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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泰国普吉7月11日电 泰国普吉
府府尹诺拉帕 11 日下午在游船翻沉事故救
援情况记者会上说，泰中救援力量当天下午
又发现一具遗体，初步判定为“凤凰”号遇难
者。至此，普吉游船翻沉事故全部 47名遇难
者遗体已全部找到。

诺拉帕说，当天下午泰中救援力量在皮
皮岛海域发现一具男性遗体，并在其身上发
现人民币、晕船药及与“凤凰”号乘客同款救
生衣，初步认定为遇难的中国乘客。该遗体
预计当晚运送上岸，其身份信息还需进一步
核实。

他说，截至目前，“凤凰”号上 89 名游客
中，42 人获救、47 人死亡，其中 43 具遗体完

成身份认证，被证实为中国公民。仍有 1 人
的遗体被“凤凰”号船体压在海底等待打捞。

诺拉帕还表示，今后普吉府将从船只、
船长船员、乘客三个方面加强行船安全，并
在码头引入闭路电视等监控设备和新技术，
加强安全管控。

泰国海军第三舰队副总指挥乍龙蓬则
表示，泰中双方救援队当天进入“凤凰”号沉
没区域进行下潜作业，但因天气变化影响潜
水作业安全而中止，如 12 日天气情况允许，
将打捞被“凤凰”号船体压住的遗体。他透
露，这具遗体为男性。

与此同时，中国驻泰国宋卡总领事馆 11
日在其网站发布通告。通告说，7 月 10 日至

15 日，安达曼海和泰国湾海面将有 2 至 4 米
巨浪。目前仍有大批中国游客赴上述地区
乘船出海或参与浮潜等高危项目。中国驻
宋卡总领馆据此提醒中国公民务必提高安
全意识，事先了解当地天气海况，近期谨慎
前往普吉、甲米、攀牙等安达曼海域海岛游，
在每年 5月至 10月初季风季节，切勿冒险参
与下海游泳、浮潜或乘船出海等涉水项目。

当地时间 5日 17时 45分左右，“凤凰”号
和“艾莎公主”号在普吉岛附近海域突遇特
大暴风雨，船只发生倾覆并沉没。“艾莎公
主”号载有 42 人，悉数获救，其中中国游客
35 人。“凤凰”号上载有 101 人，其中游客 89
人，87人为中国籍。

普吉游船翻沉事故

最后一名失联乘客遗体找到

【我要抱抱他】
清莱府府尹那荣萨·奥沙他那功 10日在

新闻发布会上对大家的祝福和支持表示感
谢。

“救援任务的成功源于‘爱的力量’。所
有人都在祝福这 13人，”他说，“（守在洞穴外
等候的）父母们已经回家……他们之后可以
在医院透过玻璃隔断看望孩子”，还可通过
医院电话与孩子们交谈。

球员家属阿迪萨·翁素赞告诉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他的儿子阿甲拉 14 岁，与教练
和 11名队友遇险后获救，“我想拥抱他，告诉
他我高兴”。

那名教练的亲戚安蓬·西猜威告诉美联
社记者：“如果我见到他，我想拥抱他，告诉
他我非常想念他。”

遇险少年足球队，由 12 名 11 岁至 16 岁
少年和一名 25岁教练组成，6月 23日训练结
束后进入清莱府一座国家公园内的洞穴探
险，因强降雨灌入洞穴、阻断路径而无法脱
身；7月 2日由国际救援人员和泰国海军特种
部队“海豹突击队”找到。

一名前海豹突击队员 6日连夜潜水往洞
穴内运送氧气罐，出洞途中陷入昏迷溺亡。
经过多日考虑，救援人员决定以潜水方式营
救，8日和 9日分两批救出 8名成员。最后一
批获救的 5 人 10 日陆续由担架抬出洞穴，随
后由直升机送往医院。

接机救护车驶向医院时，街头民众鼓掌
欢呼。

“这真是奇迹，”协助向救援人员和媒体
记者提供食物和必需品的帕亚·迈明说，“希
望和信念让我们成功。”

【“瘦了两公斤”】
泰国卫生部官员 10日说，获救人员将在

医院接受至少 7天的隔离治疗。医生尚不清
楚他们是否可能感染不常见的疾病。

“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问题。”这
名官员说，先前获救的 8名队员情况稳定，两
人疑似肺部感染，“他们是足球运动员，免疫
力较强”。

按照卫生部官员的说法，接下来两天，如
果医疗检测显示没有健康危险，获救人员家
属可以穿无菌服进入隔离区，保持两米距离
探望。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传染病学专家伊恩·
利普金告诉美联社记者，比起身体疾病，脱
险人员最可能遭受与“这种痛苦经历相关的
压力”。

路透社 13 日以一名泰国高级卫生官员
为消息源报道，经过评估，多数获救少年体
重平均减轻两公斤，但普遍情况良好，精神

或情绪没有显现紧张。

【难观世界杯】
由于留院观察，这批小球员无法接受国

际足联先前邀约，赴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观看
7月 15日世界杯决赛。

“我们收到泰国足球协会通知，因为医疗
原因，这些男孩不能到莫斯科观看世界杯决
赛，”国际足联 10 日说，“国际足联以每个人
的健康为重”。

不过，这场艰难救援得到世界杯参赛球

员关注。法国队和英格兰队球员对救援成功
表示祝贺。

“这一胜利属于今天的英雄。好样的，男
孩们，你们很强大，”10 日世界杯半决赛后，
法国队球员保罗·博格巴在社交媒体上说，
当天的半决赛中，法国队以 1 比 0 淘汰比利
时队，进军决赛。

英格兰队球员凯尔·沃克在社交媒体上
说：“泰国孩子全都从洞穴安全脱险，令人惊
喜。”

（新华社特稿）

泰国足球少年接受隔离治疗
家人盼相见

经 过 泰 国 和 来 自 十 几 个 国 家 的 国 际
救援队上千人昼夜不停的营救，泰国少年
足球队 12 名孩子和教练 10 日终于全部获
救。

目前还不知道 25 岁的教练艾格蓬为何
带孩子们进入极其危险的山洞，然而在面对
几乎绝望的境地时，他表现出远远超出他年
龄的成熟和领导能力。

【自救】
两名英国救援人员 7 月 2 日在洞内 4 公

里处发现了他们。在救援人员现场拍摄的
视频中，孩子们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镇定。面
对镜头，他们露出微笑。

这是一群在黑暗和饥饿中挣扎 9 天孩
子。当救援人员问他们，“你们有几个人”，
一个孩子用英文回答“13”。洞外人们悬着
的心顿时放下了。那个孩子还用英文问救
援人员，“今天星期几了？”

救援人员发现孩子们的身体状况相对

良好，而身体最虚弱的是艾格蓬，因为在这
9 天中，他拒绝吃任何食品，将所有他们随
身带进洞穴的少量食品全部分给了孩子
们。

在绝境中，艾格蓬带领孩子们用打坐冥
想方式静静地等待救援。他告诉孩子们不
要喝洞内的积水，而要喝岩石上的渗水。

一名孩子的家长说，孩子告诉他，在山
洞里他们没有任何人哭过。

【道歉】
当救援队找到孩子们后，艾格蓬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给这 12名孩子家长写信，就他将
孩子们带入山洞表示由衷的道歉。

虽然家长们对教练的行为十分愤怒，但
他们仍然告诉艾格蓬，“我们不怪你，我们支
持你”。

一名孩子的母亲说：“如果不是你带着
我们的孩子，不知他们今天会是怎样。”

（新华社特稿）

带领孩子自救

泰国少年足球队教练获原谅

日本西部地区持续多日的大范围强降雨
截至 11日导致 176人丧生，70多人失踪。随
着灾情日益扩大，日本政府前期应对不力问
题凸显。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在降暴雨时喝
酒聚会，更是给民众不满火上浇油。

【享受酒会】
5 日晚 10 时许，内阁官房副长官西村康

稔在社交媒体“推特”上传几张照片，写道：
“党干部和年轻议员一次推心置腹的亲睦
会……今天安倍首相、岸田政调会长、竹下
总务会长齐聚一堂，和和美美的气氛里，年
轻议员尽情拍照。”

这是自民党籍国会议员在首都东京的
一次聚会，名为“赤坂自民亭”，每月在众议
院赤坂宿舍举办一次。当天是第 27次聚会，
大约 50人参加，首相安倍晋三首次出席。

照片中，安倍手举酒杯，自民党政策调
查委员会委员长岸田文雄、总务会长竹下
亘、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等人笑着围坐在四
周。安倍和岸田带来家乡特产名酒助兴，安
倍带来山口县生产的“獭祭”，岸田则是广岛
县的“贺茂鹤”。

西村在“推特”上写道，面对两大名酒，
许多议员问他喝哪个，“虽然一瞬间犹豫了，
最后还是两种都喝了……自民党真好啊！”

自民党高层觥筹交错之时，京都市 8 万
多人接到暴雨避难通知。聚会开始前，日本
气象厅 5日凌晨向大阪府北部地震灾区发布
地质灾害预警，下午在东京、大阪召开紧急
发布会，呼吁各方警惕。

立宪民主党籍参议员莲舫 10 日说：“那
是气象厅呼吁加强警惕当晚……只能说他
们缺乏责任感。”社会民主党党首又市征治
批评自民党“懈怠”。

日本记者安积明子在《东洋经济》电子
版上发文说，自民党议员在暴雨来袭时依然
兴冲冲地把聚会情况上传社交媒体，说明他
们对灾难缺乏感同身受。

自民党内部对此也有不满，一名来自受
灾区县的自民党议员告诉共同社记者，说自
己“惊到无语”。

【惦记赌场】
针对各方指责，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

说，“只要把该做的事情做了，聚会就没有问
题”。防卫大臣小野寺 10 日作出类似表态，
说参加酒会“对一系列应对举措没什么影
响”。

只是，自民党政府的态度让在野党实在
难以接受。

日本参议院内阁委员会 10 日下午继续
审议建设包括赌场在内的大型综合度假设
施相关法案，国土交通大臣石井启一参加。

因国会闭会在即，自民党寻求加快审议
进程，在会期结束前通过一些法案。“赌场法
案”由石井负责，但他在暴雨灾情严重时参
加这次审议，引发在野党强烈不满。

日本共产党籍参议员大门实纪史批评
道：“分管应对地质灾害的国土交通大臣在
这里审议‘赌博法案’好吗？”

社民党党首又市说，石井应该和防灾担
当大臣小此木八郎一同前往灾区指挥救灾。

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
长辻元清美说，石井这个时候居然出现在参
议院。“难道比起人命，赌场赌博更重要吗？
嘴上说‘人命第一’，遗憾的是‘赌场第一’。”

（新华社特稿）

地方受灾不误喝酒地方受灾不误喝酒
日本政府挨批救 援

人 员 10 日 从 泰
国北部清莱府一处大

型洞穴群救出少年足球
队最后5 人，举国乃至全世
界为之欢呼。12 名小球员
和他们的教练现在医院接
受隔离治疗。一名泰国

卫生官员 11 日说，他
们状况良好。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