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荩出事隧道口目前已拉
起警戒线
本组图片 本报记者 符光周

报料人：罗先生 奖金：40元
（珍茗金龙水一箱）
“新闻 110”3110110消

息：8 岁的王瑞再也听不到
父母的呼喊声了。昨日 10时
30分许，在经济开发区八公
里铁路小区内，他不幸被钢
绳卷筒撞死。

记者在该小区附近看
到，路边停靠着一辆绿色大
货车，一根横跨街面的白色
钢绳“躺”在路中央。据昆明
市某电缆安装公司的工人邹
某介绍，昨日他和 5位同事
来该小区安装有线电视电
缆。“因电缆线需要钢绳，我
们就把钢绳从道路对面的电
杆上牵到小区内固定下来。
三个同事在路对面放钢绳，
我和另外两个同事在小区内
拉钢绳并卷到身旁的卷筒
上，突然重达 546千克的卷
筒在钢绳强大的拉力下向小
区外‘跑’，钢绳把我和同事
绊倒在地，卷筒将在小区内
玩耍的男孩撞倒在地。”邹先
生说，“我们来到路口才看
到，钢绳挂在一辆大货车的
车头上，原来是货车将钢绳
拖走所导致。”货车司机则表
示，他当时没有注意到地上
有电缆线。据悉，收、放钢绳
的工人均无对讲机，且看不
到对方，也没有在附近设置
安全警示标志。目前，辖区警
方正在对事故原因作进一步
调查。 本报记者 吕亚峰

报料人：李女士 奖金：30元
“新闻 110”3110110消

息 吃饺子吃出一根长约 3
厘米的钉子，昨日 16时许，
李女士遇到这件吓人的事。
饺子店老板向李女士当面道
歉，才将此事化解。

据李女士介绍，她昨日
在塘子巷茶叶批发商城一商
铺选购茶叶时，让附近一饺
子店的服务员送来一份荠菜
肉饺子在茶叶铺里吃。不料，
李女士吃到最后一个时发现
已咬了一口的饺子里有个钉
子。“幸好只吃了一半，要是
把整个饺子都吞下去，后果
不堪设想。”该茶叶铺老板
说。饺子里怎么会出现钉子，
饺子店的老板宋先生也想不
明白，他表示将回去追查来
源。 本报记者 罗树兵

本报讯（记者 杨蓉）昨
日 10时，云南书画界人士和
昆明市民陆续走进昆明市博
物馆，观看兰州画院“大河上
下万里行”美术作品，欣赏到
了兰州画院郭文涛、董吉泉、
韦博文、骆少军等 13位知名
画家创作的 80余幅体现黄
河精神和文化的佳作。据悉，
这是兰州画院首次来昆举办
展览，进行美术创作交流，活
动将持续到本月 15日，免费
向公众开放。

兰州画院来昆
展览“黄河画”

咬一口饺子
吃出颗钉子

8岁娃正玩耍
半吨卷筒撞来

本报讯（记者 杨蓉 梁
后娴 摄影报道）昨日，为期
3天的春城首届文物收藏品
鉴定大会在昆明落幕，由于
李知宴、潘深亮、李宗扬三
位国家级文物鉴定专家首
次来昆现场鉴宝，活动吸引
了 600 多名云南民间收藏
爱好者携带所藏之宝参加
鉴宝。

在昨日的鉴宝现场，记

者遇到一名从开远赶来的
小伙子，背着一个普通的双
肩包气喘吁吁地走进现场，
还没坐稳就匆忙打开背包，
取出一个简易包装的盒子，
打开来，里面有一副精致的
象牙雕的象棋。据这位姓
马的小伙子说，这副象棋是
他的高祖在清朝担任官职
时，当时的李鸿章大人赠送
的，高祖传给家族后人，现

在他是马氏家族第六代传
人。经过潘深亮专家的鉴
定，该象棋系清朝时期，用
象牙材料雕成，棋子完整无
缺，至今有 200 多年，有收
藏价值。马先生知道这个
鉴定结果后表示，一定要好
好珍藏这副象棋。记者在
现场还了解到，云南书画收
藏者数量不少，昨日上午，
徐悲鸿骏马图真品在现场

出现，引起强烈关注。据
悉，这是一位开过画廊的昆
明市民所藏。

主办方北京鸿骞文物
鉴定中心昨日透露，在鉴定
的藏品中真品的比例不超
过 10%，仿制品、普通而没
有收藏价值的物品居多。主
办方提醒民间收藏爱好者
注意，要提高对文物艺术品
的鉴赏能力，避免损失。

“
“快！隧道塌方
了了，4 名工

友 被困 在 隧 道 里
了。”昨日凌晨 4 时
许，大丽铁路笔架山
1# 隧道开挖班工人
管业雄在熟睡中被
工友一阵阵急促的
喊声惊醒。他慌忙起
床，和其他工友赶去
几百米之外的隧道
救援。

救援导坑已掘进三米

大丽铁路笔架山 1# 隧
道位于大理市宾川县的公路
边，通往笔架山一号隧道的
便道边挂着施工单位的名称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昨
日 19时许，记者行走在通往
笔架山 1#隧道的便道上，一
辆辆参与事故抢险的车辆从
记者身旁疾驰而过。在隧道
入口处，现场灯火通明，已经
拉上了警戒线，救援工作显
得很紧张，一辆辆货车将各
种救援材料送到隧道里，还
不时有全身布满灰尘的抢险
人员进进出出……道口巨大
的风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声
响，将风不断地送到隧道里，
据一些抢险人员说，事故发
生后，抢险工作一刻也没有
停止过。
“隧道塌方发生在昨日

凌晨 3时 30分，坍塌物封闭
了隧道，有 4人被困。”据隧
道内的救援工作人员介绍，
他们已在隧道坍塌处打了一
个水平的钻孔，以便与被困
人员取得联系，送些给养物、
药品等；另外还开挖了一个
长宽大约 1.6米左右的救援

导坑营救被困人员。据悉，救
援导坑已掘进三米多，但由
于坍塌物是泥土和沙，很不
稳定，每掘进大约 20厘米的
长度就要用材料支撑坑顶，
何时能打通救援导坑，时间
难以估计。

在隧道口便道边停着两
辆急救车，车上是大理市第
二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赶
来的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
司企业文化部部长苏亮昆
称，有关负责人正在隧道指
挥救援。

3名工人可能生还

四个月前，管业雄等几
人从湖北老家来到这个工地
上做活。昨日凌晨 1时 40分
许，轮到管业雄休息，他的亲
弟弟管业平和开挖班的杨华
兵，王鼎立（音）和一名开铲
车的师傅上夜班，没有想到
遇到塌方。杨华兵和管业平
来自湖北省，王鼎立来自贵
州省，开铲车的师傅可能是
云南本地人。据了解，隧道塌
方后没有施工人员从隧道里
跑出来。

昨日在工棚里，管业雄
和杨华兵的妻子焦急地分

析这些被困工人的生存可
能情况，杨华兵的妻子坐在
一张简易的木床上，双手抱
着膀子，神情焦虑，很少说
话。

据工人介绍，笔架山 1#
隧道长 3公里左右，从隧道
出、入口两端向中间打，发生
隧道塌方的是在入口一端，
这一端已挖到 730米，施工
掌子面分上掌子面和下掌子
面施工，塌方点距上掌子面
大约 15米远，“垮塌的都是
泥土和沙，估计坍塌体堆积
的长度有 20米。”
“根据施工的情况推断，

坍塌的物体距离被困人员所
在的施工掌子面有 5米远的
距离，3 名开挖班的被困人
员可能还是安全的，那名开
铲车的师傅就难以推断了，
因为不清楚坍塌时他到底处
在什么位置。”开挖班的一名
工人分析说。

据了解，事故发生后，救
援工作引起云南省及大理州
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有关
人员已赶到现场协助或者指
导救援工作，昨日 21时许，
记者离开现场时救援工作仍
在继续进行。

本报记者 杨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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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楝天然农药有望取代高毒农药
国际印楝大会昨在昆开幕

这是一种天然农药，对
人畜无害，将有望取代普通
高毒农药，它就是印楝，可
以干扰、抑制昆虫的生长发
育和使昆虫永久绝育，从而
达到驱虫作用。

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UNIDO）和云南省政府
共同主办的“2006中国·昆
明国际印楝大会”于昨日在

昆明开幕，这是世界性的印
楝大会首次选址中国。会议
提出，云南将是我国印楝系
列产品原料的潜在中心产
区，印楝产业将成为云南省
政府为改变落后地区贫困
状态重点支持和优先发展
的产业。

据云南印楝协会会长
赖永祺介绍，印楝是一种高

大的常绿乔木，从印楝中分
离出的主要杀虫活性物质
叫印楝素，用来做防治害虫
的试验，发现很多害虫的幼
虫蜕不了皮，或蜕皮后就死
去，一些未死的，也发育成
畸形。实验证实了印楝素对
昆虫的生长发育有干扰和
抑制作用。印楝种仁的甲醇
提取液或印楝素，可使昆虫

不交配，或交配后不产卵，
或产出的卵不孵化。同时还
发现，这种绝育作用，对成
虫是永久性的。

目前云南全省种植印
楝的面积约 40 余万亩，成
为全世界人工种植印楝纯
林面积最大的地区。据云南
省商务厅科技处介绍，云南
金沙江流域、红河流域以及

怒江、澜沧江、瑞丽江流域
等近 30个县市均适宜印楝
种植。云南已种植的印楝生
长良好，2007 年将开始进
入盛果期，到时即可用于
大量生产生物农药。按目
前的市场情况看来，种植
一亩印楝，约收入 300-500
元人民币。

本报记者 陶园园

报料人：某先生 奖金：50元

“我家这象棋是李鸿章送的”
专家一鉴定：果然是清朝的

管业平的妻子担心丈夫的安全

工人切割钢条准备救援

李鸿章赠给马家的象棋

打孔挖坑急救 被困工人
大丽铁路隧道昨凌晨塌方 云南省及大理州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