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宇浩 7岁 学龄前儿童

“我想回家吃爷爷做的肉”

还没到晚上六点，周宇浩的爷爷
周先云就去物资供应处排队，准备给
孙子领当晚的方便面，他领到的是麻
辣牛肉口味的方便面。

“我已经吃了两顿方便面了，想
回家吃爷爷做的肉。”周宇浩一边吃
着面，一边向爷爷奶奶撒娇。

他不知道，这场地震“吞走”了他
和爷爷奶奶的家。

“中午吃的什么味道的方便面
啊？”记者问他。

“清汤的，香菇。”
“晚上呢？”
“麻辣牛肉。”
“你更喜欢清汤的，还是麻辣的

啊？”
“当然是麻辣的，我爷爷专门给

我领的。”
周先云也捧起一碗方便面吃起

来，这是他从昨晚地震以来，吃到的
第一口热食，“只要有这条老命在，吃
什么都没关系，还有那么多武警官
兵、消防队员帮我们搭帐篷、保护我
们安全，确实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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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长宁长宁
宜宾长宁发生6.0级地震
已有13人遇难199人受伤

据新华社电 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
月17日22时55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长宁
县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6千米。记
者18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18日16
时，四川长宁地震已有13人遇难，其中长
宁县9人，珙县4人；199人受伤，其中危
重伤员6人，重伤员16人，轻伤和轻微伤
177人。经消防指战员全力搜救，共救出
被埋、被困群众20人，疏散群众731人。

据了解，本次地震震中位于长宁县双
河镇，震中距离宜宾城区38公里，距离长
宁县城22公里，距珙县县城6公里，距离
筠连县城39公里，距离高县县城28公里。

截至18日16时，地震已造成142832
人受灾，73间房屋倒塌，19间房屋严重损
坏，12723间房屋一般损坏，紧急转移安
置8447人。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有
关负责人在部指挥大厅持续调度现场情
况，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并派出救灾工作
组赶赴震区，指导救援救灾和灾情调查评
估工作。

据介绍，截至18日下午，灾区已抢通
长宁、珙县通往震中的主通道7条，保障各
类救援力量顺利通行。据统计，有3065名
各界救援力量参与了此次地震救援。

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调集10个支队
116辆消防车526人赶赴震区，四川森林
消防队伍派出 17车 154人携各类装备
703件（套）赶赴震区，震区附近的12支国
家矿山应急救援队派出172人赶赴震区
开展人员搜救和救灾工作。中国地震局
派出80人赶赴震区开展震情监视、烈度
调查、损失评估等工作。应急管理部协调
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有关方面对震区周
边风险隐患点作了初步排查，严防发生次
生灾害。

中央救灾物资成都储备库已向灾区
调拨帐篷5000顶、折叠床10000张、棉被
20000 床，截至 18 日 12 时已发放帐篷
450顶、折叠床900张、棉被3700床。

长宁地震序列为
构造地震活动
余震较丰富

据新华社电 针对17日四川省宜宾
市长宁县发生的6.0级地震，中国地震台
网中心主任王海涛研究员分析认为，本次
地震序列为典型的构造地震活动，较同类
地震相比，余震较丰富，这可能与震区附近
分布有多条规模不大的次级断层触发活动
有关。

据了解，1900年以来，震中50千米范
围内未发生6级以上地震；震中100千米范
围内发生过2次6级以上地震；震中100至
200千米范围内发生过5次6.0至6.9级地
震，均属于1935年至1936年四川马边6级
强震群序列。上述6级以上地震均发生在
川滇块体东边界的马边-大关地震带上。

中国地震局信息显示，此次地震位于
川东南地区，发生于四川盆地边缘的长宁
背斜构造附近规模不大的次级断层上，与
上述6级以上地震处于不同的构造位置，
也与发生在龙门山断裂带上的汶川8.0级
地震和芦山7.0级地震处于不同的构造位
置。自2018年12月以来，该地区5级以
上地震活跃。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2019年6月17
日22时55分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北纬
28.34 度，东经104.90 度）发生6.0级地震，
震源深度16千米，震源机制解结果显示为
走滑型地震。截至18日8时30分，共记录
到3级以上余震17次，其中3.0至3.9级地
震12次，4.0至 4.9级地震3次，5.0至 5.9
级地震2次。

重庆火车站
60趟列车停运晚点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重庆火车站获

悉，受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地震及余震影
响，途经成渝高铁、渝贵铁路的多趟旅客列
车晚点、停运。截至18日10时，重庆火车
站停运列车42趟、晚点18趟。车站立即启
动应急预案，全力以赴确保运输绝对安全。

重庆火车站及时通过LED显示屏、广
播等途径，做好列车晚点、停运信息的宣
传；车站增开退票窗口25个。

重庆火车站提醒，已购买受影响列车车
票的旅客，可在30天内到任意车站办理全额
退票手续，通过互联网购票且未取纸质车票
的旅客，可直接在网上办理退票手续。

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获悉，受
四川长宁6.0级地震影响，昆明开往成都、
重庆方向多趟列车停运。

停运车次包括18日昆明开往成都东
的G2884次、G2890次，昆明开往重庆西
的G2868次、G2870次、G2880次、G2882
次。受地震影响和动车接续问题，19日昆
明开往成都东的G2884次，昆明开往重庆
西的G2876次、G2882次列车停运。

震区各景点未受影响
长宁县发生6.0级地震后，截至18日

中午，宜宾市受灾地区暂未接到游客伤亡
或滞留报告。

记者从宜宾市委宣传部得到消息，尽
管长宁等区县的震感非常强烈，但目前并
未收到游客伤亡或滞留的报告。在长宁
县、兴文县等地的蜀南竹海、蜀南花海、西
部竹石林等主要景点正在开展安全隐患排
查，全力保障游客安全。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罗永攀
张瀚祥

“地震来了，赶场天大家还是热情不减。”
昨日一大早，适逢3天一次的赶场天，珙县群
众热情不减，除了农货交易买卖，甚至有人悠
然地打起了川牌，淡定、乐观地面对灾后的生
活。

当天上午，记者在珙县临时安置点看到，
一字排开的安置点正有序安置受灾群众。担
着挑前来卖菜的菜农们，仍然如往常一般卖力
吆喝，与买家讨价还价。

“我早上7点半就开始清扫街上的烂砖碎
瓦，一直忙到现在才有空买瓶酸奶吃。”环卫工
梁女士一边忙碌一边告诉记者，面对地震，当地
人们还是很淡定，赶场天也并没受到多少影响。

记者看到，震后第一天，珙县人的生活并
未陷入慌乱，除了热闹的市集，还有在自家门
前打盹的老人、抽完旱烟跷着二郎腿歇脚的居
民、悠然自得聚在楼下打川牌的邻里，以及坐
在电视前关注灾情的居民。

“地震来之前我们就收到了预警，受灾程
度得以减轻。”据了解，地震来临前，成都高新
减灾所与应急管理部门联合建设的大陆地震
预警网成功预警本次地震，为宜宾市提前10
秒预警，提前61秒向成都预警，宜宾、成都的
部分民众通过电视、手机、专用地震预警终端
收到预警提示。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刘翰书

6月17日23点，在重庆某小区正准备就
寝的蓝天救援队队员陈薪吉得知宜宾长宁发
生地震的消息，睡意全无。震感刚刚过去，他
迅速从衣柜里拿出平时准备好的蓝色队服和
装备，他预感这将是一个不眠夜。果然，不到
半个小时，手机上收到了“出发”的命令。他
俯身吻了一下正在熟睡的孩子，轻轻关上房
门。

作为一支训练有素的民间公益救援队伍，
在大灾面前，“蓝天救援”从来都不会缺席。

重庆蓝天救援队队长骆明文介绍，地震发
生后，蓝天救援应急协调中心立即启动灾情监
控，并第一时间进行集结。第一梯队18名队
员从重庆主城出发，第二梯队6人从万州出
发、4人从主城出发。昨日早上5点过，第一批
队员就已抵达地震现场，带去了救援车、指挥

车、救护车，车上配备有监护仪、除颤仪、呼吸
机、生命探测仪、破拆液压设备等装备。

昨日中午12点左右，经过数小时搜救，在
长宁县双河镇，重庆蓝天救援队在废墟中将一
名被坍塌建筑物埋住的男子救出，遗憾的是，
该男子已没了生命体征。队员们摘下头盔，集
体为遇难者默哀。

余震一直不断，队员们依然在震中坚守，
不放过每一个有生命迹象的废墟。

“重庆蓝天”作为我市民间公益救援组织，
成员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有医生、银行职
员、教师等，全是义务参加救援。他们都经过
专业培训，救援能力过硬。地震发生后，四川、
贵州等地区的蓝天救援队都在第一时间出动，
全力投入到救援行动中。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纪文伶

震中特写 长宁震后第一顿晚餐

“感受到剧烈震动时，我正在与父母看电视，
第一选择是快速冲向厕所，这是汶川地震给予我
的常识。”家住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盛景天下6楼
的居民聂于杰说。

“23时20分，出现第一次余震，我们全家以最
快的速度，从应急通道下楼，当时街面一片混乱，有
人甚至衣服都没来得及穿。”聂于杰说，“23时30
分左右，90%以上邻居均已到达空旷地带。”

聂于杰说，23时57分，迎来了第二次余震，
街头上的居民显得十分惶恐不安，现场一片嘈
杂。聂于杰家住的位置距离长宁县仅30公里左
右，所以震感强烈。聂于杰表示：“目前不敢回家，
害怕发生强烈的余震，如果后面再次出现余震，今
晚就只能在外面度过了。”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
记者 杨野 实习生 黎盛荣

人物档案A

晚餐，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刻。地震后的第一顿晚餐，对一家人来说意味着更多。
昨日18时，在长宁地震震中的双河镇，受灾群众迎来了地震后第一顿晚餐。双河中学操场是双河镇最大的安

置点，受灾群众陆续排队领着当晚的晚餐，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地震近20个小时以来，吃到的第一顿有温度的食物。
“我们在这里搭了300多顶帐篷，可以容纳4000多名受灾群众。”长宁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万江介绍。受灾群众

每人可以领一瓶水、一盒方便面，小朋友额外还有一盒牛奶，不够还可以继续领。其他的安置点也有相应保障。

黄愿 24岁 某武警部队炊事班班长

“番茄鸡蛋面，给老百姓管饱”

昨天的晚餐中，还有一样食物让
受灾群众们连连称赞。在帐篷区不远
处，搭了个武警部队的简易食堂，晚上
六点刚过，食堂里热气腾腾的番茄鸡
蛋面就抬出来了。

武警部队炊事班班长黄愿说，他
们部队是昨日凌晨3点到达的双河安
置点，一下车，炊事班就赶紧搭好厨房
装置，开始点火煮粥，“地震后又下了
场雨，我们希望天亮后老百姓们就能
喝到热粥，减少他们的恐慌。”

黄愿说，原本昨天中午就要给老
百姓们煮面吃，但面没有送到，所以下
午面一送到，炊事班的战友们就开始
着手昨晚的番茄鸡蛋面。“一把面五
斤，我们先下了20把，担心不够吃，又
下了5把，面煮好后，再浇上番茄鸡蛋
的浇头，六点钟准时开餐。”

黄愿说，救灾期间，武警部队将一
直保障受灾群众的吃饭问题，“番茄鸡
蛋面，一定给老百姓管饱。”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瀚
祥 罗永攀 摄影 冉文

王新坤 54岁 退休

“妹妹从20公里外送来白粥”

和其他受灾群众不同，王新坤和
同一个帐篷的灾民吃着热腾腾的白
粥。这锅白粥，是王新坤的妹妹从二
十多公里外的梅硐镇专程送来的。

王新坤说，妹妹所在的梅硐镇同
样是受灾区，但是情况较好。昨日天
刚亮，妹妹和妹夫就骑着摩托到了双
河，“因为家中有个刚两岁的小孙子，
所以妹妹他们就特别担心他吃饭的问
题。”

昨日下午四点多，王新坤的妹妹
和妹夫又骑着摩托车、端着一锅稀饭
来到了安置点。“满满一锅白粥，我们
一家也吃不完，就给帐篷内的其他老
乡一起吃，大家都受了天灾，都要相互
帮忙、扶持。”王新坤说。

王新坤一家住的帐篷距离他们的
家，直线距离只有百余米，夜幕降临时，
他不停地朝着家的方向看，一边抹着眼
泪。他说，这个家他花了半辈子的心
血，已经住了十年，然而几分钟时间就
让他的心血成为了泡影，“但想到一家
人都平安无事，就已经是最大的欣慰
了，其他的事只有以后再考虑了。”

人物档案B

分析

影响

人物档案C

某武警部队炊事班班长黄愿正在给受灾群众盛面条。民兵向受灾群众分发食品和饮用水。
上游新闻记者 冉文 李野 宋炫烨 摄

震中直击

“这是5·12汶川地震后，我经历的最大地
震，我现在一个人，很害怕。”虽然地震已经过去
1个多小时，但韦春媛说话时，声音还有些发抖。

地震发生时，她正在宜宾市叙州区赵场镇的
家中。“我正在阳台收衣服，洗衣机中正洗着衣
服，震得太凶，我还以为洗衣机坏了。”但这种想
法没有超过10秒，韦春媛意识到，这是地震！

小区狗吠一片，不断有人大喊：“地震了！地
震了！”

经历过5·12汶川大地震的韦春媛不敢多
想，一步跨进屋内，躲在餐桌下面。11年前汶川
大地震，还在读中学的她，第一次知道了发生地
震要躲在桌下、厕所等狭小的空间。

“发生第一次地震的时候，我几乎蒙掉了，除了
躲起来，根本想不到别的事。”韦春媛说，她当时牢
牢抓住桌子腿，但依然感觉整个人要被甩出去了。

没过多久，余震来了，家里的灯不断摇晃，杯
子也摔到了地上。

“第二次地震之后，我才决定往楼下跑。我
家住在8楼，我当时想如果再发生一次地震，我
就不跑了，只能生死由命了。”韦春媛说。

当韦春媛走到小区外时，街道上已经站满了
人。这时她才想起给同样在宜宾的父母，打个电
话，报个平安，“后来我再给长宁的朋友和亲人打
电话时，电话就已经打不通了。”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瀚祥

昨日，记者从宜宾发布获悉，受长宁县6.0
级地震影响，双河镇凉糕一条街部分房屋也受
损，与此同时，葡萄井四周护栏也被震坏，原本清
澈的井水也只见黄泥。在震前池中不仅有数条
金鱼，还有一条鲟鱼，由于井水干涸，鲟鱼和大部
分金鱼已经死亡。

葡萄井位于宜宾市长宁县双河镇东门外，因
井内泉水涌动，状如葡萄而得名。当地居民表
示，双河镇当地最出名的景点之一就是葡萄井，

拥有千年历史，用葡萄井水制作的凉糕——葡萄
井凉糕更是闻名遐迩。

就在震后第一天的6月18日，双河镇除了
忙于搜救排查和清理打扫外，临近中午时分，仍
有不少人来到葡萄井街，慕名要来吃一碗凉糕，
但整个葡萄井街，以及周边共10多家凉糕店，只
有一家凉糕店仍在营业，且“复盘营业”的这家店
凉糕仍只卖2块5一碗。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刘翰书

长宁千年景点葡萄井干涸见底

连线灾区

“这是5·12后我经历的最大地震”

“第一选择冲向厕所”

救人！救人！

此次地震，重庆大部分区县有震感，主城
区高层建筑震感明显，不少市民感受到摇晃
后，纷纷下楼聚集在空地。

家住大渡口区的安玉旭就是其中之一，他
在下楼时偶遇邻居老奶奶行动不便，二话不说
背起老奶奶一口气走下10楼。这一幕被邻居
拍下发在网上，引来网友纷纷点赞。

安玉旭今年23岁，开州人，目前在重庆从
事饮用水的销售工作。17日晚10点多，他正
在家中洗漱，突然感受到强烈的晃动。“经历过
5·12地震，这样的感觉很熟悉。”安玉旭住11
楼，赶紧叫上家人下楼避险，不少邻居也都出
了门。

走到10楼时，安玉旭看到前面有位中年
人搀扶着一名老奶奶下楼，行动比较缓慢，他
便主动背起老奶奶下楼，“这样比较快一些。”
安玉旭说，虽然下楼时一路小跑，但他留意不
要跑得太颠让老奶奶不舒服。

到了小区的空地上，安玉旭拿出手机看新
闻，才知道是宜宾长宁县发生地震。

安玉旭在这个小区居住了一个月左右，之
前和这位老奶奶并不熟识。视频中，老奶奶
说，地震发生时，楼房晃动让她有些害怕，但下

楼时得到小伙子的帮助，让她心里觉得非常
暖。“他是我邻居，他很好。”

安玉旭背老奶奶下楼这一幕被邻居拍下
发到网上，很快引起关注。截至发稿时，微博
上“小伙背邻居奶奶跑下10楼”的话题已有
560多万阅读量，不少网友点赞。

“当时背邻居奶奶下楼时并没有想太多。”
安玉旭说，老奶奶看起来和自己外婆的年纪差
不多大，这种事大家都会出手相助，他自己也
没太把这事放在心上。

“地震中，小伙背邻居奶奶跑下楼”也得到
了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公益平台的关注。昨
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上游新闻，授予
重庆小伙安玉旭正能量特别奖励，为他颁发1
万元正能量奖金和证书。

安玉旭得知获奖的消息后，直言受之有
愧。他表示自己只是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现
在灾区人民需要支援，自己不能收下这笔奖
金，他希望把这笔奖金捐给灾区。天天正能量
公益平台表示将尊重安先生的意愿，将这笔奖
金捐赠给抗震救灾的相关机构，用于灾区重
建，把这份正能量继续传递下去。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钱也

重庆蓝天救援队连夜奔赴震中

重庆蓝天救援队和消防队员合力救援。

小伙背起邻居老奶奶跑下10楼

乐观淡定

“震中”婚礼：就当是对我们爱情的考验

鲜花！掌声！祝福！山盟海誓……一样
也没有落下。昨日中午，在长宁县城一家酒
店，重庆妹儿程菁竹和宜宾小伙苏明江完成了
他们的婚礼。收获祝福与幸福的同时，这对小
夫妻经历了一场震中的爱情，“遇到再困难的
事，我们都要一起走过。”

17日，新娘程菁竹和送亲的亲友们就早
早地从重庆来到了长宁县。

“我们是通过媒人介绍认识的。”苏明江
说，相恋一年多，双方都很珍惜彼此。在很早
以前，双方就定好6月18日这个“良辰吉日”
喜结良缘。

17日晚上，这对新人在酒店的婚礼现场，
仔细检查了婚礼的各个环节后，准备回去。突
如其来的晃动，让大家都目瞪口呆。

地震对第二天的婚礼有没有影响？新人
和亲人们都有些担心。

“我看了一下，觉得没有问题。”苏明江说，
地震不能阻挡自己的婚礼，这也算是老天对自
己爱情的考验吧。

亲友们担心过后，依然给予了他们支持。
“地震也阻止不了我嫁给我的爱人。”新娘

程菁竹将重庆妹儿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尽管说起来不担心，但18日一早，婚礼各

项工作开始后，大家还是小心翼翼。“我们都不
敢在化妆间里化妆，就在酒店的大堂里凑合
了。”苏明江说，“我都想好了，一旦发生意外，
我就抱起媳妇跑。”苏明江说话间，程菁竹含情
脉脉地看着苏明江，眼里满是幸福与甜蜜。

婚礼上，苏明江临时加了一段话。“不管地
震如何，都震不开我们的爱情。”苏明江说，自
己本来还想多说点的，但是想到婚礼上一大家
人开开心心的，就把自己的意思简单表达出
来：地震仅仅是对我们的考验，再困难的事情，
我们都要一起走过。

在人情簿上，有亲友这样写道：希望他们
的婚姻一直坚固，能抵御任何生活中的地震，
祝福！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罗永攀 张瀚祥

震中生活：赶场天还是要出来吆喝买卖

婚礼现场。

武警官兵和民兵在安置点搭建帐篷。
上游新闻记者 冉文 李野 宋炫烨 摄

关注长宁地震·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