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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忆噩梦
遇袭天然气站位于阿尔及利亚艾因阿迈

纳斯市附近，距离利比亚边境大约100公里，距
离马里边境超过1000公里。 多名幸存者说，数
十名武装人员16日天亮前攻入沙漠深处那座
天然气站。

第一起异常事件发生在凌晨5时左右。天
然气站27岁无线电操作员、阿尔及利亚人阿扎
丁说，他当时与由天然气站动身前往附近一座
机场的客车司机通话。“客车离开 （天然气站）
后，我听到枪声，许多声枪响，接着悄无声息。”

客车遇袭不久，武装人员乘多辆汽车进入
天然气站。

53岁阿尔及利亚籍员工阿卜杜勒—卡德
尔告诉路透社记者，武装人员在这处庞大设施
内搜寻外国人。“恐怖分子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不会伤害我们。”

不少人推断，天然气站警卫的监控和防御
装备不错，武装人员却相当容易进入，而且熟
悉站内设施，表明他们有内应。当地资深报纸
编辑阿尼斯·拉赫马尼说：“恐怖分子有当地人
接应，可能是司机或警卫。”

阿卜杜勒—卡德尔等几百名阿尔及利亚
员工遭短暂羁押，随后逃离气站。他目睹了法
国籍主管丧生，一名武装人员拿走那名法国人
的身份卡，挂在自己身上……

不少外国人躲在站内某些角落，幸运地躲
过武装人员，法国籍餐饮经理贝尔塞欧是其中
之一。他在自己的卧室内藏身大约40个小时。

贝尔塞欧的房间与其他外国人的住处不
在一起， 幸免于难。“阿尔及利亚士兵来救我
时，我没有意识到一切结束了，以为还要在那
里待一个晚上。士兵们和我的一些同事一起找
到我，否则，我肯定不会开门。”

阿军强攻救人质
许多人没有贝尔塞欧那么幸运。武装人员

把抓到的外国人绑起来，强迫一些人穿上炸弹
背心。阿尔及利亚军队包围天然气站，宣布不
与绑架者谈判。第二天早晨，武装人员允许一
些人质与媒体通话，似乎有意向政府军施加压
力，要求军队撤离。

英国人斯蒂芬·麦克福尔当时在天然气站
内告诉半岛电视台：“形势恶化。我们联系过使
馆，希望阿尔及利亚军队撤退……”

按照麦克福尔获救后的叙述，他一度躲过
武装人员搜寻，后来还是被发现。与半岛电视
台通话后， 武装人员把他和一些人质赶入5辆
卡车，试图把他们运往其他地点。似乎那一刻，
阿尔及利亚军队开始强攻，以解救人质。

麦克福尔的兄弟布莱恩说， 阿尔及利亚军
队向运送人质的车队开火，4辆汽车尽毁， 麦克
福尔幸免于难 。“阿尔及利亚军队轰炸4辆卡

车，”布莱恩转述麦克福尔的经历说，“麦克福尔
所在的汽车撞车，他随后通过车窗逃离，获得自
由。”麦克福尔推测，另外4辆车里的人都死了。

仍有人质被挟持
阿尔及利亚新闻社报道，17日开始的解救

行动收到成效， 军方解救出650名人质， 包括
573名阿尔及利亚人。 官方把外国人质数字调
升至132，宣布迄今过半外国人质获救。

安全部门官员说，包括法国人、英国人和
日本人在内，30名人质在解救行动中丧生。不
过，外国人质国籍至今未获“官方”发布。

武装人员先前声称劫持41名外国人质。随
后有报道说，大约25名外国人质成功逃出。

19日， 阿尔及利亚特种部队在与武装人员
交火中， 打死9人、 活捉3人。 此外， 军队在推进
过程中还遭遇藏匿其中的武装分子， 双方发生交
火。 目前， 仍有小部分人质被绑匪劫持， 军方在
厂区的行动仍在继续。

“美国不与恐怖分子谈判”
血色营武装人员18日提出两项条件，一是

要求法国停止军事介入西非国家马里局势，二
是要求以手中两名美国人质交换两名美方关
押的武装人员。

这一极端组织先前声称，袭击并挟持人质
旨在报复法国军事干预马里。法国部队本月11
日空袭以极端组织为主的马里反政府武装，阿
尔及利亚政府允许法方战机借道发动空中打
击。 武装人员希望换回巴基斯坦人阿菲亚·西
迪基和埃及人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两人
因牵涉恐怖活动遭美方拘押。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当天回绝武装人
员的要求，说“美国不与恐怖分子谈判”。

与此同时，一名“蒙面旅”成员告诉毛里塔
尼亚ANI通讯社 ， 他们还将出其不意发动袭
击，告诫阿尔及利亚人远离外国机构。

（本报综合新华社电）

阿尔及利亚“血色”噩梦
16日清晨，一个自称“血色营”

的极端武装组织袭击并占领一座
位于阿尔及利亚沙漠深处的天然
气站， 打死一名当地保安和一名
英国人， 挟持大批多国人质。
关联“基地”组织的“蒙面旅”及
其下属“血色营”宣称制造这起
人质事件。

17日， 阿尔及利亚军方向盘
踞在天然气站的武装分子发起进
攻。据报道，此次行动军方解救出
650名人质。19日， 阿特种部队向
武装分子发起最后攻击， 击毙11
名武装分子，同时有7名外国人质
遇害。 至此死亡人质已经上升到
31人，其中包括19名外国人质。

据新华社联合国1月18日电 联合国安
理会18日晚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阿尔及利亚
恐怖袭击事件，强调必须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声明说， 安理会对16日发生在阿尔及利
亚艾因阿迈纳斯市、 导致多人伤亡的恐怖袭
击事件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并向受害者及其
家属、 阿尔及利亚及相关国家政府和人民表
示深切同情和慰问。

声明说， 安理会强调必须将这一恐怖主
义行径的实施者、组织者、资助者和支持者绳
之以法， 同时敦促所有国家按照国际法和安
理会相关决议规定的义务， 在这方面与阿尔
及利亚当局积极合作。

安理会强调各国必须确保为打击恐怖主
义采取的措施符合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权、
难民和人道主义法的相关规定。

本报记者 张斌

10年前， 新疆师范大学学生阿毛身
患尿毒症，得到来自湖南、新疆两地的爱
心相救换肾成功；10年后的今天，已是祁
东县育贤中学语文老师的阿毛， 因为病
情恶化需要再次换肾， 湘新两地爱心再
度汇聚。

阿毛的真名叫毛传勇。1月17日，记
者在湘雅三医院外科楼19楼器官移植中
心见到了正处于生死关头的阿毛。

10年前爱心挽救了他

“要感谢你们这些好人。”病房床前，
虚弱的毛传勇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故
事，“10年前也是这种场景， 新疆和湖南
的好人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毛传勇是祁东县官家嘴镇石龙桥村
人，2000年考入新疆师范大学。2002年暑
假，他在湖南老家被查出患有尿毒症，未
能返校。新学期开学后，同学们都满怀兴

奋回到了校园， 但毛传勇却只能躺在病
床上， 靠两三天一次的血液透析来维持
生命。

消息传来， 在新疆和湖南两地引起
强烈关注，《新疆都市报》 等全国19家媒
体先后报道，本报也曾对此进行关注。从
他的同班同学开始， 新疆师范大学的同
学们立即开展为毛传勇捐助活动。

“两地媒体和好心人给我捐赠了3万
元救命钱。在社会帮助下，后来我在湘雅
医院成功进行了肾移植手术， 回到了朝
思暮想的母校。”说到这里，毛传勇眼中
闪烁着泪花。

10年后病魔再次袭来

毕业后，毛传勇回到了家乡祁东，在
县育贤中学当上了一名高中语文老师，
迎娶了同样为老师的妻子高湘凤， 生下
了一位可爱的女儿。

美好的生活还刚开始， 病魔再次袭
来。因为10年前换的肾出现问题，毛传勇

再次住进医院。医生告诉他们，挽回生命
的唯一办法，就是再次换肾。然而，高达25
万元的医疗费用再次将他们无情击倒。

“阿毛是去年11月住院的，现在已经2个
多月了，但因为没有凑齐医疗费，阿毛一直
靠药物维持着生命， 这些天尿量一天天减
少，半夜经常睡不着……”说着说着，高湘
凤哽咽起来。

高湘凤现在正在四处求救。再度获知
毛传勇的病情，赖杰、张静、陈荣、张玉江
等已经各奔东西的老同学们再次行动起
来。他们找媒体、托朋友，四处传达消息，
想方设法筹款， 并把自己的工资捐献给
他。他们还用自己的方式为毛传勇发起微
博求助，希望更多人关注阿毛的生命。

“希望爱心能在新疆和湖南延续。”
同学们说。

“请再救一次阿毛”

“手术费还差多少”、“你要坚持下去”、
“加油，我们会一直为你祈祷”……10年后，

为了同一个人， 新疆和湖南两地的爱心
再一次迅速汇聚。

《新疆都市报》、《新疆经济报》、长沙
政法频道等新闻媒体先后对毛传勇再次
住院的事进行报道，发出“救救阿毛”的
呼吁。得知毛传勇在湘雅三医院住院，不
少长沙市民前来看望。 湖南卫视新闻联
播栏目看到微博后还特意组织捐赠了
8900元善款。

病床前的小桌上， 摆着一叠毛传勇
收集的关于自己的新闻报道。 他说：“媒
体的呼吁给了我生活下去的勇气。”而在
另一个小本子上， 夫妻俩密密麻麻记录
着每天前来医院看望自己和从外地汇款
来的好心人的信息。 他们中有很多人没
有留下名字。

毛传勇的家在祁东，父母都在务农，
家中只有3岁半的小女儿，日子过得相当
清贫。

“现在阿毛的医疗费用还差5万元
了，请大家再救一次阿毛吧。”高湘凤说，
“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

“请再救一次阿毛”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周月桂）

2013年湖南省残疾人就业援
助专项活动昨天在长沙市人
力资源市场启动。该活动将持
续至2月上旬， 将为残疾人提
供1000多个就业岗位。

活动以 “美丽工作 、你我
共创”为主题，由省残联主办，
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长沙市人保局等承办，旨在为
残疾人困难家庭、残疾大学生
和残疾失业人员找工作，为残
疾人企业生产的产品找销路，

为残疾人托养机构培养的技
能型员工找岗位。

据介绍，我省有408万残疾
人，其中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意
向的残疾人中 ， 就业率仅为
34.5%。活动现场 ，湖南惠利普
工贸有限公司、冷水江钢铁有
限公司等51家用人单位入场
招聘， 总共为残疾人提供1070
个就业岗位。现场还为残疾人
提供就业登记、 创业培训、就
业指导 、社保补贴 、心理咨询
等公共就业服务。

继菲亚特之后
Jeep将实现国产
菲亚特、克莱斯勒与广汽

签署扩大在华合作框架协议
本报1月19日讯（通讯员 张梅兰

记者 曹娴）继菲亚特之后，克莱斯勒
集团的 Jeep品牌将成为下一个在广
汽菲亚特合资公司国产化的品牌（仅
为中国市场生产）。 记者今天从广汽
菲亚特获悉，1月15日，在美国奥本山
的克莱斯勒总部，菲亚特集团汽车股
份公司、克莱斯勒集团与广州汽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扩大在华生
产、销售乘用车合作的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克莱斯勒集团的 Jeep
品牌将在广汽菲亚特实现国产；广汽
菲亚特将进一步提高产能，以满足今
后更多菲亚特-克莱斯勒产品在华
国产化的需求。

2010年3月，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和菲亚特集团汽车股份公司共
同投资， 成立广汽菲亚特汽车有限公
司。广汽菲亚特位于长沙经开区，占地
面积超过70万平方米。2011年，菲亚特
收 购 了 美 国 三 大 汽 车 业 巨 头 之
一———克莱斯勒。2012年9月， 广汽菲
亚特首款国产车———菲翔成功上市。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胡信松
陈淦璋 通讯员 汪秦） 记者18
日从民生银行长沙分行了解
到 ，该行将 “量身订制 ”与 “批
量开发 ”相结合 ，为小微企业
提供个性化、规模化和专业化
金融服务 。去年 ，该行小微企
业客户共计1.8万户，授信总余
额73.9亿元， 增幅为上年同期
的103%。

“产品创新是民生银行服
务小微企业的着力点。” 民生
银行长沙分行行长曹瑜介绍，
该行已开发出商贷通等10多
类小微企业产品，并通过大力
推广超短贷、无担保信用贷款
等以小微结算为前提条件的
资产业务新产品，不断完善和

优化小微结算产品体系，为小
微企业量身订制金融服务。

据介绍， 今年该行将深入
学习十八大关于金融业深化改
革、勇于创新的新要求，始终践
行科学发展， 紧密结合民生银
行第二个《五年发展纲要》和新
《三年发展规划》， 研究落实小
微战略、完善金融服务、发展特
色行业、支持实体经济、支持湖
南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举
措，围绕 “效益+特色”两大目
标和“做民营企业的银行、小微
企业的银行和高端客户的银
行”三大定位开展工作。未来将
增加小微企业客户比例， 并在
考核机制， 网点的配置上向小
微企业倾斜。

援助全省残疾人就业
专项活动持续至2月上旬，提供千余岗位

民生银行长沙分行“量身订制”与“批量开发”相结合

为小微企业提供个性化服务

浏阳一中学生作家、主持人活跃校园

1月19日，游客在湖南烈士公园年嘉湖上泛舟赏灯。当日，“2013年长沙·年嘉湖首届水上迎春艺术灯会”的17个大型组灯
搭建完成，正式对游客开放，为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营造喜庆气氛。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本报1月19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彭新平 霍生喜）“先提取杉木油， 再加
工刨花板。 ”近日，由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和炎陵县振盛木业厂共同完成的杉木
加工剩余物高效利用关键技术，通过了
省科技厅组织的成果鉴定。 专家认为，

该技术集成、 创新了杉木加工剩余物
高效利用技术， 杉木加工剩余物利用
率达100%， 居国内同类研究领先水平，
能大幅提高杉木加工效益 ， 扩大生产
规模， 可在全国范围推广。

杉木加工剩余物利用率可达100%

1月19日， 阿尔及利亚军警在发生劫持人质事件的天然气站附近10公里处设立检查站， 禁止一切社会人员和车辆通行。 新华社发

1月18日， 一辆载有一名获救人质的救护
车抵达艾因阿迈纳斯一家医院。 新华社发

1月18日， 获救人质抵达西班牙马略卡岛
一机场准备乘机回家。 新华社发

安理会强烈谴责

本报1月19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杨志前 罗世良 喻中
祥）刚刚落幕的浏阳一中校园
文化节， 推出一批校园明星：
“十佳歌手”，“青春风采”主持
人 ，辩论高手等等 。一批学生
作家、 主持人活跃在校园。这
是该校通过社团文化活动推
动学生自主发展结出的硕果。

该校重视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 、自主发展能力 ，诸如学
生读书节、 社团文化艺术节、
校园文化节都主要由学生社

团策划、组织和实施， 学生在
课堂之外一样得到能力的锻
炼和素质的提升 。 该校高二
文科班学生林卓宇 ， 小小年
纪成为湖南省作家协会最年
轻的会员 ，且著作颇丰 ；高二
学生、校园新闻通讯社社长兼
校园电视台记者娄波，创建了
浏阳一中学生新闻网站；高二
学生梁慧娴和杨忠邑，在浏阳
电视台生活频道 《Ready Go》
栏目中担任学雷锋专题节目
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