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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贵阳7月24日电 23日
21时20分，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鸡
场镇坪地村岔沟组发生一起山体滑
坡。截至24日17时15分，贵州水城

“7·23”特大山体滑坡灾害已搜救出
24人，其中11人生还，13人遇难；另有
32人仍处于失联状态。

经初步核实，滑坡山体下方居住有
23户77人，涉及27栋房屋，其中21栋
房屋被埋。事故发生时外出的21人均
已取得联系。据生还者口述，另有8名
外来人员来村组，待确认。

据悉，此次滑坡体量200多万立方米，
平均坡度28度，垂直高差500—800米，
总长1100米，平均厚约5米，为土夹石
滑坡，滑坡形成6个子区域。

记者从事故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由
于滑坡体泥石方大且不稳定、作业面窄
及降雨，给现场救援带来了较大困难。
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应急管理部、自然资源
部联合工作组赴六盘水山体
滑坡现场开展处置工作

针对该起山体滑坡事故，应急管理
部连夜启动应急响应，与自然资源部组
成联合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协助当地
政府开展处置工作。

接到报告后，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
人立即赶到部指挥中心，与现场视频连
线，持续调度，指导帮助地方政府全力
开展抢险救援。应急管理部党组书记
黄明要求，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救治
伤员，尽快核清失联人数，最大限度减
少人员伤亡；要强化地质、气象监测，防
止次生灾害发生，确保救援人员安全；
各地要深入开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
灾害防御工作。

截至24日6时，贵州省消防救援
总队247名指战员、9支矿山救护队
257人、贵阳隧道救援队56人，携带搜
救犬、生命探测仪已到达现场开展处
置，并已开始进行地毯式搜索定位，设
立警戒区和安全哨，并将现场划分为5
个救援点，采取挖掘、破拆、撑顶等方式
开展抢险救援。

现场近千名救援人员全
力抢险救援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鸡场镇坪

地村岔沟组发生山体滑坡后，各方力
量迅速赶赴现场展开救援。目前，矿
山救援、消防、卫生健康、应急、交通等
部门近千名救援人员正全力开展抢险
救援。

“昨晚11点40分左右，接到国家
应急救援指挥中心电话，要求前往水
城县开展救援。接到任务后，我们立
即带上生命探测器、摄像探测仪等装
备，于今日清晨5点多到达现场，展开
救援。”国家矿山应急救援芙蓉队队长
苟忠说。

记者连夜赶到现场后看到，尽管下
着雨，消防、矿山救护等救援人员踏着
泥泞搜寻生命迹象，医护、应急、交通等
部门人员也坚守在现场。

灾情发生后，贵州省委、省政府主
要领导赶赴现场指导救灾工作。现场
应急救援指挥部全面整合省、市救援力
量开展救援。

截至记者发稿时，现场投入大型挖
掘机及装载机20余台、大型运输车辆
10余台、各类抢险救援车辆100余辆，

搭建帐篷100余顶，食品、药品等救援
物资已全部到位。

事件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连夜派出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承建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于 24
日凌晨抵达灾害现场，迅速开展伤员
救治工作；同时根据需要，调派北京
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神经外科、骨科3
名国家医疗专家，加强现场医疗救治
力量。

当地卫生健康部门第一时间启动
应急响应，迅速开展现场救治、伤员转
运和医院收治工作。贵州省卫生健康
委12小时内调派30余名省级医疗、防
疫和心理专家，投入现场救援工作。

目前，已有11名伤员分别收治在
六盘水市、水城县的3家医院，均得到
有效救治。

国家应急管理部启动地质灾害III
级应急响应，按照《贵州省地质灾害应
急预案》有关规定，贵州省应急救援总
指挥部办公室决定于24日11时启动
地质灾害I级应急响应。

武警部队全力投入贵州
水城山体滑坡救援

事件发生后，武警部队立即启动应
急抢险预案，武警贵州总队、武警某部
交通二支队多路出击，星夜驰援一线，
配合当地其他救援力量，立即展开抢险
救援工作。

23日夜，紧急赶到现场的武警贵
州总队六盘水支队65名官兵，立即投
入抢险战斗，成功疏通了由滑坡阻断河
道形成的堰塞湖。截至记者发稿，这批
武警官兵仍坚守一线，防止堰塞湖再次
发生险情。

24 日，武警贵州总队机动支队
100名增援兵力和武警某部交通二支
队20名兵力携带装备机械，也已到达
救援现场，投入抢险。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向
贵州下拨3000万元支持做好
山体滑坡抢险救援救灾工作

记者24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财
政部、应急管理部向贵州省紧急下拨
中央财政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0万
元，用于贵州水城“7·23”特大山体滑
坡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包括灾后人
员搜救等应急处置、为避免二次人员
伤亡所采取的调查与监测、周边隐患
排查、人员紧急疏散转移、排危除险和
临时治理措施、现场交通后勤通讯保
障等。

（新华社记者 潘德鑫 蒋成 杨
欣 叶昊鸣 刘新 叶杉 王秉阳
李黔渝 魏玉坤）

■应急管理部、自
然资源部联合工作组
赴现场开展处置工作

■国家紧急医学
救援队，于 24 日凌晨
抵达灾害现场，迅速开
展伤员救治工作

■国家应急管理
部启动地质灾害 III 级
应急响应，有关部门向
贵州下拨3000万元支
持做好山体滑坡抢险
救援救灾工作

▲这是水城县鸡场镇坪地村山体
滑坡现场（7月24日无人机拍摄）。

◀7月24日，救援人员从山体滑坡
现场运出遇难者遗体。

（本组图片由新华社记者陶亮摄）

贵州水城县发生山体滑坡贵州水城县发生山体滑坡
已搜救出24人，其中11人生还，13人遇难；另有32人仍处于失联状态

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的迪庆藏族自
治州香格里拉市，旧称中甸县。大自
然在这里塑造出了神秘的雪山、险峻
的峡谷和明镜般的湖泊。这是今天都
市人憧憬的诗和远方！

1936年4月25日，贺龙、任弼时等
率领红二、六军团，从丽江的玉龙县石
鼓至巨甸沿江一线北渡金沙江，进驻
当时的中甸县，准备继续北行，跨越雪
山草地。

他们大多是年轻人。据统计，这
支红军部队的将领平均年龄不足25
岁，师以上干部大多20至30岁，普通
战士的平均年龄就更小了。这支年轻
的队伍在这里翻越雅哈雪山，跨过拉
咱坝草地。在战斗中，160多名指战员
长眠于此。

当年17岁的钱永福在家乡湖南加
入红军，1936年4月，随部队行至中甸
县金江镇吾竹村时，因水土不服一直
腹泻，严重脱水，体力不支，无法继续
行军，红军不得不将他留在了当地乡
绅和崇善的家中。

和崇善由于听信了国民党的宣
传，在红军到来时一家人进山躲避。
尽管家中无人，红军在此借住后还是
留下了一笔银元。和崇善回到家中，
见到生病的钱永福，没有把他交给国
民党，反而利用自己在当地的声望，掩
护钱永福，帮他治病。

“那是一户大户人家啊，家里有骡
子有马，我父亲在和家养了大概半个

月的病。”钱永福的长子、今年73岁的
钱绪文坐在自家宽敞整洁的大院里回
忆，当父亲养好病时，红军部队已经远
去，由于担心连累和家，他便出来自主
谋生。钱永福没有离开吾竹村，通过
打工在当地生存下来，娶妻生子安家，
延续至今。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
征。即便是钱永福这样因病掉队的战
士，人虽然留在了长征路上，但他的心
始终追随着战友们远行，终生记得自
己曾经是那支队伍中的一员。

残酷的战争年代，这群充满理想
的年轻人，心中奔涌着诗情。

“不合脚的靴子，是彩虹我也不
要，感情不和的伴侣，是天仙我也不
要。奔腾的雅砻江怎能倒流，离弦的
飞箭绝不会回头。我们共同的心愿，
是同红军走到底。心愿！心愿！长征
到底！心愿！心愿！扎西德勒！”

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红军长
征博物馆内，这首题为《心愿——一个
藏族战士的恋歌》的诗歌，让记者心潮
难平。

谁也记不清这个藏族诗人战士的
名字，这质朴而炽热的情感穿越了岁
月，直抵人心。

“红军沿途留下的标语、宣传品、
读物及其他遗物，红军当年战斗过的
遗址、红军烈士墓，都成为人们教育后
代、激励斗志的生动教材和宝贵的精
神财富。”香格里拉市金江镇文化馆馆
长张立国说。

香格里拉，是充满诗意的地方。
83年前，年轻的红军战士只能与它交
臂而过，去经历铁与血、生与死的考
验，走上漫漫征程，奔向更辽阔的远
方！

（据新华社昆明7月24日电）

83年前，那群年轻人的诗和远方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华盛顿7月23日电 美国
国会参议院23日投票批准马克·埃斯
珀担任美国国防部长。

埃斯珀现年55岁，毕业于西点军校，
曾参加海湾战争，在担任美国军工企业雷

神公司高管期间分管政府关系事务，
2017年 11月起出任美国陆军部长。
2018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时任
防长詹姆斯·马蒂斯将去职。此后，美国
一直没有经参议院听证任命的正式防长。

美参议院批准埃斯珀担任国防部长

新华社北京 7 月 24 日电 （记者
侯晓晨）美国官员近日声称中国对美国
构成的情报威胁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

严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4日
表示，中国一不偷、二不抢、三不撒谎，
完全是靠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取得了今

天的骄人成就。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23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
在参院司法委员会称，中国对美国构成
的情报威胁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严
重。联邦调查局在美国进行了多项涉
及窃取美知识产权的调查，其中无论是
经济间谍活动还是防扩散活动，几乎都
指向中国。中国正对美打一场战争。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表示，这不是雷第一次发
表类似言论。有关指责完全是子虚

乌有，自欺欺人。现在的美国国务
卿、昔日美国最大的情报机构负责人
蓬佩奥在今年4月的一场公开演讲上
公然宣称，“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
们偷窃，这是美国不断探索前进的荣
耀”。

“但中国不一样。我们一不偷、二
不抢、三不撒谎。我们完全是靠自己的
智慧和汗水取得了今天的骄人成就。
如果说中国在打一场战争，那打的就是
捍卫自身正当权益的正义战争。”华春
莹说。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驳美官员言论：

中国不偷不抢不撒谎 靠智慧和汗水取得骄人成就

综合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记
者 熊丰 赵博）公安部24日在京召
开新闻发布会，发布A级通缉令公开
通缉50名重大在逃人员。同时，公安
部通报，“云剑”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公
安机关共抓获在逃人员57106名，比去
年同期增长32%。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公安部此次
公开通缉的50名在逃人员主要涉嫌人
民群众反映突出的严重暴力犯罪、重大
侵财犯罪和重大黑恶犯罪。公安机关
鼓励广大群众积极举报线索，协助抓捕
犯罪嫌疑人。对提供有效线索，为抓捕
工作发挥关键作用的人员，每抓获1名
在逃人员，公安部将给予人民币10万
元奖励。对举报线索或者协助抓捕的
群众，公安机关承诺严格保密。

记者从24日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敦促在逃人员投
案自首的通告》。通告规定，在逃人员
自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10月31
日前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可
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情节较
轻的，可以依法免除处罚。

通告规定了5种可视为自动投案
的情形：一是由于客观原因，本人不能
在规定期限内投案，委托他人先代为投
案的；二是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
过程中，主动投案的；三是经查实确已
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
安机关抓捕的；四是经亲友规劝、陪同
投案的；五是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
嫌疑人送去投案的。通告同时规定，在
逃人员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从宽处
理。

公安部公开通缉50名重大在逃人员
两高一部：5种情形可视为自动投案

近期香港一系列违法暴力事件
的发生，令所有喜爱这座城市的人
们都万分痛惜。在这些乱象背后，
时常可见香港一些势力一些人与外
部势力明里暗里相互勾结。回看这
段时间，外部势力放话越来越勤，插
手姿态越来越蛮横，香港激进分子
气焰越来越嚣张，暴力行动越来越
张狂，一主一仆、一搭一唱，丑态尽
出，充分暴露了他们“祸港乱中”的
险恶用心。

对极端暴力行为不予谴责却予
以纵容，对恢复社会秩序的措施不以
支持却横加指责，对疯狂暴徒投以

“自由”“民主”“人权”的冠冕，对广大
市民守护家园平安的普遍民意则视
而不见，美英等外部势力颠倒是非、

混淆黑白的表演简直到了无以复加
的程度。这还只是前台演出，幕后功
夫更可谓是苦心经营。

近年来，香港政局只要有风吹草
动，不是美英势力迅速“召见”，就是
香港反对派政客越洋“汇报”。从香
港“政改风波”到此次“反修例事件”，
这种互动关系愈加台面化，手段也越
来越肆无忌惮。历次事件中，美英势
力在香港长期培植、豢养的一部分反
华反共分子，动不动就成为副总统、
副首相、外交国务大臣、参议员和所
谓国际知名媒体的座上宾，个别带头
闹事的年轻人被“保送”到美国名校
就读。“主子们”对这些人“耳提面

命”，还亲自“站台”，摆出一副对香港
民主、自由、人权关心备至的“救世
主”“公道婆”的样子。

然而，真相岂容扭曲，公道自在
人心。明白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美英
等外部势力“计算”的从来都是自己
的利益，对别人则从来都是充满“算
计”。他们哪里是真的关心香港的发
展与香港市民的福祉，不过是以“民
主”“自由”“人权”为名，行破坏“一国
两制”之实，其真实意图无非是要搞
乱香港，以香港乱局牵制中国发展大
局，甚至对中国内地进行渗透、颠覆
和破坏活动，把“颜色革命”的祸水引
向中国内地。

香港早已回到祖国怀抱，中华民
族的百年耻辱已经洗雪。我们正告
那些习惯于对别国事务指手画脚的
外部势力：打着“民主”幌子豢养暴力
乱港的“怪物”，小心被“怪物”反噬；
妄图颠覆“一国两制”，破坏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更是痴心妄想、
不自量力，小心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
脚。我们也要警告香港反对派政客，
殖民时代早已过去，为一己私利甘愿
充当外部势力“反中乱港”的“打手”，
必会为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
国人民所唾弃，必会被永远钉在历史
的耻辱柱上。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内外势力勾结祸港的丑与恶
新华社记者

新华时评

新华社北京 7 月 24 日电 （记者
罗沙）最高人民法院24日发布了4件
性侵害儿童犯罪典型案例。最高法刑
一庭负责人表示，性侵害儿童犯罪严重
损害儿童身心健康，严重违背社会伦理
道德，人民法院对此类犯罪历来坚持零
容忍的立场，对犯罪性质、情节极其恶
劣，后果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判处死
刑，绝不姑息。

这4件典型案例包括：韦明辉强奸
幼女被判处死刑案，小学教师张宝战猥
亵多名女学生案，蒋成飞以招募童星为
名诱骗女童在网络空间裸聊猥亵案，李
堉林猥亵男童案。最高法刑一庭负责
人说，这些案例中，强奸幼女致人死亡
的罪犯韦明辉已于近期被执行死刑，三
名猥亵儿童的被告人也被从重判处刑
罚，彰显了人民法院对性侵儿童犯罪一
以贯之的零容忍态度。

这位负责人表示，当前，奸淫幼女、
猥亵儿童等性侵害儿童犯罪仍处于多
发态势。2017年至今年6月，全国法
院共审结猥亵儿童犯罪案件8332件。
其中2017年审结2962件，2018年审
结3567件，2019年1至6月审结1803
件。性侵害儿童犯罪隐蔽性强，由于主
客观方面的原因，不排除还有一定比例
的案件尚未进入司法程序。近年来，性
侵害儿童犯罪案件数量有所上升，原因
复杂，其中与人民群众的儿童保护意识
增强、发现后及时报案有一定关系。

他表示，人民法院根据猥亵儿童的
手段、情节、后果等因素，在法定刑幅度
内从重处罚。以2018年为例，在判处
刑罚的猥亵犯罪分子中，判处三年以上
有期徒刑的达23%以上，高出全国同
期刑事案件近8个百分点；对即使因犯
罪情节较轻而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的罪犯，亦要求一般不得适用缓刑，
最大限度体现了依法从严惩处的政策
精神。人民法院综合考察被告人与被
害人是否存在教育、监护等特殊关系，
以及猥亵手段、情节、人数、次数、造成
的后果等因素，对应当认定为情节恶
劣，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坚决依
法判处。

这位负责人说，据部分地区法院统
计，近年来审理的性侵害儿童的案件
中，有近三成是被告人利用网络聊天工
具结识儿童后实施。这就需要政府和
行业主管部门、企业、社会、学校和家长
携手合作，通过加强管理、行业自律，改
进技术，设置儿童对特定网络的禁止链
接和不法信息识别、屏蔽，强化儿童使
用网络的安全教育等多种途径，共同为
儿童成长营造安全、健康、绿色的网络
环境。

记者同时获悉，经最高人民法院依
法核准，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下达
的执行死刑命令，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
民法院24日上午对强奸幼女并强迫卖
淫的罪犯何龙执行了死刑。

最高法：

对性侵害儿童犯罪性质情节极其恶劣
后果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判处死刑

现在的美国国务卿、昔日美国最大的情报机构负
责人蓬佩奥在今年4月的一场公开演讲上公然宣称，

“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这是美国不断探索前
进的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