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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缘月 愿日是母亲节袁在福建省三明市
泰宁县开善乡山体滑坡事故中幸存的邓春武给母亲
打了一通电话袁报了平安遥 野不用多说什么袁妈妈听到
我的声音袁自然就放心了遥 冶猿远岁的邓春武说遥
就在前一晚袁邓春武给妈妈打电话时袁窗外大雨噼

里啪啦击打着窗口遥 野大家都在说明天是母亲节袁昨晚
给妈妈打电话袁是提前祝妈妈母亲节快乐遥 冶邓春武说遥

野大约凌晨 缘点左右袁我们都在熟睡袁突然感到山
体剧烈震动袁还没等反应过来起床逃离袁一两秒的时

间袁 泥沙瞬间涌入房间袁 将整个房间往前推了约十
米遥 冶邓春武回忆起早上的场景袁还有些后怕遥

愿日凌晨袁邓春武和工友们正在工棚里休息遥 野当
时真的是半条命都没了遥 冶邓春武说袁靠着工棚支架下
的一处空间袁他和同宿舍的 猿名工友存活了下来遥
截至下午 缘时袁泰宁县医院里袁愿位此事故中受伤

的伤者正在接受治疗中袁病情稳定遥
野生命最宝贵遥 冶邓春武说袁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

工友们都能平安无事遥

泥沙瞬间涌入 房间前移十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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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5月 8日 5时许袁福
建三明市泰宁县开善乡发生山体滑
坡袁 造成池潭水电厂 1座办公楼被冲
垮尧1座项目工地住宿工棚被埋压遥
灾害发生后袁党中央尧国务院高度

重视遥 中共中央总书记尧国家主席尧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
示袁 要求福建省和相关部门迅速组织
力量开展抢险救援袁全力搜救被困尧失
踪人员袁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袁并
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尧 伤亡人员亲属安
抚等善后工作遥加强监测预报袁注意科

学施救袁防止发生次生灾害遥国务院有
关部门要指导地方和企业加强各类灾
害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袁 强化责任落
实袁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尧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袁 要求全力组织搜

救被埋人员和救治伤员袁 国土资源部
要立即牵头成立国务院工作组袁 赶赴
现场指导地方做好救援工作遥 国家防
总相关部门要指导和帮助各地进一步
做好各类灾害隐患排查袁 安全监管总
局要督促加强安全生产责任和措施袁

切实保障群众安全遥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求袁

国务院工作组正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工
作袁 福建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
在现场指挥袁 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
序进行遥

习近平对福建三明市泰宁县山体滑坡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全力组织搜救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
李克强就抢险救援工作作出批示

愿日袁国土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
质灾害域级应急响应遥专家组赶赴灾害
现场袁提供技术支持袁协助指导地方政
府开展地质灾害应急调查遥国土资源部
要求福建省国土资源厅进一步了解核

实灾情袁包括灾害性质尧人员伤亡等遥要
千方百计施救失联人员袁对灾害周边区
域进行全面排查袁划定危险区袁加强监
测预警袁严防二次灾害遥

山体滑坡 41人失联
所有景区暂时关闭运营 启动地质灾害域级应急响应

据新华社电 愿日 缘时许袁福建三明
市泰宁县开善乡发生山体滑坡袁造成池
潭水电厂 员座办公楼被冲垮尧员座项目
工地住宿工棚被埋压遥 截至 8日 圆园时
猿园分袁 泰宁山体滑坡失联人数 源员人袁
其中属中国水利水电十六局 猿缘人尧中
国水利水电十二局 远人遥

持续强降水导致泰宁境内多处山
体滑坡尧塌方袁道路中断遥 下午 缘时多袁

事故现场地面上随处可见大石头尧泥
土袁还有许多弯曲的钢筋袁现场还有搜
救犬遥 据现场的武警战士介绍袁武警部
队采取机械加人工的办法袁正在现场积
极展开救援遥

在事故现场袁停着十多辆救护车和
部队车辆袁随时准备救援遥目前袁雨时断
时续袁给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遥

泰宁县旅游管委会表示袁从 5月 8
日 7时起袁泰宁县所有景区暂时关闭运

营遥 请游客不要前往景区袁景区开放时
间另行通知遥

国土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Ⅱ级应急响应

泰宁县所有景区暂时关闭运营

由于郭女士是外地人袁 听到石师傅在
楼下用方言喊她的名字袁 就觉得石师傅态
度不好袁投递的流程也有问题袁就要求石师
傅拨通客服电话提供工号信息遥 但石师傅
担心因此受到处罚袁拒绝了郭女士的要求遥
郭女士一怒之下袁就拔下了他的车钥匙遥而
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幕让谁都没想到遥

郭女士说袁野我就扭头就往回走袁 但是
他的一个举动让我感觉特别尴尬袁 他扑通
就跪到地上袁弄得我当时特别难看遥 冶

石师傅称袁野我最后哀求咋弄那师傅都
渊不给我冤袁我也是着急送快递袁因为我车上
快递太多了袁 我们一点半以前也要回去签
票袁签票率达不到我们也要罚钱袁我是实在
没办法了我才采取了渊下跪冤极端的行为遥冶
最终袁 石师傅替郭女士拨通了快递的

客服电话袁 并对自己的工作态度以及没有
按流程送件表达了歉意遥 郭女士把钥匙还
给他遥 渊西网冤

快递小哥给客户下跪？搞什么
快递员在楼底下喊客户名字 客户一怒之下拔走车钥匙

商报综合消息 5月 6日袁 一张快递员给客户下跪的
照片在微博里热传袁网友纷纷将矛头指向了客户遥

野因为快递小哥没有先打电话而是在楼底下喊了名
字袁就对小哥不依不饶推搡袁把小哥车钥匙拔了不给遥 无
奈的小哥跪下求都不给袁现在人怎么了钥 为难别人还影响
别人休息遥 冶6日中午袁这条微博和配发的照片视频一出袁
立即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和转发遥 有人甚至指责尧辱骂当
事的女客户遥 记者在留言里看到袁事发小区在西安北郊凤
城十路附近袁照片中的蓝衣男子是快递员遥

据新华社电 朝鲜中央电视台 愿
日下午播放了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金
正恩在劳动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所作的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录像遥
朝鲜中央电视台 愿日下午预告将

进行野重大特别报道冶遥 该报道随后证
实即金正恩所作的报告全程录像遥
录像显示袁 该报告在位于平壤市

的 源窑圆缘文化会馆内进行遥报告大厅正
面墙上悬挂着朝鲜已故最高领导人金
日成尧金正日画像袁会场内随处可见朝
鲜劳动党党徽尧党旗遥

金正恩的报告共分为五部分袁包
括主体思想和先军政治的伟大胜利尧
为了完成社会主义事业尧 为了祖国的
自主统一尧为了世界的自主化尧为了党
的强化发展遥
金正恩在报告中指出袁 朝鲜要建

设经济强国尧 政治思想强国尧 军事强
国尧科技强国尧文明强国袁为此袁朝鲜必
须实现全社会金日成原金正日主义
化袁 要加快社会主义强盛国家建设步
伐袁切实执行 圆园员远原圆园圆园年国家经济
发展五年战略袁 不断增强党的领导作
用等遥
朝鲜劳动党成立于 员怨源缘年 员园月

员园日袁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员怨愿园
年 员园月召开遥

自 缘月 远日以来袁南方多地再度出
现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袁预计 愿日夜间到
员园日白天袁江南中南部尧华南北部等地
仍将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袁 中央气象台 愿
日傍晚将暴雨预警升级为黄色级别遥
中央气象台预计袁愿日 圆园时至 怨日

圆园时袁贵州东南部尧湖南南部尧江西东部
和南部尧福建中西部尧浙江南部及广西
北部尧广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袁其中
广西东北部尧广东北部尧江西东南部尧福
建西部等地局部有大暴雨 渊员园园至 员缘园

毫米冤曰上述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袁小
时最大雨强 猿园至 缘园毫米袁局地可达 远园
至 愿园毫米袁广西北部尧广东北部及福建
西部等地局部还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
等强对流天气遥

预计 怨日夜间到 员园日白天袁 广东
北部和东部尧江西南部和东北部尧福建
南部尧浙江西南部等地仍有暴雨渊缘园至
怨园毫米冤遥 员园日夜间袁本轮强降雨趋于
结束遥

中央气象台升级暴雨预警为黄色

朝鲜播金正恩
工作报告录像

银事故现场

银微博里热传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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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员喊了客户名字

为了核实事情的真相袁 记者经过多方
打听联系上了当事的快递员石师傅遥 他告
诉我们袁6日中午 12点半左右袁 他给客户
郭女士送快递袁 可这次他联系郭女士的方
式有点特别遥

石师傅说袁野快递电话号码不太清楚袁
我一看是一楼的袁先喊了两声袁实在没办法
了袁我给客服打了电话袁客服把渊客户冤电话
给我了袁我才给渊客户冤打电话了遥 冶
石师傅说袁 没有先打电话是因为快递

单上电话号码有缺失遥 从他提供的快递单
上袁 我们看到联系电话末两位数字确实不
见了遥而在郭女士出具的快递单上袁显示的
电话信息却是齐全的袁 对于电话号码双方
各执一词遥
郭女士称袁野收快递的盒子好在我还没

扔掉袁上面的电话号码清清楚楚袁十一位数
字袁哪怕你看不到袁你经历了什么样的方式
和周折找到了我的电话袁 你也不能把你埋
怨的态度带给顾客遥 冶

客户一怒之下拔了车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