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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迅（記者 盧麗寬 龍岩報道）「出
來了！出來了！」昨日上午11時35分，福建龍岩
隧道塌方發生35小時後，等候在洞外的人們歡呼
起來了。被困的21名人員終於全數獲救，全部人
員身體狀況良好，已送至醫院觀察。
中共龍岩市委書記梁建勇第一時間趕到醫院看

望受困人員，他說，救援時間較預計快了很多，
35小時就救出來。本報記者也在第一時間採訪當
班班長段宗林。說起當時感受，他用一句短話歸
納：當時害怕、擔心，但相信不會有事。

輪流睡覺留意救援聲
當被問及如何度過這兩個夜晚時，段宗林說，
裡面有點冷，但大家都比較鎮定，並集中在距離
塌方20多米的地方。「因擔心有聲音聽不到，大
家就輪流睡覺。」不久，不僅有了送氣通道，還
有牛奶、麵包、礦泉水等食物，手電筒、筆紙、
對講機等通訊照明工具，通過打通的「生命通
道」傳來。一位工友用傳遞過來的紙和筆，寫下
了全部人的名字，再將這份名單傳到外面。
救援通道打通後，被困的21人都能自行從洞內

走出來。龍岩市第一醫院科教科王科長在接受媒
體採訪時說，「目前21名被困人員狀態表現相對
穩定。被困人員經檢查身體狀況後，將會進一步
進行心理檢查，有些人或需接受心理治療。」

■救護車駛離隧道。 記者盧麗寬 攝

■獲救人員抵達醫院。 記者盧麗寬 攝

電子預訂搶春運首日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由於鐵路部門調整車票預售時間至60
天，令今年春運火車票提早「開閘」銷
售。今日，春運首日（2月4日）車票正式
銷售，旅客可通過電話、網絡等方式購
買。有鐵路工作人員說，由於「超長預售
期」，鐵路售票提前進入了春運模式，旅
客有更充分時間考慮出行計劃，一窩蜂搶
票的可能性有所下降。
廣鐵介紹，由於近期鐵路部門在預售
期、起售時間、退改簽等方面推出了一系
列的新舉措，與往年相比，即將到來的

「春運搶票大戰」肯定有變化，但建議廣
大旅客最好還是通過網絡、電話購票，因
為以上車票預售期提前為60天。售票廳預
售期12月12日前為58天，但12月13日起
售票廳預售期開始逐漸縮短。另外，代售
點預售期暫不變化。
按往年經驗，春運出行高峰，一般會在
除夕前兩三天直至除夕當天，除夕前一天
尤其可能成為最高峰。因此，隨着預售期
提前，搶票高峰也將提前至12月20日前後
到來，而除夕當日的火車票，也將在 12月
21日發售。

滇雲縣「女生性侵案」四幹部被停職
香港文匯報訊 雲南省雲縣政

府新聞辦昨日通報稱，在查處
「雲縣女學生被性侵案」中，
當地政府啟動問責機制，對四
名負責學校安全管理和監管工
作的幹部，包括縣教育局黨委
副書記、副局長徐豔聲、縣教
育局安全辦主任李紹宏、民族
中學（簡稱「民中」）校長陳
和新和副校長羅金祥，予以停
職檢查處理。
據中新社報道，11月20日，

有民眾反映「民中」有多名初中
女生被強迫賣淫，利用學生把人
約出去唱歌，然後女生被拉去另
外一個包房陪社會人員喝酒，爆
料人稱對方在酒中下迷藥後對學
生進行迷姦。
經查，21歲女無業人員許某以

脅迫、誘騙等手段，將「民中」
3名女學生帶給社會人員黃某和
李某與其發生性行為。11月21
日凌晨，許某和黃某已分別被公
安刑事拘留，李某則在逃。

滇5.9級地震 1.4萬人受災
99歲童被牆壓死歲童被牆壓死 至少十餘人受傷至少十餘人受傷

▶▶醫生為傷醫生為傷
者 檢 查 傷者 檢 查 傷
勢勢。。新華社新華社

昨晨2時43分，雲南省普洱市景谷
傣族彝族自治縣發生 5.8 級地

震，震央深度約9公里。雲南省地震局
新聞發言人李春光介紹，該次地震位
於景谷縣永平鎮，震中位於今年10月
7日景谷6.6級地震震中東南約10公
里，專家初判為兩月前景谷地震的強
餘震。

景谷一日早晚兩震
地震發生時，震中附近的普洱、臨
滄等地震感強烈。地震造成包括永平

鎮3人、益智鄉4人在內的7人輕傷；
民房、交通、農田水利、電力、通
訊、廠礦企業不同程度受損，國道、
省道及縣鄉公路等重點交通道路出現
陡坡滾石、路基崩塌、橋樑受損，部
分村組道路損毀較為嚴重。據雲南省
民政廳報告，截至昨晚10時，地震造
成近1.4萬人受災，1人死亡，15人受
傷。上千間房屋損毀。
據新華社報道，昨日傍晚再發生5.9

級地震，震央深度約10公里，造成一
名家住景谷縣永平鎮遷毛村的9歲兒童

被自家牆倒砸死。據了解，地震發生
時他因生病獨自在屋內睡覺，被倒塌
的牆體砸到，腦部受傷，送到景谷縣
第二人民醫院後經搶救無效死亡。
地震發生後，雲南省代省長陳豪率

省政府工作組趕到震中地區視察災
情，指導救災。雲南省減災委、民政
廳啟動救災應急四級響應，向災區調
運彩條布200件、棉被560張，用於受
災群眾緊急轉移安置。雲南省紅十字
會組織調運棉被200張、毛毯200張發
往地震災區。記者發稿時，災區交

通、通信、供電、供水等基本暢通，
救災工作正在緊張有序開展。

手機可提前70秒收預警
據中新網報道，由普洱市防震減災局

和成都高新減災研究所聯合建設的地震
預警系統成功預警此次地震，安裝了手
機接收軟件的普洱市和昆明市民眾分別
提前15秒、70秒收到預警信息。
理論研究表明，如果預警時間為3

秒，可使人員傷亡比減少14%；如果
為10秒，人員傷亡比減少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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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丁樹丁樹

勇勇 雲南報道雲南報道））兩月前發生兩月前發生

66..66級地震的雲南省普洱市景級地震的雲南省普洱市景

谷縣昨日先後發生兩次地谷縣昨日先後發生兩次地

震震。。繼早上發生繼早上發生55..88級地震級地震

後後，，昨晚昨晚66時時2020分分，，又再發又再發

生生55..99級地震級地震。。截至記者發稿截至記者發稿

時時，，兩次地震共造成一名兩次地震共造成一名99歲歲

兒童在家中被倒塌的牆壁壓兒童在家中被倒塌的牆壁壓

死死，，另有另有1010餘人受傷餘人受傷，，上千上千

戶民房坍塌損毁戶民房坍塌損毁。。該縣一天該縣一天

內共發生近內共發生近200200次餘震次餘震。。

▲▲傣族婦女劉芳帶着小孫女在傣族婦女劉芳帶着小孫女在
地震受損的房屋前地震受損的房屋前。。 新華社新華社

A11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責任編輯：譚月兒 / 吳昊 ■版面設計：鄭世雄 2014年12月7日（星期日）

渝吃貨男棄高薪學做麵

第九屆全國武林大會本月5日晚在海南省瓊中
黎族苗族自治縣盛大開幕。來自全國各地的少
林、武當、形意、太極、八卦、大成、嶗山、崆
峒等各大門派近300位武術名家和武術精英匯聚
瓊中，並在大會中展演獨門絕技。圖為少林武僧
展演的少林功夫，令觀眾叫好。 ■中新社

少林神功

伴祖父母掃街伴祖父母掃街 單親女童盼讀書單親女童盼讀書
山東濟南市順河西

街上的環衛工人中，
有一個特殊的身影，

她就是6歲的劉伊婷。因
為父母離異，爺爺奶奶又
沒有她的監護權，雖已到
入學年齡，但她卻只能跟
着爺爺奶奶掃馬路，讀書
是她最大的願望。
伊婷的爺爺說，她的父母在她兩歲時離異，母親從此失

蹤。一年多前，伊婷的父親孤身一人到深圳打工，至今未
歸。今年7月，爺爺帶伊婷申請入學，卻被拒收，原因是伊
婷的父母並未購買勞動保險，爺爺奶奶亦無其監護權。為方
便照顧伊婷，爺爺奶奶就帶她一起幹活。
伊婷表示，「現在最想上學，上學能學知識，我要長大

了，掙了錢，給奶奶買層樓。」 ■齊魯網

打工女尋人打工女尋人 延續祖孫情延續祖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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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求藥救女兒

昨晨6時26分，國航一航班從新加坡飛抵首都國際機場。同

機抵達的30支名為「去纖甘酸」的藥品隨即被火速送往北京兒

童醫院，救治一名身患血液病、不到兩歲的小女孩。女孩的父親

是中國人民大學的在讀研究生，因為女兒治病的特效藥藥源罕

見，無奈之下他前日發微信求助，隨即引發一場愛心送藥跨國接

力。 ■《北京晚報》

福

建

跨國接力送北京

■端起自己製作的誘人小麵，陳
科開心得笑了。 本報重慶傳真

■■藥品送達後藥品送達後，，李奕帥發出李奕帥發出
感謝微信感謝微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賣焗蕃薯的老人現已不
知所終，李春艷盼望找到
他。 網上圖片

■■救命藥品在求助微救命藥品在求助微
信發出信發出2424小時後小時後，，
昨晨抵達北京兒童醫昨晨抵達北京兒童醫
院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華賽年度新聞照片大獎獲得者
凱文·弗拉耶（左）在作品前接
受採訪。 黃瑤瑛攝

■劉伊婷幫奶奶幹活忙得不亦樂
乎，但她仍盼望讀書。 網上圖片

女孩的父親名叫李奕帥。今年上半年，女兒被
查出患了血液疾病。上月20日，女兒在北京

兒童醫院接受了造血幹細胞移植，但日前病情突
然出現反覆，醫生懷疑出現了移植後的罕見併發
症。「去纖甘酸」是唯一特效藥，但這種藥產地
在意大利，去年剛剛發明，管控非常嚴，歐洲醫
生不肯開出，藥店不准出售。李奕帥說，着急無
奈之下，他想到了微信。前日晨7時許，他在微信
朋友圈發出了緊急求助微信。

好心人不約而同尋藥
微信迅速在人大師生中擴散，「早上8點來鐘開
始就不斷有同學、校友的電話打進來，之後手機
就離不開了。」求助微信發出後，李共接到上百
個電話，微信留言幾百條，幾十個人要求加為好
友。當日中午，振奮人心的消息傳來：有人在新

加坡找到了藥源，「新加坡那
邊一家藥房就有好幾撥人不約而
同問藥，都是幫我詢問的，特別
特別感動。」此後，聯繫資金買
藥、找人運輸、安排國內海關和檢
疫，好心的人們在一起努力着。

24小時救命接力
孩子的外婆昨日稱，救命藥昨早7時許

便已送到醫院，「一群年輕人風塵僕僕送
過來的。」醫生表示，藥品最快當日便可使
用。
這場愛心接力從發出微信到藥品送達，歷時

約24小時。中間的每一個過程都緊張地牽動人
心。但正如一位大學生說「因為愛，讓北京的冬
日更溫暖」。

第十屆國際新聞攝
影比賽(簡稱：華賽獎)
頒獎儀式昨日在福建

泉州舉行，中國攝影師一
舉拿下11個獎項。加拿大
攝影師凱文．弗拉耶憑藉
《颱風海燕》奪得華賽年
度新聞照片大獎和戰爭與
災難類組照金獎。
本次華賽獎的獲獎攝影作品共63件347幅，獲獎國家達到
創紀錄的24個，15個金獎分別由10個國家的攝影師奪得，其
中，中國攝影師斬獲包括3組金獎在內的11個獎項。
華賽獎獲獎作品展亦於同日開幕，展覽將持續到本月12

日。 ■記者黃瑤瑛泉州報道

麻辣鮮香的
「重慶小麵」
最近在全國颳
起 了 一 陣 旋
風。繼某著名
主持人在南京
開起重慶小麵
館後，在北京
拿40萬年薪的
重 慶 男 子 陳

科，也辭職回鄉學做重慶小麵。
陳科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之前在北京
已打拚6年，曾在著名會計師事務所畢馬威做過經
理。辭職前在某知名網站負責財務。陳科說，

「聽說我辭職去學做小麵，身邊的同事和朋友都
說我瘋了。」父母也都想不通。 他表示：「我老
婆很支持我，現在北京買的房每月要還8,000元的
房貸，都是她一人在扛。如果沒有她的力挺，我
不敢邁出這一步。」

學成後在京開店
「一想到今後一輩子都要和數字打交道，做一份

枯燥的工作，我就不舒服。」陳科說，自己從小就
是吃貨，尤其喜歡吃小麵。他發現自己對美食最有
興趣，所以決定索性辭職去學做重慶小麵，也能為
今後創業做準備。陳科表示，「我準備學習一個
月，然後回北京開家重慶小麵館，店面不用太大，
50平方米就夠了。」 ■記者孟冰重慶報道

一個賣焗蕃薯的老人和孤
身打工的女孩李春艷，5年
前的冬日在河南鄭州相遇。

當日，老人看她在上班路上凍得
發抖，就給了她一個焗蕃薯；此
後，她則端來一碗熱麵條，從此
兩人像祖孫一樣互相關心。日
前，李從廣州回到鄭州後，卻發
現老人不知所終，她想找到他延
續那份情。
李春艷說，事情發生在2009年

冬。從那天之後，老人每次見到她都會送給她一個焗蕃薯；
李亦每天中午為老人做一碗麵條。這樣日子持續近一年。
李春艷日前從廣州回到鄭州工作，老人卻不見了。她難過
極了，傷心之餘，只能求助媒體，希望能盡快找到老人。

■《鄭州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