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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高温 ，
那些“最美的人”
高温炙烤，气温甚至突破 40℃。
14 日 15 时许，杨威擦了擦鼻梁上的汗
水，戴上墨镜，带着检修工卡，来到刚刚入坪
开始检修工作。
的空客 320 旁，
入伏后，
像杨威一样，
一群平凡的身影顶
烈日、迎热浪，用汗水浇灌城市之美。

140℃ ！
机务维修 80℃是“预热”
灼热的阳光让人望而却步，大地蒸腾着
暑气。作为杭州机场机务维修保障部维修主
管，杨威和同事的工作就是对抵达的飞机进
行全面检查，
确保下一次飞行安全。
记者看到，空客 320 系列机型检修工卡
需要约 50 分
长达 9 页，上有 60 多个子项目，
钟检查完 23 个点位。
即便是工作一会儿，汗水不断渗出杨威
刚刚擦干的额头。他指着飞机前部的电子设
备舱通风口说，从这里吹出热风有 80 ℃，算
是一次小小的“预热”
。
“发 动 机 后 方 的 空 气 可 达 1 4 0 ℃ 到
160 ℃，机务维修人员对涡轮叶片等部位检
杨威说，为
查，至少要在这个位置站 2 分钟。”
检查轮胎，他甚至需要移开被炙烤得有些烫
手的轮档，
趴在滚烫的水泥地面上查看。
“中午和傍晚到达的航班比较多，我们常
常没有时间吃饭，每人每天微信的步数有 3
万多。”
杨威说，飞行的安全离不开每一个在
背后默默付出的人的汗水，
“我们要确保每一
架飞机安全起降。”

引航 1 次 ，
站甲板上“暴晒”半小时
“Dead slow astern(微速后退)！”
杨其猛
在驾驶舱外的左舷处下达着引航指令。13 日
12 时 35 分，
烈日将甲板烤得滚烫，老杨却岿
然不动，
双目死死盯住缓缓缩小的船岸间隙。
拥有 26 年引航经验的杨其猛是厦门港
引航站的高级引航员，他正在对一艘巴拿马
籍货轮“海丰马卡萨”
引航。当引航员登船后，
就获得了船舶的实际指挥权，因此老杨的工
作更像是一名“巨轮指挥官”
。
入伏后，厦门气温达 35℃，而且湿度高。
虽然货轮驾驶室内有空调，但为了获得更好
的靠泊视野，杨其猛不得不站在驾驶室外的
甲板上下达操作指令。不到 5 分钟，驾驶室外
的气温计指向 45℃，脚下的甲板温度更是接
近 70℃。
在这样的高温环境下，杨其猛一站就是
近半小时，
汗珠顺着额头和脸颊往下淌。
“海丰马卡萨”
货轮顺利靠泊在了厦门海
天码头的 11 号泊位上。和船长握手告别后，
满身是汗的他顾不得擦干汗水，奔赴下一个
引航任务。

入夏取消假期 ，
电力巡线活

▲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装卸工刘明超顶着烈日
装卸货物 ，
此刻停机坪地表温度已经超过 50 摄氏
。
度（ 7 月 13 日摄）
新华社记者刘大伟摄

▲ 7 月 13 日 ，桥梁检测工在对京沪高铁线
路上的丹昆特大桥梁体内进行检测维护 。
新华社记者陈飞摄
长红一边和记者聊天，一边用镰刀费力地将
沿途的枝枝蔓蔓砍掉。
为了防止意外情况，他们戴着安全帽穿
着棉质的长衣长裤。
雨后的空气湿热潮闷，
让
人极不适应。记者才走了一小会，
就已经衣服
湿透。
而服务班的师傅们健步如飞，
早已爬过
了另一座山梁。
“我们 4 人的运维服务班承担着十三陵
地区 150 多公里高压电力线路的巡查维护工
作。每天最少要走 20 多公里山路，有的时候
饭都顾不上吃，往往活儿干完了就到了凌
晨。”
在这里工作了 31 年的孙长红，一到夏天
就取消掉所有假期。
“4 天没回家了，家里的
事儿一点都顾不上。
”
老孙对家里不无愧疚。
走了几十分钟，
翻过一座山梁，
他们终于
到了一个巡查点，
顶着刺眼的阳光，
孙长红用
望远镜认真观察导线、
杆塔的每一个细节，
将
可能侵线的树木植物清除干净，认真地把巡
查情况登记在本子上。本子都已经湿透了，而
汗水早就在工服上留下一片片的白色汗渍。
“这活儿不能马虎，一出问题就是上万家
用不上电。”
一个巡查点完成了检查，孙长红
他们又匆匆地转向了另一个山头。

给列车“搓澡”，
抱 40 斤水管

干完又到凌晨

来回走上 25 公里

14 日正午，
十三陵供电站运维服务班班
长孙长红一行 4 人行进在北京北部的山区
里，
巡查电力线路。
“几天不砍这些杂草，这条路就没了。”
孙

热浪席卷。
在南昌铁路局南昌客运段，
列
车之间没有任何遮阳，
空气仿佛更加闷热。
十几位洗车工戴着斗笠或安全帽，身穿
长衣长裤，脚穿着套鞋，手拿着水管和刷子，

▲ 7 月 14 日 ，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
县交警大队协勤交警李欣在路上执勤 ，汗水浸透
新华社发（王立群摄）
了他的警服。

正顶着烈日给客运列车“搓澡”
。
南昌客运段的一个洗车班组一般由 10 个
人组成，
刷车厢、
冲洗、
防护，
各有分工。
在工人
们休息时，
记者看到，
常年顶着烈日作业，
洗车
工就算戴着帽子和袖套，皮肤也被晒得黝黑，
而穿着套鞋的双脚，
却被汗水泡得雪白。
清洗一节车厢的一个面需要两分半钟，
18 节的一列车的两面就需要一个半小时。
“一个班组每天要清洗 4-5 列车，工作 7 个小
时。
”59 岁的洗车工余国勇说。
由于作业时得经常与坚硬的道砟、滚烫
的地面接触，余国勇的套鞋经常是穿了两个
多月就破。
搓澡’
简
“我洗车 12 年了，可别看给列车‘
单。”
他指着冲水皮管说，一趟车要洗两个面，
冲水皮管要穿过车底和水阀进行对接，衔接
不够快的话，就会影响洗车进程和列车出库
时间。
每天负责冲洗，余国勇抱着 40 斤的水管
“现在新车越来越
来来回回要走上 25 公里。
多，清洗标准也提高了，
看着列车干干净净出
库，大伙儿苦点累点，心里也舒服！”
他拿起一
小瓶藿香正气水，一口喝下。

个月有望封顶。烈日下，仍有七八名工人在地
铁车站施工面进行钢筋绑扎作业。
41 ℃、42 ℃、45 ℃……记者拿出总刻度
50 的温度计险些“爆表”
。
45 岁的冉忠库右手拿着钢筋钩、
左手拿
着铁丝，将钢筋整齐有序地绑扎在一起，为下
一步的混凝土浇筑工作打好基础。
“太阳一
晒，钢筋烫得不能用手直接摸，戴着厚棉布的
劳动手套仍觉得烫手。”
冉忠库说。
6 月至 10 月是施工的黄金期。
“今天我
临时加会班。”
冉忠库说，高温天项目部安排
下午 3 时上班。
天确实热，
“但宿舍有空调，项目部给我
们准备了绿豆汤、西瓜……”
他满是汗水的脸
上闪着一丝笑，
“工地上也备着防暑降温的药
品和饮品，设置了降温喷雾。”
“项目工期比较紧张，我们得抓紧，好让
地铁早日开通。”
冉忠库说着，手不由自主地
加快了绑扎动作。
(记者魏一骏 、
鞠焕宗 、
颜之宏 、
付瑞霞 、
邬慧颖)
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

温度计险“爆表”，
只为工程如期
三秦大地骄阳似火。13 日正午时分，
西安
空气裹挟着热浪扑面而来。
气温高达 39℃，
下午 1 时许，在西安市高新区的地铁六
号线锦业二路站建设工地，这里正在进行地
铁车站主体结构顶板施工，车站主体结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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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通”逃犯郭文贵的“爆 料信源”调查
产、
存款、投资等相关信息，
以便海外“爆料”
。
陈向军随即以购买办公设备为由向郭索
要资金。相关银行账单流水显示，
郭派人给他
近期，频频在海外“爆料”
的“红通”
逃犯
建设银行卡上汇了 5 万元人民币。
郭文贵声称，
消息均来自国内高层，他的这一
陈向军交代，
接到汇款后，
他根据郭文贵
伎俩，随着“爆料人”
真实身份浮出水面，正一
的指示，通过“天眼查”
系统对所谓的某领导
一被揭穿。
郭文贵在境外媒体上展
亲属以及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建投资产管
今年 6 月 16 日，
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北京慧时恩投资
理集团和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信
有限公司等公司股份持有情况图，声称某领
息进行查询，用同样的手段，再次篡改 10 张
结构图发给了郭。
导的亲属控制着 20 万亿元的资产，他还声称
2017 年 6 月 16 日，郭文贵在接受境外
这些信息是国内高层领导提供给他的。
媒体采访时，展示了包括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近日，
公安机关侦办的两起案件显示，
郭
公司等公司的股权在内的 6 张结构图，声称
文贵展示的所谓公司股权结构图，不过是无
是国内高层向其提供的内部信息，并称通过
业人员陈向军等人为骗取郭文贵钱财，通过
(该系统是服务于个人的企业工商数
结构图可以看出某领导的亲属掌控着 20 万
“天眼查”
经篡改而成。
据查询系统)查询到的公开信息，
亿元的资产。
经对比发现，郭文贵展示的 6 张结构图
篡 改 公 司 结 构 图 声 称“爆
全部来自陈向军，通过与“天眼查”
系统查询
到的结构图进一步对比发现，郭展示的结构
”
料 来自国内高层
图系篡改而成。
据公安机关调查，今年 43 岁的陈向军是
“天眼查”
系统技术总监梁双在接受采访
广东雷州人，
初中毕业后，
他靠打零工维持生
时说，
经对比可发现，
郭文贵展示的结构图是
活，
基本处于无业状态，家庭经济状况比较窘
后期加工 PS 的结果，图片上出现大量原系
统结构图中不存在的公司，有些公司之间的
迫。
陈向军曾因涉枪和传播谣言，
两次被公安
股权关系路径是添加上去的。
“此外，在后期
机关依法处理。
处理中还出现明显的纰漏，如海南一家公司
为了还贷款，2017 年 3 月，陈向军根据
郭文贵公开的微信号加了其微信，时常向其
出现了两次，而根据他们的技术理论，
一个公
”
表示可以弄到他想要的信息，希望从郭那里
司在一个结构图中根本不会出现两次。
梁双还表示，
“天眼查”
是一个公开的查
搞一些钱财。
询系统，收录境内 1 . 2 亿家企业信息，任意
最初，因陈向军提供不了郭文贵真正需
两家陌生的公司，
即使没有实际业务往来，通
要的任何信息，所以郭对其并未上心。2017
年 5 月，陈向军看到郭在境外社交媒体上发
过几家企业，均能建立一种结构图，
在没有市
布几家公司的结构图，结构图背景带有“天眼
场知识教育和相关理论知识储备下，公众会
查”
系统标识，为讨好郭，他也登录“天眼查” 错误认为这两家公司有关系。
网站，依据郭在推特上所发公司名称再次进
梁双还向记者演示了“天眼查”
的“查关
行查询，他把不同企业的关系图，用 PS 软件
系”
功能，以两家毫无关联的单位为例，搜索
进行篡改，去掉“天眼查”
的标识之后，将这些
“天眼查”
所属的北京金堤科技有限公司和河
结构图发至郭的电子邮箱，向郭谎称其系通
南嵩山少林寺，
从系统生成的图谱中可看到，
过特殊渠道获取的重要信息。
这两个单位也可以通过几个环节联系在一起。
这一次郭文贵很快回复了他。
“他认为我
谎称结交高层关系 骗取信
发的图片清晰、
内容更醒目，于是让我继续深
入查询。”
陈向军说。据他和郭文贵在国外即
任向其供“料”
时通信工具 WhatsApp 上的聊天记录显示，
一段时间以来，郭文贵在境外网站上频
郭多次指示他，重点调查几位领导亲属的房
新华社记者

频许诺，声称给提供“爆料”
信息的网友以高
额回报，这令利欲熏心的人闻腥而至，以谎称
自己有国内高层关系或提供“猛料”
为诱饵，
骗取郭的信任，
希望从他那里捞取巨额利益。
这在宗作领一案中也可略见一斑。今年
32 岁的宗作领是河北邢台人，
自称硕士毕业
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学院，2011 年回国，曾先
后在四家公司任职，2016 年辞职后，无正式
工作，常混迹于各种“社交圈”
，希望能结识权
贵，改变拮据的生活状态。被公安机关审查
时，他的银行卡存款不超过 5 元钱，而且信用
卡上还欠款 9 万余元。
2017 年 3 月，
宗作领与郭文贵搭上了关
系。据宗交代，当时他加了郭的 WhatsApp 账
号，
有了直接联系。起初，
他和郭聊天后，郭发
现他没有用处，
将其屏蔽了。
为骗取郭文贵的信任，宗作领声称自己
是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并
称结交过某领导的警卫秘书，认识某领导的
军事秘书等。他还向郭发了两张中国反腐败
司法研究中心的文件图片，郭随即改变了对
他的态度，
热情大增。
实际上，
据公安机关调查，
中国反腐败司
法研究中心并无宗作领其人。
宗也交代，他所
说的认识警卫秘书、军事秘书也是其编造的
谎言。
宗作领和郭文贵的 WhatsApp 聊天记录
显示，
郭称宗为兄弟，
还称自己在从事反腐工
作，是“大领导”
安排他做的，并称待他“班师”
回国时，一定会照顾宗。
2017 年 4 月，
郭文贵开始向宗作领指派
“任务”
，
让其打探北大方正集团原董事李友的
病历和河北省委政法委原书记张越的卷宗。
宗作领和郭文贵的 WhatsApp 聊天记录
显示，郭曾承诺，如果能拿到张越的卷宗，就
给他 200 万元。宗作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由于他在医院没有人脉关系，便放弃打听李
友的病历。
为获取张越卷宗，
他联系了自称系
国家卫计委的人员，
但没有结果。
这一次虽然不了了之，但郭文贵并没有
放弃宗作领这条重要的“关系”
。据宗交代，今
年 7 月 1 日，郭要求他打听上海部分公司的
股权架构关系、某国企高干子弟就职情况以
及某高层领导的关系人情况。

“我没有渠道，就从‘天眼查’
系统上查询
了几张公司关系图，抱着应付的心态发给了
郭。”
宗作领说，尽管郭批评他“总交不上东
西，做事不认真，发的图完全看不清楚”
，但郭
还是用他发的材料，经过拼凑后发到网上，并
称将有更大的“猛料”
要报。

所谓“爆料”来自高层均系谎言
“20 万亿元，我真的不敢想象他竟然敢
这样胡说八道，熟悉企业的人都知道，这些信
息都是公开的信息，也不是公司商业机密，单
凭几张股权结构图，就证明一家公司是否和
另一家公司有关联。”
看到郭文贵在海外的
“爆料”
信息，陈向军非常吃惊。
“我是初中毕业，郭文贵也是初中毕业。
但他特别善于煽动，迷惑不明真相的网民，这
些东西到他嘴上一说，全世界的人都以为是
真的了。”
陈向军说，郭可以将虚无的东西说
成真的并无限放大，而很多网友因为不懂，会
选择相信这些所谓的内幕。
陈向军也表示，从此事可看出，郭文贵
自 称 所 有 爆 料 来 自 国 内 高 层 、来 自“老 领
导”
，从未从网友处获得过爆料均系弥天大
谎。
“他拉拢我为他服务时，跟我称兄道弟，
说全世界几十亿人，就认我这一个老弟，如果
他真认我为老弟，那我几次提出家庭困难，他
都置之不理，他就是一个世界级大骗子。”
陈
向军气愤地说。
宗作领也对自己的行为万分悔恨，
“我以
前热衷于结识各类有关系的权贵，希望通过
走捷径实现一夜暴富，所以结交郭文贵，有了
后来的荒唐举动，我知道我的行为已触犯法
律，希望得到宽大处理。”
“天眼查”
系统技术总监梁双说，近期，他
们也注意到，社会上一些人将天眼查的图谱
功能和关联发现功能进行了恶意篡改解读，
来散播一些不良信息，公司也因此蒙受了一
些损失。作为一家高科技互联网公司，应当为
建立高效诚信的互联网环境尽一份努力，未
来公司将进行技术升级，防止一些别有用心
的人利用公司的产品或者功能，在社会上制
造谣言。
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

外交部记者会

半岛核问题上
“过河拆桥”要不得
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记者孙辰茜) 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 14 日说，解决半岛核问题需要有关各方协调配合、群
策群力，
“过河拆桥”
的做法要不得。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13 日，美国官
员称，特朗普政府正对中国失去耐心，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
宣布对中国小型银行和与朝鲜有生意往来的公司实施新制
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不清楚报道是否属实，有关官员所说是否得到了美
国官方授权。”
耿爽说。
他说，中方一贯全面、完整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涉朝
决议，同时反对在安理会框架外实施单边制裁，尤其反对其
他国家根据其自己的国内法实施所谓“长臂管辖”
。
耿爽说，长期以来，中方为解决半岛核问题作出了不
懈努力，自始至终发挥着重要和建设性作用。作为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中方积极参与了安理会一系列涉朝决议草案
的磋商，并支持有关草案的通过。
“决议通过前，找中方帮
忙，同中方合作，决议通过后，却又对中国搞单边制裁，这
不是‘
过河拆桥’
是什么？”
耿爽说，解决半岛核问题需要有关各方协调配合、
群策群力。希望有关各方都能相向而行，共同为推动半
岛核问题早日回到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的正确轨道作
出努力。
“过河拆桥”
的做法要不得。
“最后，我可以明确地讲，中国执行的是安理会决议，不
是某个国家的国内法。”
他说。

中方将继续关注
章莹颖案件进展
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记者孙辰茜)外交部发言人耿
中方将继续对章莹颖案件进展保持高度关注，
爽 14 日表示，
强烈希望美司法部门依法公正审理此案，
使正义得到伸张。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12 日，
美国伊利诺伊州中
部地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布公告称，
基于法庭掌握的证据、
相关法庭文书及调查中发现的其他事实，
美执法部门认为此
前失联的中国学者章莹颖已经死亡。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对发生在章莹颖同学身上的不
幸深感震惊和痛惜，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我们将继续对
案件进展保持高度关注。”
耿爽说。
耿爽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维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安
全与合法权益。中国外交部和驻美使领馆将继续跟进事件
进展，与美方保持密切沟通，并协调美警方加紧全力搜寻和
调查。
“中方强烈希望美司法部门依法公正审理此案，将凶
手绳之以法，使正义得到伸张。”
耿爽说，
“我们将继续为章
莹颖的家属在美处理事务提供协助。”

两中国公民在日遇害
已要求日方全力破案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4 日就
两名中国公民在日本不幸遇害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驻日
本使馆已要求日方全力破案，缉拿并严惩凶手，还受害者
及家属公道。
据外交部网站，当日例行记者会后，有记者问：据报
道，日本警方近日发现两具中国女性遗体，疑似是近期失
联的两名中国公民。你能否证实并介绍有关情况？中国驻
日本使馆是否已经向失联人员的家属提供了领事协助？
耿爽说， 7 月 11 日晚，中国驻日本使馆接到一名中
国公民紧急求助，其两个女儿 7 月 6 日在日本横滨失联。
获悉后，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紧急约见日警方等部门
负责人，要求日方全力查找并及时向中方通报案件进展。
14 日，获悉日警方发现两具疑似失联中国公民遗体后，
使馆再次紧急联系日警方。目前，日警方已确认两具遗体
系失联中国公民，该 2 人已不幸遇害。

刘某某涉嫌强奸一案
虽超二十年追诉期限
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
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 记者陈菲) 最高检 14 日消
息，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报请的
犯罪嫌疑人刘某某涉嫌强奸一案核准追诉。
犯罪嫌疑人刘某
经审查查明，1996 年 11 月 26 日下午，
某酒后行至河南省新密市一乡间小路，
将被害人郭某某(女，
殁年 8 岁)强行抱进路边一个废弃的窑洞内实施强奸，在强
奸过程中致被害人窒息死亡。
刘某某将被害人掩埋后潜逃。
数日后，被害人的尸体被发现，当地公安机关虽查明
被害人系被他人强奸并杀死，但未能查明犯罪嫌疑人。
2013 年，公安机关在本案物证中检测出犯罪嫌疑人的
D N A ，经过排查，最终查获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并于
2017 年 3 月 1 日将其抓获归案。由于本案已超过刑法所规
定的二十年追诉期限，当地公安机关遂依法层报最高人民
检察院核准追诉。
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强奸
幼女并致其死亡的行为，虽然已超过二十年追诉期限，但犯
罪行为恶劣，后果严重，必须追诉，依法作出了上述决定。目
前，本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香港高等法院裁定
四人议员资格被取消
新华社香港 7 月 14 日电(记者周雪婷) 香港高等法院
14 日发布书面判决，裁定罗冠聪、梁国雄、刘小丽及姚
松炎四名议员的宣誓没有法律效力，议员资格被取消。
高等法院于当日下午开庭聆讯，原讼法庭法官区庆祥
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律政司提出的对上述四人
的司法复核案做出判决。根据法院发布的判词，法庭分别
裁定罗冠聪、梁国雄、刘小丽及姚松炎在宣誓时作出的誓
言是不合法和无效的，并自 2016 年 10 月 12 日起丧失出
任或就任立法会议员的资格。
判词还表示，法庭注意到，特区政府已早于 2016 年
12 月发出公告，说明展开此等法律程序的决定纯粹是基
于法律意见，包括独立的大律师的法律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