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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天津滨海爆炸事故关注天津滨海爆炸事故

SHENZHOULIAOWANG

神州瞭望

新华社天津电（记者 徐壮志 牛
纪伟 秦交锋 毛振华）15日，天津滨海
新区危险品仓库爆炸进入第四天，“新
华视点”记者随国家核生化应急救援
队进入爆炸核心现场搜救，亲眼目睹
爆炸现场惨况，见证一场与时间赛跑
的生命营救。

爆炸后首次进入核心爆炸区
搜救，随身携带氧气理论上只够
用55分钟

15日上午 11时，在天津滨海新区
危险品爆炸现场不远的第九大街天津
一汽丰田八号门门口，国家核生化应
急救援队集结完毕，首批搜救队准备
进入现场。

据救援队副队长季书民介绍，搜
救队伍分10个小组，每组6人，着重型
防化服进入爆炸核心区建筑物开展搜
救，这是爆炸后首次进入核心建筑物
的搜救行动，任务一是搜救生命，二是
标注危险品和发现牺牲人员。

出行前，记者被反复叮嘱：“随身
携带氧气，理论上只够用55分钟，注意
把握时间，不要拖延。由于现场情况复
杂，行进中注意不要被锐物划伤，注意
危险建筑物。”

11时 20分左右，首个小组开始进
入现场，记者一行三人在现场分组随
行。

还没有抵达现场，仅仅几分钟，记
者已全身汗如雨下，眼睛被不断流下
的汗水浸得根本无法睁开，不得不脱
下重型防护服，换上轻型防护装具，在
稍远的地方跟随队员们进入。

进入瑞海公司爆炸点核心区，记
者看到满地都是损坏的物品：散乱的
汽车零部件、倒在地上的半截电线杆
子、几乎无法辨认的集装箱碎片。所有
的物体皆面目全非，一辆辆汽车变成
残骸，只剩下框架，集装箱变形扭曲，
铁栏杆被扭成麻花状。

行进中，一位戴着防毒面具的记
者感觉呼吸不顺畅，于是从下巴揭开
一条小缝。不想，一下子吸入发酸的空
气，眼睛刺激得十分酸痛。

爆炸地区满目疮痍，四下十分寂
静，只能听到不断的流水声。循声前
进，记者看到一条小水沟，里面的水呈
黄色。记者继续前行，看到一辆被炸得
面目全非的汽车，驾驶室里堆满垃圾，
收音机里却还有歌声传出。

记者正在核心区观察时，忽然听
到有“砰砰”的爆炸声，同时看到远处
有浓烟升起。为了安全，搜救部队撤出
现场。

15日中午 12点半，另一路记者跟
随中信海直天津分公司一架直升机飞
抵爆炸核心区上空。在空中俯瞰，爆炸
点的地面被炸出的一个巨大的深坑，

坑中有水。大坑南侧的停车场，三四辆
白色汽车正在燃烧，火焰升腾，滚滚黑
烟飘向上空，高过周边高层住宅楼。当
飞机飞到下风口，浓烟阵阵袭来。虽然
戴着口罩，但吸入的空气依然把记者
呛得喉咙生疼。在大坑的北侧堆场，一
大片被爆炸掀翻的集装箱扭曲变形，
堆积如山。从空中看，离爆炸点较近的
仓库、办公楼、轻轨车站等建筑损毁严
重。

离核心爆炸点50米救出一
名男子，被救时意识清醒

15日，国家核生化应急救援队受
命进入爆炸核心区——瑞海物流爆炸
现场开展生命营救。

“有人报告离爆心不远的地方仍
有幸存者，于是，我们立即组织队伍进
行营救。”现场指挥救援工作的北京卫
戍区副司令员吴爱民说，国家核生化
应急救援队迅速成立一个10人的救援
队，身着重型防护服前往救援，北京军
区 254医院的两名医护人员也随车前
往。

接近爆心的地方烟雾弥漫，附近
10来米处仍有明火燃烧，并伴有爆炸

声。四处散落的集装箱形成了一个迷
宫一样的地带。“我们不断地走入死胡
同，在集装箱的缝隙里艰难穿行。”队
员邓海翔说，由于天气酷热，密封包裹
在重型防化服里的他们行动异常困
难。

大约经过 40分钟的艰难搜寻，4
位救援队员发现了这位幸存者。“是一
名男性，50来岁，光着背，身上有明显
磕伤，眼睛乌黑，舌头泛黄，但是意识
清醒。”队员杨朋说，被发现时，这位男
性的手仍抓着集装箱上的一根杆。队
员们立即用携带的担架把他抬了出
来。随车的医生对他进行简单的应急
处置，便用急救车紧急外送。

记者 15日下午 2：40分左右赶到
北京军区位于天津的解放军 254医院
见到了刚刚被救的这名幸存者。只见
他面戴吸氧面罩，神志还尚清醒，但身
体表面有多处擦伤，不断发出呻吟声。

254医院临时救助点医生李静梅
说，现场正在对被救者进行深静脉穿
刺，他呼吸道灼伤，救助措施注入液体
保护胃黏膜，还有防止后期水肿、窒息
的药物，已经插入胃管、尿管。随后，记
者了解到，被救者体温 39度，肺部感
染，心率快，已处于浅昏迷休克状态，

被送进了 ICU病房。

核心区外围空气质量显示正
常，居民小区逐家逐房排查

15日下午 18时，记者来到距离爆
炸核心区一公里处，登上国家核生化
应急救援队的两台监测车上，仪器屏
幕上有各种监测数据，均显示爆炸核
心区外围空气质量正常。

现场监测负责人李望告诉记者，
现场有两套监测系统，一套是远程红
外遥测系统，一套是四台便携式仪器
组成的侦测系统。队员24小时不间断
监测。

记者 15日下午获悉，北京军区决
定，由天津警备区舟桥某团增派660名
官兵，再加上原来 450 人基础上，共
1100余名官兵在核心区外围的居民小
区开展逐家逐房的拉网式排查，进一
步搜救幸存者。

同时，国家核生化应急救援队继
续在爆炸核心区开展生命搜救。

15日晚 6时 40分，记者在现场遇
到一队身着防护服的武警部队官兵。
据介绍，他们也于下午开始搜救。目前
正在赶往下一个搜救点。

天津滨海仓库爆炸第四日：

与生化部队进入核心现场目击记

新华社天津电（记者周润健
方问禹）针对外界普遍关注的废水
污染问题，天津市环保局总工程师
包景岭在 16日举行的天津港“8·
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
火灾爆炸事故第六次新闻发布会
上回应说，环保部门目前已经采取
了五项具体措施严防废水污染，确
保水环境安全。

包景岭说，事故发生后，环保
部门对事故区域的三处入海排海
口全部实现了封堵，杜绝了事故废
水对海洋的影响和对水外环境的
影响。同时对现场隔离区的雨水
口、污水口、污水处理厂、海河闸口
等进行了不间断的监测，事故区域
的周围设置了围堰等等，共采取了
五项措施。

一是针对人们担心的氰化物
的特征，事故区域雨水、污水、外排

水全部用水泥进行了封堵，确保区
域内各类废水不会排入外环境，确
保区域外水体和渤海的环境安全。

二是事故区域周边设置围堰，
将事故区域与外部隔离，确保雨水
不会溢流出事故区域。

三是事故区域外的雨水、污水
管道内的废水和消防废水，全部进
入新设置的应急废水装置，采取强
氧化等方式对废水破氰处理后，再
排入天津港保税区扩展区的污水
处理厂，做进一步的深度处理。

四是天津港保税区扩展区污
水处理厂在现有处理的工艺基础
上，在前端增加废水处理应急装
置，实现对废水的双保险。

五是对现场隔离区内的水坑、
水塘、明渠等低洼汇水区内的高浓
度废水，由专用罐车收集后送危险
废物处理机构进行专业化处理。

天津采取五项措施
严防废水污染确保水环境安全

图为8月16日上午拍摄的爆炸核心区附近受损建筑物。当日，记者跟随直升机应
急分队，飞赴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现场上空，航
拍爆炸现场，协助前方指挥部开展事故评估。 新华社发

8月16日，救援人员继续深入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
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截至16
日9时，事故现场已发现112具遗体，其中确定身份24人，88
人身份尚未确定。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 摄

新华社北京电 第九届茅盾文
学奖 8 月 16 日在北京揭晓，格非

《江南三部曲》、王蒙《这边风景》、
李佩甫《生命册》、金宇澄《繁花》、
苏童《黄雀记》5部长篇小说获得
该项殊荣。

茅盾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
主办，每四年评选一次。第九届
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范围为2011年
至2014年间出版的长篇小说，共
有 252部作品参评，比上届增加

74部。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聘请
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2位作家、评
论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组成评奖
委员会。评委对作品进行了认真
阅读、深入讨论，8月 16日，经
第六轮投票，产生了 5部获奖作
品并向社会公布了实名投票情
况。

茅盾文学奖1981年根据茅盾
先生遗愿设立，是我国具有最高荣
誉的四大文学奖项之一。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揭晓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周竟）浙
江省审计厅近日公布了该省公务
支出公款消费专项审计情况，结果
显示，相比2012年，2013－2014两
年间，浙江省共减少“三公”经费和
会议费培训费支出 67.25亿元，降
幅明显，其中“三公”经费减少

38.56 亿元、会议费减少 23.39 亿
元、培训费减少5.30亿元。

此外，会议次数由 2012年的
11.99万次下降到 2014年的 10.02
万次，会议平均每次费用由2012年
度的2.58万元/次下降至2014年度
的0.96万元/次，降幅达62.79％。

浙江严控公务支出公款消费
两年节省资金67亿余元

新华社湖北宜昌电（记者李劲
峰 谭元斌）《中国青少年体育发展
报告（2015）》蓝皮书 15日在湖北
宜昌举行新书发布仪式。报告显
示，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在持
续 20多年下滑后，近期出现积极
变化，部分指标“止跌回升”。

该报告由国家体育总局青少
年体育司和北京体育大学等部门
编撰，是国内青少年体育领域的权
威报告。

报告指出，经过系统努力，现

阶段我国青少年身体素质出现喜
忧参半的变化——全国青少年肺
活量经过持续 20 年的下降，从
2010年开始呈现较为平稳的上升
趋势；50米跑速度素质开始稳步回
升、立定跳远爆发力素质出现好转，
耐力素质方面7岁至18岁青少年耐
力素质止“跌”并逐步回升，但大学
生耐力素质持续下滑。此外，超重肥
胖检出率依然居高不下，视力不良
检出率继续上升，并出现低龄化倾
向。

青少年体质健康指标
部分“止跌回升”

毕醒世（右）在史料展板前向路人介绍他刚收集到的关于日军第一次
轰炸延安的报纸文章（8月14日摄）。

连日来，在陕西省延安市凤凰山脚下，一场“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的史
料展正在进行。这次展览用图片和日文资料真实还原了抗日战争时期日
军对延安城区及周边县市进行轰炸的真实历史景象，部分珍贵历史照片
属首次公开展示，而这些照片都是由广东省《河源日报》副总编毕醒世自
发搜集整理的。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8月16日，一名新疆哈密北部草原的牧民在清理路面积雪。
当日，受冷空气影响，新疆哈密沿天山一带自西向东出现雨雪天气，

给初秋的天山披上银装。 新华社发

新华社合肥电（记者姜刚）针对安徽省
近日对多个出现严重土地、矿产违法的市县
区开展约谈，但省国土部门拒绝透露约谈名
单一事，新华社“新华时评”栏目 13日播发

《违法不曝光何谈“动真格”》进行了报道，引
发社会广泛关注。14日，安徽省国土资源厅
在其官网发布消息，曝光此次约谈的8个违
法用地用矿严重市县区名单。

据安徽省国土部门公布的消息，8月 5
日，安徽省政府在合肥市召开 2014年土地
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警示约谈会，对全省
违法违规用地问题严重的六安、淮南等2个
市政府和违法违规用地用矿问题严重的宿
州市分管负责人，以及违法违规用地问题严
重的六安市金安区、淮南市潘集区、宣城市

广德县、淮南市田家庵区等4个县（区）和违
法违规用地用矿问题严重的宿州市埇桥区
政府主要负责人、国土资源局主要负责人，进
行约谈。

安徽省强调，从2016年开始，对持续被
约谈的、问题突出的市、县进一步加大处罚
力度。对于连续两年违法用地名列前位的地
区，给予土地计划分配指标加倍惩罚，即将现
行的给予一、二、三名分别以300亩、200亩、
100亩处罚标准提高到 600亩、400亩和200
亩；对连续两年被约谈的，责令限期整改，到
期整改通过率低于85％的，视情形对其土地
矿产实行限批；连续 3年被约谈的，直接限
批 3个月，视整改情况解冻，达不到整改要
求的，延长土地矿产限批半年甚至1年。

我省曝光8个违法用地用矿严重市县区名单

新华社济南电（记者陈灏）
面对煤炭市场低迷的行情和煤炭
企业大面积亏损，山东省近期提
出实施煤炭生产总量控制，将山
东省今年的煤炭产量限制在1.46
亿吨以内。

近十年来，山东省原煤产量
一直稳定在 1.5亿吨左右，去年
产量为1.48亿吨。近期，山东省
煤炭工业局提出，实施煤炭生产
总量控制，确保实现产销平衡；
监督煤炭企业严格按核定能力组
织生产，严禁超能力、超强度开

采。
此外，为推动更多煤矿实现

安全生产“零死亡”目标，山东
煤矿安监局与山东省煤炭工业局
联合提出，推进煤矿开展“机械
化换人、自动化减人”科技强安
专项行动。通过调整系统和推行
煤矿综采工作面、井下辅助运
输、生产保障系统智能监测控制
等领域的机械化、自动化，到
2018年6月底，实现高危作业场
所作业人员减少 30％以上，从
而大幅煤矿提高安全生产水平。

山东压缩煤炭产能
推动煤矿“机器换人”

新华社拉萨电（记者黎华玲）8
月14日至20日是西藏一年一度的

“雪顿节”，隆重程度仅次于藏历新
年。节日期间，在拉萨市罗布林卡公
园和龙王潭公园，藏戏表演吸引了
无数的藏族群众和国内外游客，人
们席地而坐，尽情享受节日的盛宴。

拉萨市文化局工作人员洛桑
介绍，“雪”在藏语意为“酸奶”，

“顿”意为“宴会”，因此，“雪顿节”
又叫“酸奶节”，集晒大佛、看藏戏、

吃酸奶等娱乐活动为一体，是西藏
人民一年一度的盛会。

据了解，雪顿节期间，来自拉
萨市、山南地区等地的7支藏戏展
演队伍及2支开场演出队伍，共计
200余名藏戏演员，在罗布林卡、
龙王潭公园内为市民带来连续七
天的藏戏演出。藏戏故事多取材自
民间故事、历史传说、佛教经典等，
距今已有 600 多年历史，被誉为

“西藏文化活化石”。

藏戏为拉萨雪顿节添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