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铬渣污染凸显监管失职
仅追究两名承运司机责任是远远不够的

! ! ! !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近日公布

调查结果!认定云南曲靖"非法倾倒铬

渣# 是一起影响人畜饮水安全的严重

事件$ 这与当地环保部门负责人所谓

"一些细微的地方做得差一点%之类的

说法形成强烈对比$

铬渣这样的剧毒工业废料!如果从

!"#"

年云南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化

工厂开始生产算起!已在南盘江边堆放

了
$$

年$其间!当地居民不断反映水源

污染&牛羊死亡&生活困难&癌症高发

等!并因此频频上访$面对上访群众!当

地环保部门领导甚至劝说 "赔了钱了!

就不要追究了%$ 至今在陆良化工厂区

不远处!仍堆放着超过
%&

万吨的铬渣!

与南盘江仅隔一层砖头垒成的矮墙$

作为一种危险废物! 国家对铬渣

的堆放&挖掘&运输和贮存等都有严格

规定!包括铬渣堆放场所应避开居民聚

居点&水源保护区等$而这样的规定!在

曲靖成了一纸空文$当地环保部门负责

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竟表示!只是"一

些细微的地方做得差一点%!并咬定"水

质定期抽检%"六价铬未超标%$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的调查结

论!与当地群众的切身感受相互印证!

证明陆良化工非法堆放的铬渣已对环

境造成严重污染$ 当地环保部门负责

人的敷衍塞责! 令人怀疑监管部门履

行职责的诚意$

近年来大量环境污染事件表明!

在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相冲突时!一些

地方往往选择前者$这些现象不难使人

想到!在当地一些干部心里!环境安全&

群众生命健康就得给
'()

让路$

发展经济! 最终是为了保障和改

善民生! 最重要的是保护群众生命健

康$像陆良化工这样的大型企业!固然

对推动一方发展作用巨大! 但绝不能

因此纵容企业忽视环境保护! 更不能

以损害群众生命健康为代价$ 政府职

能部门肩负着监督管理的重要职责!

如果对眼皮底下的污染环境事件敷衍

塞责就是失职$从这个意义上讲!云南

曲靖"非法倾倒铬渣%事件仅追究两名

承运司机的责任是远远不够的$

据新华社昆明
!

月
"#

日电

15岁人弹引爆炸药
巴基斯坦清真寺遭袭 53人死亡 127人受伤

! ! ! !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
!

月
"#

日电 巴

基斯坦当地电视台
!"

日报道，该国西

北部靠近阿富汗边境的部落地区一座

清真寺当天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巴

基斯坦政府官员当日证实，袭击造成

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
#$

人、受伤人数

上升至
%&'

人，伤亡人数还可能进一

步增加。

据报道，当地时间
%(

时许，位于开

伯尔部落地区贾姆鲁德镇的一座清真寺

遇袭，此时有数百人在该清真寺内进行

祷告。目击者说，一名
%)

岁左右的自杀

式袭击者冲进清真寺内引爆炸药。爆炸

导致清真寺建筑完全倒塌，很多人被掩

埋在废墟下。

这是巴基斯坦本月初进入斋月以来

发生的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事发

后，巴安全部队封锁遇袭清真寺的附近

区域，部分伤者被转移到附近城市白沙

瓦接受救治。巴总统扎尔达里和总理吉

拉尼对袭击事件表示谴责。

开伯尔部落地区靠近阿富汗边境，

是塔利班武装活跃地区，也是北约驻阿

部队后勤补给的重要通道，贾姆鲁德镇

正好位于这条运输线上。
*++"

年
$

月，

该镇的另一座清真寺也曾遭到自杀式爆

炸袭击，造成
%++

多人伤亡。

奥巴马敦促巴沙尔下台
叙利亚总统恐面临卡扎菲命运

! ! ! !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叙利亚国内局势紧

张，多个国家和组织发表声明，要求叙利

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下台。

联合国安理会
%,

日在纽约联合国

总部针对叙利亚目前局势举行闭门磋

商。会后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

秘书长阿莫斯说，联合国将于本周末派

遣一个人道主义代表团前往叙利亚。

同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令对叙利

亚实施新一轮“前所未有的”制裁，同时

敦促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下台。

奥巴马当天签署总统令，要求立即

冻结叙利亚政府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所

有资产，加强针对叙利亚的出口禁令，禁

止美国公民到叙利亚投资。奥巴马首次明

确表示，巴沙尔有关对话和改革的倡议均

属“空话”，现在是他“退到一边的时候”。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凯瑟

琳·阿什顿
%,

日发表声明，谴责叙利亚

当局针对本国平民的暴力活动，并称叙

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已完全丧失其

合法性，必须下台。

法国总统萨科齐、德国总理默克尔和

英国首相卡梅伦
%,

日发表联合声明，谴

责叙利亚当局使用武力镇压平民，呼吁叙

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放弃权力。

国内国际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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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烛火焰闪动每一秒产生约

"$%

万个纳米尺度钻石
! ! ! !

据新华社伦敦
!

月
"#

日电 蜡烛的

火焰总是闪动着钻石一样的光芒。英国

华人学者周午纵和同事最近完成的一项

研究显示，在蜡烛火焰中确实存在着纳

米尺度的钻石颗粒，将来可能因此发现

新的生产钻石的途径。这一成果已经发

表在英国《化工通讯》杂志上。

这个吸引人的“钻石级”发现，其源

头却是一次跨学科的闲聊。英国圣安德

鲁斯大学化学系教授周午纵说：“我是做

物质微结构分析的，而朋友谢菲尔德大

学的张阳教授是研究燃烧的，有一次就

聊到蜡烛火焰中究竟有什么，结果发现

已有学术文献对此还不是很清楚，于是

决定想办法看看。”

周午纵用电化学方法处理氧化铝薄

膜，使其上分布有直径为几十个纳米的

微小孔洞，将这种薄膜放入蜡烛火焰中，

火焰中存在的物质就会钻进纳米孔洞，

同时也就避开了火焰，获得较好的样本。

研究小组的苏梓学博士进行了实

验，结果发现，这些纳米孔洞中含有碳的

所有四种形态，即无定形碳、石墨、富勒

烯和钻石。

周午纵说：“据估计，在蜡烛火焰闪

动的每一秒，都会产生大约
%)+

万个纳

米尺度的钻石颗粒。”除蜡烛火焰外，周

午纵的团队还用煤气和木头做了实验，

在其火焰中也发现了钻石颗粒。对于中

国人常用的煤炭，虽然还没有进行测试，

但他也认为其火焰中“很有可能存在钻

石颗粒”。

对于“火中取钻”的前景，周午纵表

示，将来如果有研究者顺着这个方向继

续深入探索，有可能找到一种成本较低

的生产钻石新途径。

贵州 440万人因旱饮水困难
! ! ! !

据新华社贵阳
!

月
"#

日电 受持

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贵州旱情继续

发展。截至
%"

日，全省因旱饮水困难

人数上升至
((+

多万人，贵州省防汛

抗旱指挥部
%"

日将干旱灾害应急响

应提升为
!

级，气象局将干旱灾害气

象服务提升为
-

级。

据贵州省气象局
,

月
%,

日累计干

旱监测，贵州全省已有
'"

个县（市）出

现中旱等级以上干旱，其中特旱
&+

个、

重旱
&.

个、中旱
/$

个，特旱区域主要

分布在黔东南州中西部、黔南州中东部

和南部、铜仁地区西部、六盘水市南部、

黔西南州中西部以及遵义市局部。

40年照顾瘫儿 母爱令人动容
95岁“最坚强母亲”许张氏：

“最坚强母亲”让网民泪下

“母亲
"'

岁'记者注(实际
"*

岁)，

床上躺着
.+

岁'记者注(实际
*+

岁)的

瘫痪儿子，严重驼背的她每天这样照顾

儿子已经
0"

年。此事发生在安徽亳州，

母亲叫许张氏。如果你被感动，请默默转

发为老人祈福！”这条微博配上许张氏给

儿子喂粥的图片，让无数网民潸然泪下。

截至
,

月
%,

日
%1

时，这条微博已

经被包括舒淇、孙海英、梅婷等名人在内

的数十万万名网民转发。记者在新浪微博

上搜索“许张氏”，得到超过
&&

万个结果。

网民们纷纷向已被誉为“最坚强母

亲”的许张氏致敬，表示自己深受感动，

想要帮助老人，并祝福老人健康长寿，同

时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最大努力帮助这

位老人，让她安享晚年。

有位网民在微博上说，“我给这张照

片起个名字：母爱。它告诉我们，母爱真

的是无私的，没有缘由的。它的纯洁和平

淡有时让我们无语凝噎。”

40年无言母爱

沿着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西路

往里走，窄窄的路两边都是低矮破旧的

平房，许张氏的家就坐落在其中的一条

小巷子里。

走进许张氏的家中，二十多平方米的

砖屋里除了简陋还是简陋，窗户和门因年

久失修已经关不严实。两张床、一张桌子、

几把破椅子就是许张氏的全部家当。

记者来的时候，满头银发、身材瘦小的

许张氏正佝偻着背坐在木凳上，给儿子缝补

布片做尿布。生在旧社会裹着小脚的她没有

自己的名字，夫家和父家的姓氏加在一起就

成了她为人妻、为人母后的正式称谓。

许张氏的小女儿许长荣告诉记者，

因为二哥许全意长期瘫痪在床，大小便

失禁，需要尿布，所以老母亲经常都把好

心邻居送来的旧衣服洗干净，然后自己

一针一线缝成尿布，用完后洗洗接着用。

“许全意没有一点褥疮。”网上热传的

那组照片的作者张延林告诉记者，老太太

非常讲干净，每天都把小家收拾得很干

净，虽然有病人，但家里一点异味都没有。

记者了解到，许张氏老人生有五女二

子，
(+

年前，小儿子许全意不幸患上了精

神病，连家人都不认识，全家倾其所有为

其治病，使原本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从

那时起，许张氏就衣不解带地照顾儿子。

%",%

年，老伴去世，已经年近七旬的许张

氏只能独自担起照顾儿子的重任。

%"

年前的一天，虽经家人的多方努

力，许全意还是瘫痪在病床上，生活不能自

理。此时，许张氏的其他子女都各自有了自

己的家庭并且生活不富裕。体恤儿女的许

张氏硬是咬着牙自己坚持照顾许全意。

给儿子喂饭、喂药、洗澡、端便盆等都

是许张氏自己动手去做。有时许张氏累得

不想动，但是想到儿子没吃上口热饭心里

就难受。每天晚上，老人都要起身好几次，

看看儿子冷不冷、热不热，有没有尿床。

许张氏的背已经驼得很厉害了，即

将百岁的她一辈子没上过学、没去过医

院、没有出过亳州市、没有像其他老人一

样颐养天年。“二哥是我母亲的精神支

柱，恐怕也是我母亲坚持活下去的原

因。”许长荣说。

记者在许张氏家的时候，有几名网

友找来要给许张氏捐款，老人拒绝了，

“这么多人来看我，我已经承不住大家的

情了。我做了啥？为啥能用人家钱？我到

时候怎么回报大家？”

她始终放不下瘫痪儿

记者采访当地民政部门和许张氏家

所在街道了解到，当地有关部门为老人

和她的儿子分别办理了每月
&++

多元的

最低生活保障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也

为许全意办了每月
)+

元的残疾人补助。

这在旁人眼里微不足道的款项却让淳朴

的许张氏很知足。每逢有人去看她，思维

清晰的她总是拉着访客的手说：“感谢共

产党，感谢政府。”让听者无不动容。

许张氏认为自己所做的都是一个母亲

应该做的事。“是自己的娃当然要自己照顾。

街道上问我缺啥有啥想要的，但是我和他都

不给政府出力，政府给我们吃的，我就承情

不过了，咋能再提要求拖政府后腿呢？”许张

氏质朴的话语让在场的人眼睛湿润了。

有网民呼吁当地政府将高龄妈妈和

瘫痪儿子妥善安置到附近养老机构。谯

城区民政局副局长王治富告诉记者，“询

问老人的意愿时，她不愿意去福利院谢

绝了我们的好意。”

许张氏的家所在的谯城区西关社区

居委会副主任贝秀民告诉记者，老人主

要是认为福利院的护理人员虽然也不

错，但自己在家里亲自照顾儿子应该更

好，“她不愿意许全意受任何委屈。”

许长荣告诉记者，最让一家人难过

的是，哥哥生病四十多年都不知道病因。

“找一家医院能够免费给我这个一病不

起的哥哥看看病，让他哪怕有一点儿自

理能力，恐怕是我母亲最大的心愿，毕竟

她已经这么大岁数了。”

许张氏听到这话，好像想起了什么，

眼眶红了起来。

我们懂她，真的懂她心中那深深的

牵挂：一位年近百岁的老母亲，拖着虚弱

的身躯，四十年如一日地照顾病儿，儿子

是她唯一顽强支撑活下来的力量。而已

近百岁的她纵然万般坚持，终究有要走

的那一天———真的放心不下，在自己走

后，谁来照顾自己病中苦命的娃……

据新华社合肥
+

月
!"

日电

胡锦涛温家宝会见拜登
拜登!将确保美元债务安全

! ! ! !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国家

主席胡锦涛
%"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了美国副总统拜登。双方就中美

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坦诚友

好的交谈。

胡锦涛表示，中方坚定致力于构

建互尊互信的中美关系。我们愿同美

方一道，加强各级别对话和磋商，扩大

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努力培育两国战

略互信，不断充实中美合作伙伴关系

的战略内涵。中方坚定致力于推进互

利共赢的中美经济合作。当前世界经

济复苏的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全球

经济增长面临严峻挑战。我们要发扬

同舟共济精神，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

调，落实双方达成的保增长促稳定共

识，深化双边和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

架内的合作，共同提振市场信心，推动

世界经济复苏和强劲、可持续、平衡增

长。中方坚定致力于深化中美在国际

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我们愿

充分利用双边渠道和多边机制，加强

同美方在地区安全、区域合作、全球性

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推动通过对话

谈判和平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共同应

对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挑

战。中美双方应妥善处理两国间重大

敏感问题，坚定维护两国关系发展大

局，共同推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

美合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国务

院总理温家宝
%"

日在中南海紫光阁

会见美国副总统拜登。

温家宝指出，加强中美经贸合作

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希望美方采取切

实措施，放松对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的

限制，为中国企业扩大对美投资提供公

平竞争的环境，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

益。中国愿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同美方

在贸易、金融、投资和基础设施领域开

展大规模合作，推动中美经济乃至世界

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拜登表示，美中关系对两国和整

个世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美方致

力于推进美中关系全面发展，愿与中

方扩大各领域互利合作。美中各自发

展对双方都是至关重要的，美方欢迎

中方扩大对美投资，帮助美方增加就

业。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为促进两国企

业、人员往来和商品贸易提供更加便

利的条件。美方将确保在美投资和美

元债务安全。美中将加强在多边机制

和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向世界展

示信心。
+

月
!+

日!许张氏给儿子擦脸$ 新华社发+

月
!+

日!许张氏把汤吹凉喂儿子吃$ 新华社发

! ! ! !

大教堂广场位于意大利中部比

萨市中心! 坐落其上的一组中世纪

建筑杰作***大教堂&洗礼堂&钟楼

'即比萨斜塔)和墓地!让整个广场

充满奇妙魅力$ 意大利著名诗人邓

南遮把这一美丽的广场称为+奇迹%

广场$ 这组白色大理石建筑群对意

大利
!!

世纪到
!&

世纪间的纪念建

筑艺术产生了极大影响$

!"+,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比萨大教堂广

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图为比萨大教堂广场上的斜塔

'

+

月
!,

日摄) 新华社发

比萨的“奇迹”广场

! ! ! ! +

月
!"

日!一列轻轨列车从耶路撒冷老城外驶过$

当日!经过数月空载试运行!耶路撒冷轻轨开始运营!并免费向公众开放两

周$ 耶路撒冷轻轨项目第一条线路从
$--.

年开始施工!至
.-%-

年完工!随即开

始空载试运行$因数次拖延工期&财务管理不力&噪音空气污染!耶路撒冷轻轨项

目饱受争议!同时因占用东耶路撒冷土地而受到国际社会的非议$ 新华社发

耶路撒冷轻轨开始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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