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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棄嬰收養所火災七童喪生

特稿

【本報訊】據中新社貴陽四日報道：因受寒流
氣溫影響，4日凌晨貴州省都勻市境內多條公路 「凝
凍」，相繼造成20餘輛機動車連環追尾，導致數百
台車輛通行受阻，滯留人員近千人，其中來自台灣
的26名老年遊客被困長達3個多小時，都勻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大隊接到救援指令後，便立即派人前往引
導護送。

據了解，本次受困的26名台灣遊客隸屬海峽陽

光旅行社，大部分皆是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老年人
。據救援民警介紹，這批老人原本是想領略一下貴
州秀美的山水風光，卻沒有想到遇到了凝凍天氣被
困在了高速路上長達數個小時，在警方救援車輛
的引導下，被困多時的台灣遊客在凌晨3時許順利
抵達先前預定的酒店休息，1953年出生的台灣遊
客吳茂慶激動地對趕來救援的民警連聲說： 「謝
謝！」

4日一早，剛滿30周
歲的太原市民張軍一臉興
奮，牽女朋友的手大步

走進了婚姻登記處。1年前，張軍經朋友介紹
和女朋友相識。 「當時我們正式確定戀愛關係
後，就約定要在今日登記結婚。」他告訴記者，
一年歡笑，一年考驗，自己終於迎來了這一天。

2013年1月4日，本是一個平常的日子，卻
因數字諧音 「愛你一生一世」，被中國年輕人
熱捧為 「萬年真愛日」。許多年輕人選擇在這
一天向對方表達愛和承諾，更有不少情侶約定
在這天登記結婚。

「如果2012年火山沒噴，地沒裂，樓沒倒
，家沒淹，你還在，他還愛，請在2013年1月4
日結婚吧。」最近一段時間，這句網絡段子廣
泛流傳，不少網友也紛紛在微博上參與互動。

4日是中國新年上班第一天，各地也迎來
了新年的第一次登記結婚高潮。早上8點，太
原市杏花嶺區民政局就已經有近40對情侶在一
樓大廳等待照相填表，不到半小時辦理手續的
新人就從1層排到了5層。

一對新人告訴記者，他們早上5點就開始
排隊，選擇今天這個日子領證有紀念意義。 「
『愛你一生一世』是每一對情侶的共同願望，

借此吉日也是對自己表達祝福吧。」正在等待
辦理結婚登記的小安說。

在上海，有超過6000對新人選擇在這一天
登記結婚，在寓意美好的日子裡幸福啟航。

在北京，截至2012年的最後一天，已有
7000多對新人網上預約在今日登記結婚，而實
際領證的新人數可能突破1萬對，這一數字遠
遠超過了每年 「情人節」近4000對的數量，這
也意味北京各區縣民政局在4日當天迎來登
記高峰。

在雪域西藏，當天來自江西的石先生與來
自成都的薛女士在拉薩市城關區民政局婚姻登
記處排隊等候辦理結婚登記。據城關區民政局
工作人員介紹，平時每天前來的新人僅3至5對
，而在今天，拉薩市有近110對新人選擇這一
天到該局登記結婚。

為了讓情侶們在4日當天順利辦理結婚登
記，中國各地民政部門甚至啟動了應急預案，
更好地服務扎堆結婚的年輕人。

「這個日子的諧音剛好代表一種美好的祝
願，寓意深刻，千年等一回，加上現在的年輕
人比較潮，所以有很多人選擇在這樣的日子登
記結婚。」山西一相親聯誼會的負責人劉強說
，情侶之間關鍵是要兩個人情投意合，只要相
愛，一年中的每一天結婚都是好日子。

也有專家指出， 「愛你一生一世」寓意雖
好，但更重要的是，兩人婚後是否能一生相守
，這就需要新人用心去經營家庭和用愛去包容
對方。 （新華社）

中國南方部分地區受較強冷空氣影響，近日出
現了一輪低溫雨雪冰凍天氣過程。據氣象部門預計
，今明兩天中國南方大部分地區仍維持低溫雨雪冰
凍天氣，並有道路結冰和積雪。

浙江：雨雪籠罩全省
3日晨至4日，浙江省中北部地區持續降雪超過

24小時，導致道路積雪結冰嚴重，浙江省氣象台於4
日上午6時50分發布今年首個道路結冰橙色預警。

4日是元旦節日假期後上班第一天，整個浙江卻
被雨雪籠罩，部分地區自3日早晨7時開始飄起的雪
花一直沒有停歇。一早，很多人發現，汽車已經被
厚厚的積雪覆蓋，車門被凍住。

一名杭州西湖的晨運客表示，雖然西湖的雪景
非常美麗，但是大雪也帶來很多不便，如路上結冰
，一不小心就會摔倒。

江西：昌北機場一度封閉
3日晚開始，2013年首場大雪侵襲江西。截至下

午4時，全省73個縣市區先後出現降雪，共24個縣市
出現凍雨。江西省氣象台已發布道路結冰橙色預警
信號。

受大雪天氣影響，江西境內大部分高速公路路
面結冰，通行受阻，部分高速公路全線入口封閉，
南昌昌北機場一度關閉，至4日上午11時開放。截至
下午5時，該機場共有50個航班受影響。而且，在元
旦假期後的第一天，南昌市的多處路段出現堵塞，
不少上班族在微博抱怨「新年第一天上班就遲到」。

貴州：14個縣出現凍雨
近日，貴州省多個地區氣溫驟降至零度以下，4

日凌晨更遭遇凝凍襲擊，全省14個縣（市、區）出
現凍雨。貴陽龍洞堡機場多個進出港航班遭延誤，
杭瑞、蘭海、滬昆、南海、廈蓉等高速多路段因路
面凝凍通行困難，經路政養護部門緊急處理暫未封
閉。

湖南：140多架次航班延誤
2013年新年第一場雪，使得地處高速公路南北

交通要道上的湖南壓力陡增。受降雪及路面結冰影
響，4日湖南境內的京港澳高速臨長段、耒宜段及京
港澳高速公路複線衡桂段已被封閉，湖南交通部門
正全力搶救疏通。

受雨雪冰凍情況的影響，長沙黃花機場4日起飛
至北京、南京、重慶等地的航班均需除卻冰雪後才
能起飛，有不同程度的延誤，4日上午黃花機場仍有
140多架次航班尚未起飛，如雨雪繼續加重，這些航
班均會受到影響。

萊州灣：冰封近千漁船
受近日持續低溫影響，4日萊州灣海冰最大外圍

線已達15海里，大面積的海冰已經將港口全部封住
，目前已有近千艘漁船被困岸邊，且冰情正在持續
加重，漁業捕撈、海水養殖受到很大影響。

萊州的一位海參養殖戶表示，持續加重的冰情
讓露天海水養殖受到很大影響。往年冰情不重時，
在海上砸幾個冰窟窿就行。今年冰層太厚根本砸不
動，因為嚴寒和缺氧，不少海參已經死亡。

同時，中國交通運輸部南海救助局4日通報稱，
元旦假日期間，因寒潮南下，南海海域多船遇險，
該局共出動救助船舶3艘6次，救助中外籍遇險人
員51名。

【本報訊】據中新社太原四日消息：4日下午，在山西
省政府安全生產委員會辦公室召開的 「中南部鐵路南呂梁山
隧道嚴重瞞報事故」新聞通氣會上，新聞發言人劉德政表示
， 「公眾最關心的死亡人數目前查證的仍為8個人，由於該
工程相關人員已經放假，目前正要求工人返回，認真驗明，
活要見人」。

2012年12月25日15時左右，臨汾市境內由 「中鐵隧道集
團二處有限公司」施工的山西中南部鐵路通道南呂梁山隧道
一號斜井正洞右線開挖掌子面，現場補炮作業時發生爆炸，
造成8人死亡、5人受傷，項目經理部未向相關部門報告。

山西省政府新聞辦發言人稱，這是一起典型的瞞報事實
真相的責任事故，性質極其惡劣。山西省政府迅速啟動應急
機制，成立工作組，開展案件偵破和事故調查處理準備工作。

該事件發生後，民眾針對該事件中的死亡人數提出質疑
。劉德政表示，由於該工程相關人員已經放假期，工人疏散
在外地，除了這8個已證實遇難人員以外要逐個排查。目前
正要求工人返回，要認真驗明，活要見人，工作量非常大，
需要一定時間，調查組正以負責的態度，依法、依規抓緊進
行工作。

此外，山西省臨汾市公安局負責人表示，事故發生當天
，當地公安機關確實出警，但工程有關人員拒絕提供真實情
況。對公安機關接警和出警的具體過程，省級事故調查組正
在進行認真調查。

山西隧道瞞報事故
排查實際遇難人數

【【本報訊本報訊】】綜合新華社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四日電中新社四日電：：從從33日至日至44日日，，
中國南方浙江中國南方浙江、、江西江西、、貴州和湖南等多個省份迎來低溫雨雪貴州和湖南等多個省份迎來低溫雨雪
天氣天氣，，20132013年的第一場大雪給當地帶來冬日美景的同時年的第一場大雪給當地帶來冬日美景的同時，，也也
對道路對道路、、航空等多方面交通帶來阻礙航空等多方面交通帶來阻礙。。此外此外，，受近日持續低受近日持續低
溫影響溫影響，，萊州灣及南海海域均出現船隻被困情況萊州灣及南海海域均出現船隻被困情況。。

蕭山元旦火災拘縱火疑犯
【本報訊】據中新社杭州四日報道：1月1日2時39分許

，浙江杭州蕭山區瓜瀝鎮臨港工業園區友成機工有限公司發
生火災，三名消防人員尹進良、陳偉和尹智慧殉職，經濟損
失慘重。記者4日從蕭山區政府獲悉，目前已經確認事故係
一起人為縱火案件，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現已被警方依法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之中。

發生火災的友成機工是一家外商獨資企業，是日本友成
公司於1992年在浙江蕭山創建的第一家日資企業，其主要產
品是塑料模具。起火建築為二層鋼結構廠房、倉庫，局部三
層。該建築總面積為16230平方米，當中存放塑料製品、酒
精、紙箱、泡沫材料等大量可燃易燃物品，火勢持續數小時
才撲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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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楊家軍鄭州四日電】1
月4日上午，河南省蘭考縣城關鎮一居
民樓發生火災事故， 「愛心媽媽」袁
厲害收養的孩童中7人不幸喪生，1名
兒童受傷，當地政府已接管袁厲害收
養的其餘人員。河南省消防總隊專家
正在現場勘查起火原因，公安機關在
核實傷亡人員具體信息。

據蘭考縣政府通報，今日上午8時
42分，蘭考縣消防隊接到報警，城關
鎮一居民樓發生火災。8時48分，消防
人員赴現場搶險，火勢於10時30分被
完全撲滅。經現場清理，事故造成4人
死亡，3人在送醫途中搶救無效死亡，
1名受傷兒童已轉至開封市第二人民醫
院重症監護室救治。

據中新社引述蘭考縣委宣傳部在
晚間通報稱，死者包括1名男青年、4
名男童、2名女童，傷者為一名患先天
性小兒麻痹的10歲男孩。死傷者當中6
人只有乳名，而另外2名幼童還未取名
字。事發時，和袁厲害共同生活的孩
子有34人。目前她正在接受有關部門
的調查。

疑利用孩子攏財受爭議
袁厲害是蘭考縣的一名農民，從

1986年收養第一名兔唇男嬰起，20多
年收養的棄嬰已超過百名，都靠她一
個人打零工、擺地攤撫養。這些棄嬰
年齡大的已經工作結婚離開，年齡小
的僅有幾個月。袁厲害因自費收養這
些先天性殘疾的棄嬰獲得了 「愛心媽

媽」的美譽，但也有人指責她 「利用
孩子攏財」而受爭議。

袁厲害收養的孩子分居在兩個場
所，4日的火災事故為其中一個場所的
兩層樓房。中新社記者通過鄰居了解
到，當時正是上學時間，袁厲害去送
幾個孩子上學， 「如果不送出去點，
或許就不僅僅是8個了。」鄰居說。

「聽到啪啪亂響的聲音，下來一
看，窗戶上的玻璃已經炸掉了，冒出
的全是明火。」住在袁厲害房後的李
姓鄰居，指燒得僅剩下黑色框架的
兩扇窗戶說，發現火後，他立即喚
出隔壁幾位鄰居，從後面朝向窗戶裡
澆水救火。

「那時，透過窗戶向裡望去，地
面、牆壁全部漆黑一片，室內拐角處
的樓梯上，散落燒過的衣物和棉被
，再向裡望去，僅能看到一張被燒的
僅剩一個鐵架子的上下鋪，其餘都是
黑漆漆一片。」

在路口銷售車輛的一位李姓居民
說，當時家中只有袁厲害的女兒和女
婿兩人救火，鄰居們想打開院中的水
龍頭參與救火，但因為氣溫低，3個水
龍頭都被冰凍了。

自始至終未聞孩啼聲
「自始至終沒有聽到孩子的哭聲

。」在現場參與救援的栗女士描述，
他們是第一批趕到現場的鄰居，當時
客廳門口都是明火，再往裡什麼都看
不到，只有濃煙。被救出來的一個男

孩，儘管身上衣物完好，可孩子直至
抱上救護車，都沒有發出哭啼的聲音。

「這些孩子不知道是被煙熏暈了
，還是當時就已經不在人世了。沒有
聽到一聲孩子的哭聲。」親眼目睹這

些孩子被送往醫院的栗女士，不停地
說 「太可憐了。」

一名李姓居民說，大概8時30分左
右，袁厲害送孩子上學回來，看到大
火後哭大叫 「五孩」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