜。对于短信预警，一说是
短信于当日下午发送，那么短
信发送的具体时间究竟是几
点？船长是否确实收到通知？
是明知有危险仍坚持凭经验出
海，是收到短信但已来不及回
航，还是并未得到足够警示？
这一切都待查明。

船上的应急工作
是否到位？
一个可怕的事实是，无

论自由行还是跟团由，对于
海上项目而言，绝大部分客
人和导游都没有留意救生艇
的存在。

“我们会要求导游必须让
客人全程穿救生衣，但是对于
救生艇，我们几乎不会检查。”
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四川旅游
界人士称，相对自由行，跟团的
旅行方式意味着部分风险和责
任要由旅行社承担。

“查到不穿救生衣是要罚
款的，我们几乎没有收到过导
游敢让游客不穿救生衣的消
息。很多时候一个人不穿救生
衣，我们宁愿不开船。但救生
艇，基本都没注意这个方面的
问题。”该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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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警方对普吉游船翻沉事故正式立案调查

初步调查确定

两名船长负主责
目前已确认42人遇难，其中有13名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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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7月8日电 日本
连日来的大范围暴雨引发严重灾
害，各地伤亡人数急剧上升，截至
当地时间8日晚10时，死亡人数
已升至85人，另有6人受伤严重，
58人无法确认安全。

据日本警察和消防部门统
计，此次人员伤亡最惨重的是广
岛县和爱媛县，死亡人数分别达
37人和21人。

日本国土交通省当天公布的
统计结果显示，连日来持续暴雨
天气共在日本28个道府县造成
201例沙土灾害，另有80条河流
总计199处河段发生河水泛滥，
其中冈山县仓敷市小田川决堤导

致约5000户居民住房被淹、1000
多人等待救援。

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当天公
布的信息，由于暴雨导致水管破
裂和净水厂被淹，日本17个道府
县大约27.6万户居民因此断水。

自5日以来，日本持续大范
围暴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统
计以来的最高纪录。尽管目前
所有大雨特别警告均已被解
除，但日本气象厅仍呼吁民众
严密防范塌方和河水泛滥等次
生灾害。据日本气象厅预测，
日本9日将被高气压笼罩，气温
将迅速回升，有些地方的雷雨
天气可能持续。

日本暴雨死亡人数升至85人

7月8日，在日本冈山县仓
敷市，房屋浸泡在洪水中。

▲7月8日，在泰国普吉，
泰国搜救船只在失事海域搜寻
失联人员。 新华社发

▶封面直播直击“凤凰号”
打捞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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