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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7月27日电（记者 李银
王新明 叶昊鸣 潘德鑫）7月 23日晚，贵
州水城县鸡场镇坪地村岔沟组，吃完晚
饭的村民，有的在看电视，有的已经入
睡。21时 20分，突然“轰隆”一声巨响，
200多万方泥石从500多米高的山上急冲
而下。瞬间，依山而建的 20余栋房屋被
吞没，来不及躲避的大量村民被掩埋。

灾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克
强总理批示要求，应急管理部与自然资
源部组成联合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协助
地方政府开展处置工作，国家卫生健康
委调派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赶赴灾区开
展医疗救治。贵州启动地质灾害 I级应
急响应，正在上海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
工作的贵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提前结
束行程，立即赶赴受灾现场。

面对突然来袭的特大山体滑坡，一
场紧急救援旋即展开。

近千名救援人员连夜驰援
“没想到会发生滑坡，从家里跑出来

十几米，房子就垮了。”记者在六盘水市
人民医院见到了滑坡灾害中幸存的卯长
顺，他告诉记者，自己右边两根肋骨断
了，头部和手部也被砸伤。妻子伤到心
脏和肺部，目前正在重症监护室，万幸儿
子伤势较轻。

岔沟组村民邓元背和妻子因在外打工
躲过一劫，然而年迈的父母和一双儿女全
部被埋，生死未卜。邓元背几乎一整天都
站在一处山坡上，死死盯住家的方向，看着
不停作业的挖掘机，眼泪止不住地流。

经现场应急救援工作指挥部反复核
对，确认滑坡灾害区有户籍人口 22户 77
人，外来探亲好友及务工人员 8人，共计
85 人，其中已取得联系的外出人员 23
人。截至 7月 26日 21时，滑坡已致 26人
死亡，仍有 25人失联，另有 11名生还者
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灾情就是命令。特大山体滑坡发生
后，各级党委、政府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
的精神，迅速启动搜救被困人员等工

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向贵州下
拨 3000万元用于抢险救灾；国家卫生健
康委调派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北京儿
童医院赶赴灾区开展医疗救治；贵州省
在第一时间成立山体滑坡应急救援工作
指挥部，下设搜救组、专家组、医疗保障
组等，分头开展救援。

记者连夜赶到现场看到，消防、卫生
健康、矿山救援等部门近千人正全力抢
险救援，现场已投入大型挖掘机及装载
机20余台、各类抢险救援车辆百余辆，食
品、药品等救援物资也已到位。

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副参谋长吴孟
恒说，为提高搜救效率，救援人员通过无
人机航拍、三维建模等，对比历史卫星云
图、照片等，还原山体滑坡前的场景，根
据滑坡冲击方向、力量估算被埋压者的
位置，对失联人员定位、定点施救。

武警六盘水支队于 24日 1时左右到
达现场。“当时山体滑坡形成两个大的堰
塞湖。战士们一到现场就开始挖掘、疏
通堰塞湖。”武警六盘水支队机动中队副
中队长唐军说。

由于滑坡造成现场电力中断，战士们
就打着手电筒，用铁锹一锹一锹地挖，有
的战士手上打了血泡，仍在不停地挖。到
24日5时左右，两个堰塞湖被疏通。

快一点，救人的希望就会多一分
“这里有个小孩，快点来救。”23日23

时 05分，暴雨中，第一个生还者被找到。
最先到达救援现场的贵州省消防救援总
队六盘水市消防救援支队升起移动式照
明灯后，发现对面的山上有手电筒在闪
烁，有人在呼救。

六盘水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中路中
队中队长黄永一个箭步冲过去，看到有两
名老乡背着一个小孩奔过来，黄永就连忙
上去扶住小孩。小孩头部受伤，怕颠簸，
黄永不停安慰他、鼓励他，“孩子，别怕！”

灾害发生后5分钟，30公里外的杨梅
乡卫生院值班医生张军接到了 120指挥
中心的电话：“鸡场镇坪地村发生山体滑
坡，请立即前往支援。”

放下电话，张军与护士长肖钧芳快
步跑上救护车，车子转过一个又一个弯
道，于22时左右到达灾害现场。

23时 15分左右，卯长顺一家三口被
救出。“我们对他们一家进行止血包扎
后，立即送往六盘水市人民医院。随后
又回到现场等候命令。”张军说，“从灾害
发生到现在，饿了就吃点盒饭或者方便
面，累了就睡在车上。”

“救命”“救命”“救命”……23日23时
许，听到滑坡点左侧一处房屋垮塌处传
来的呼救声，六盘水市消防救援中队队
员三步并作两步循着声音奔去。

“老乡别慌，我们来救你了。”队员李
以中一边施救一边安慰被困人员。24日
3时，手脚都被泥石压伤的村民周小会被
救出。

正当他们准备撤离时，滑坡点发生
泥石流，下方有形成堰塞湖的迹象，原路
返回已不可能。李以中决定：迂回撤
离。虽然这将离救护车远一些，但途中
树木茂盛，不易发生二次滑坡，可保证撤
离安全。

天黑路滑，雨下个不停，救援队员就
这样抬着周小会，深一脚浅一脚走在山路
上。为了不让伤员失去意识，队员们一直
和周小会说话，鼓励他坚持下去。10公
里，整整走了四个多小时，终于到达救护
车停放处，周小会立即被送往医院救治。
紧盯每一片区域，不放过一丝一毫线索

26日 15时许，一架救援直升机降落
在六盘水首钢水钢总医院门口，8岁的伤
员周线胜被送上直升机。不到一个小时，
直升机顺利降落贵阳，周线胜随即被送到
贵州省人民医院，接受双下肢骨折修复手
术。两个小时过去，术后的周线胜被转入
儿童重症监护室接受进一步救治。

不仅周线胜，11名伤员送达医院后
均得到救治。伤情重的，经专家评估后
送往贵阳救治。

生命接力在持续，爱的接力也在持续。
“如果参与救援的你们在救援期间

就餐不方便的话，可以到鸡场镇政府岔

路口四通餐馆免费就餐。餐馆是我父母
开的，可以放心就餐。”灾害发生后，这条
消息迅速在当地传播。在现场，几乎每
天都有村民自发为救援人员送水、送饭
菜，有些主动腾出自家房屋供救援人员
休息。

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大家谁
都不想停，每一个人，都在努力为救援出
一份力。

记者在现场看到，由于连续的强降
雨，夹杂石块的泥水正顺着滑坡体往下
淌，滑坡体被新冲出了多条泥水沟，有再
次发生滑坡的风险。为确保安全，核心
区作业多次暂停。疾控人员不断使用消
毒粉或消毒液对垃圾场、排泄物以及救
援队和居民住所进行消毒。

六盘水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葛永华
介绍，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体二次滑坡、坍
塌、泥石流、堰塞湖等次生灾害，不仅会加
大对失联者的定位难度、降低其生还可能
性，也会危及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

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应急管理部、
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抽调40余名专家组成
了联合专家组实时对现场救援进行指
导，并在滑坡现场设立监测点，不间断监
测着山体的“动静”，一有危险立即提醒
现场搜救人员撤离。

当地还对周边环境不留死角、不留盲
区开展摸排，对需要转移安置的群众，紧
急转移并妥善安置。记者在受灾群众临
时安置点看到，现场井然有序，所需生活
用品已备齐，医护人员正在为60岁以上的
村民体检，并对安置群众进行心理疏导。

“我们会坚决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尽
最大努力搜救被困人员。”现场应急救援
工作指挥部负责人表示，还将全力做好善
后处置等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26日 21时许，夜幕降临，总功率 5.5
千瓦的移动照明灯塔照亮滑坡现场，十
多台挖掘机贴着滑坡山体不停作业。不
远处，搜救人员紧盯着挖掘机挖出的每
一铲土，每一片挖过的区域，不放过一丝
一毫线索。

新华社上海7月27日电（记者 杨有
宗 何欣荣）人社部近日开展新职业信息
征集工作，主要征集此前未收录或内涵
发生重大变化的职业。民宿房东、网络
播客、密室逃脱设计师……记者采访发
现，近几年服务行业快速涌现出一批新
职业，具有个性化、线上化、中高收入化
等特点。专家表示，新职业的快速涌现
是消费升级后的必然趋势，显示着中国
经济的强大活力和未来潜力。

一台电脑、一支麦克风，这是“网络
播客”朱宇的工作必备物品。“主要工作
就是把一些社会趣闻通过声音还原并加
以演绎，像是个人脱口秀，放在网络平台
播放。”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90后”朱宇
一年多前辞职，专门来录制网络脱口秀，
经过努力和积累，他在某网络平台上的
一档个人脱口秀节目播放量已超过 5亿

次，粉丝数量超过30万。
“也走过弯路，我曾经尝试搭建一个

团队，找人来帮我写稿、剪辑，但用户反
映‘不是原来的味道了’，目前我又回到
了单枪匹马的状态。”朱宇说，通过在节
目中植入广告并与平台分成，他获得了
可观的收入，但和按部就班、朝九晚五上
班相比也会承担更多的压力和风险。“尽
管很累，但感觉这个领域前景广阔，我还
准备尝试做一些付费收听的节目。”

近两年，“密室逃脱”成为年轻人喜爱
的一项体验类游戏，机关设计是否精巧直
接影响着用户体验。屋有岛密室创始人
毅成表示，此前他是一名电力工程师，如
今，他更像是一名“密室机关设计师”。“接
触这一行业是出于兴趣，尽管创业困难，
但因为自己比较感兴趣就坚持了下来。”

酒店收益管理师、轰趴管家、整体造

型师……近日，美团点评等机构联合发
布了《2019年生活服务业新职业人群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共列举了生活服
务业中的 26项新职业。记者梳理发现，
和传统职业相比，新职业呈现出新特点：

——线上化趋势明显。朱宇表示，
“平时工作以及和粉丝的大部分沟通交
流都是在线上完成的。”互联网平台发展
迅猛，也带来了大量和数据分析相关的
职业，如“外卖运营规划师”这项职业，专
门负责帮助商家分析销售数据，提供改
进方案，帮助餐馆提升运营效率。

——专业性要求较高。过去，生活
服务业往往被认为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
集型行业，但近来涌现的新职业，“专业
性”变得更为重要，这也驱动更多新职业
人群自我学习、自我提升。

母婴护理师张琳表示，“为了做到更
专业，我进修了高级母婴护理、母乳喂养
指导和营养配餐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而在健身教练这一行业，数据显示，
自费培训比例高达 98%。此外，每四名
健身教练中，就有一人出国接受过培训。

——收入较高。《报告》显示，55%的
新职业者月收入超过 5000元，其中月薪
过万的有24.6%、月薪两万五以上的高薪
人才也达到5.64%。

除了工作努力，新职业者高收入的原因
还在于他们的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我除
了在基金公司工作，还兼职做民宿房东。”家
住上海市闵行区的马小姐告诉记者。

专家表示，新职业涌现是居民收入水平
提高，消费升级后自然而然的结果。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10330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7.5%，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2%。其中，全国
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增长9.9%，快于
人均消费支出增速2.4个百分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研
究室主任张冰子表示，“新职业涌现反映
出近年来我国经济生活的活力和创造
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迸发新
动能。”此外，面对不断变化的就业技能
要求，在校学生、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
劳动者，都应注重培养终身学习能力、创
新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等复合型能力。

有一丝希望 就尽百倍努力
——贵州水城“7·23”特大山体滑坡72小时救援纪实

网络播客、密室逃脱设计师、外卖运营规划师……

这些新职业你听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