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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记者董时珊）美国白宫22
日表示，美国政府此前给予部分国家和地区进口伊朗石
油的制裁豁免在5月初到期后将不再延续，这令原油市
场供应收紧预期进一步升温，国际油价创下近半年来的
新高。本计价期一揽子原油价格变化率正向运行且幅
度逐步扩大，4月26日国内成品油价或将迎来年内第七
次上调，预计汽、柴油价每吨上调190元左右，折合92#
汽油每升上调约0.15元，0#柴油每升上调约0.16元。

今年以来，欧佩克及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持续
的减产行动已造成石油市场供应趋紧。欧佩克数据显
示，3月欧佩克原油产量已降至3000万桶/日左右，较去
年10月的高位下降超过230万桶/日。

在利比亚国内局势不稳、委内瑞拉产量持续下滑的
背景下，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升级举措进一步加剧了市场
对未来供应不足的担忧。奥地利JBC能源22日发布的
报告说，今年一季度伊朗日均原油出口量为140万桶，
在美国决定不再对从伊朗进口原油的国家和地区给予
制裁豁免后，伊朗原油出口将加速下跌。瑞银集团认
为，伊朗日均原油出口量预计将很快降至 100 万桶以
下。

受此影响，近两日国际油价接连上涨，纽约油价已
突破每桶65美元，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则逼近每桶
75美元关口，双双创下近半年新高。

新华社石油价格系统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计价期，一
揽子原油价格变化率以2.19%的较大正值开启，随后正向
幅度逐步拉宽。4月23日一揽子原油平均价格变化率为
3.58%，且未来两个工作日有望进一步扩大。4月26日24
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时，国内成品油价或将再迎上调，
预计汽、柴油每吨上调190元左右，折合92#汽油每升上
调约0.15元，0#柴油每升上调约0.16元。

截至目前，2019年，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已经历7
个调价窗口，为“六涨一搁浅”。此外，因增值税率调整，
自2019年3月31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
每吨分别降低225元、200元，涨跌相抵后，今年以来国
内汽、柴油价每吨累计分别上调680元、675元。

批发市场方面，受市场竞争激烈、主营销售任务压
力等因素影响，近期汽、柴油批发行情出现一定程度回
调，但随后在美国制裁伊朗升级的消息支撑下反弹。由
中国经济信息社、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上海石油
天然气交易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汽、柴油批发价格指数
显示，4月23日，全国92#汽油、柴油（含低凝点）平均批
发价格分别为 7108 元/吨、6674 元/吨，较 4 月 15 日（上
轮零售价调整后首个工作日）分别下跌57元/吨、6元/
吨。

展望后市，金联创分析师王延婷表示，5月以后，国
内成品油市场需求将进一步增长，其中柴油下游行业开
工基本回归全年高位，终端需求量继续攀升。受“五一”
小长假提振，以及夏季临近车用空调用油增加，汽油需
求将进入传统小旺季，短期内汽、柴油批发价格有一定
上行空间。

汽柴油价预计每吨上调190元

新华社合肥4月24日电（记者鲍晓
菁）在安徽阜阳革命烈士纪念馆内，有
一面名录墙，镌刻着2000多位阜阳英烈
的姓名，战斗英雄王克勤的名字也在其
中。

王克勤，1920 年生，安徽省阜阳县
人。1939 年 7 月，被国民党军队抓壮
丁。1945 年 10 月，在邯郸战役中被解
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6年9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解放军后，在党和人民军队的
培养下，王克勤迅速成长为具有高度政
治觉悟、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从1946
年6月解放战争开始，王克勤毙伤敌人
232人，俘虏14人，缴获步枪8支，9次立
功，被评为“一级杀敌英雄”“模范共产
党员”。

1946 年 9 月，王克勤被提升为班
长。他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
统，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班里
每补充新战士，他总是现身说法，启发

新战士的无产阶级觉悟。他用“在家靠
父母，革命靠互助”的格言，教育大家搞
好团结，并组织两个互助小组，开展思
想、技术、生活三大互助活动，对提高班
集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起到很大作用。

1946年10月6日，在山东巨野县徐
庄阻击战中，王克勤带领全班与国民党
军激战一天，打退敌人数次进攻，歼灭
大量敌人，全班无一伤亡，圆满完成任
务。战后，全班荣立集体一等功，3人被
评为战斗英雄，王克勤被任命为排长。
同年12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
称赞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创造了新
的光荣的范例”，号召全军部队普遍开
展“王克勤运动”。他的“三大互助”带
兵经验迅速在全军推广，对人民军队建
设具有重大意义。

1947 年 6 月 30 日，晋冀鲁
豫解放军主力部队12万人强渡
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7月10
日 19 时，第 6 纵队打响了进攻

定陶城的战斗，王克勤率全排担任定陶
北门攻坚突击任务。战斗中，王克勤身
负重伤，但他仍咬紧牙关坚持指挥战
斗，率领战士奋勇登城。

1947年7月11日凌晨，王克勤因失
血过多，英勇牺牲，年仅27岁。为纪念
他，他生前所在的排被命名为“王克勤
排”。中共定陶县委、县政府决定将县
城北门改名为“克勤门”。

王克勤英勇牺牲的消息传到野战
军总部后，刘伯承司令员激动地说：“蒋
介石一个旅也换不来我一个王克勤！”
随即他以自己和政委邓小平的名义，亲
笔给王克勤所在部队发去了唁电，称赞
他是“战斗与训练、技术与勇敢结合的，
为我全军所学习的新的进步的范例”。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记者叶
昊鸣）记者 24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
针对西藏林芝市墨脱县当日发生的
6.3级地震，应急管理部及中国地震局
已启动响应，暂未接到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报告。

据了解，应急管理部党组书记黄
明、副部长尚勇在指挥中心与中国地
震台网中心、林芝消防视频连线，了解
调度震情灾情，部署尽快核实灾情、分
析地震趋势，切实做好抗震救灾工作。

4 月 24 日 4 时 15 分，在西藏林芝

市墨脱县（北纬 28.40 度，东经 94.61
度）发生 6.3 级地震，震源深度 10 千
米。林芝消防力量已赶赴震中应急处
置，向当地了解的情况显示，中心区域
震感强烈。

中国铁路成都局有限
公司重庆工务段的两名桥
隧工在重庆白沙沱长江大
桥进行巡检作业（4 月 23
日摄）。

4 月 23 日下午 5 点 40
分，随着重庆白沙沱长江
大桥通行的最后一列客运
列车顺利通过，这座“服
役”了59年的重庆首座长
江大桥进入“退役”倒计
时。4 月 24 日后，所有列
车将改线经距白沙沱长江
大桥约 100 米的新白沙沱
长江特大桥通行，新桥“接
力”老桥，运输能力将得到
大幅提升。

白沙沱长江大桥于
1958 年开工，1960 年通过
首趟列车，是继武汉长江
大桥之后的第二座长江大
桥。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重庆首座长江大桥重庆首座长江大桥““退役退役””

新华社长春4月24日电（记者赵
丹丹）长春市的一栋居民楼前，一名
男子利用窗前的铁制护栏从一楼爬
上三楼，打开窗户后，成功跳进屋里
救人……23日早上的这段视频在网上
火了。

记者了解到，视频中的男子是长
春急救中心第三分中心正阳急救站的

“90后”急救车驾驶员韩义旭。当天他
为了尽快救出被反锁在屋内的病人，
毫不犹豫地变身“蜘蛛侠”，上演了视
频中惊险又温暖的一幕。“因为我曾经
是一名军人，我知道自己能行，我当时
唯一的想法就是赶快救出病人。”韩义
旭说。

23日早上，家住长春市泰莱街某
小区的一位老人遛完狗回到家中，发现
老伴倒地不起，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

话，并下楼等候。没想到慌乱中将钥匙
反锁在家中，一时间难以快速打开房
门，老人急得团团转。就在大家束手无
策时，急救车驾驶员韩义旭观察后发
现，老人家所在的三楼阳台开着窗户，
一楼、二楼住户窗外还都安装了铁制护
栏，他决定爬上去救人。

“只见韩义旭用手晃动了一下护
栏，就开始往上爬，我们都没反应过
来。”当时在场的长春急救中心护士王
双说：“当时楼下围了不少人，都提醒
小韩注意安全，我们一边佩服他的勇
敢，一边也为他捏了一把汗。”

王双告诉记者，韩义旭顺利翻进
屋后，迅速打开房门，急救人员马上冲
进屋内全力抢救，但遗憾的是，晕倒的
老人没能救过来。虽然如此，当韩义旭
和同事们走下楼后，围观的居民依然

把夸奖和掌声送给了他们。随后，老人
的女儿从家里赶来，得知 120 医护人
员所付出的努力后，也给予了最真诚
的感谢。

“那一刻，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都
值得。”韩义旭说。

长春急救中心第三分中心书记李
韦告诉记者，他对小韩的行为一点都
不感到惊讶，因为他经常这么做。

据李韦介绍，韩义旭自从2015年
2月来到长春急救中心成为一名急救
车驾驶员后，一直用心投入每一次急
救出车工作。韩义旭不仅每年都是单
位的先进个人，还获得过“长春急救青
年先锋”等荣誉称号。

“小韩他们班组这个夜班一共出车
12趟，那么疲惫辛苦的情况下，他还能
徒手爬楼，真的很了不起。”李韦说。

新华社成都4月24日电（记者董小红）在日常生活
中，口腔健康经常容易被忽视。专家提醒：口腔病变有
征兆，如果平常不注意，可能造成严重的口腔问题甚至
引发口腔癌。

24日在成都召开的2019西部国际口腔展上，中华
口腔医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学术院长
周学东介绍，与大家平常的感受不同，不少口腔问题刚
开始没有特别的症状，患者也感觉不到疼痛，往往是一
些“隐形病变”，但却需要特别注意。

周学东说，例如俗称的“虫牙”，经过研究证实，引起
龋病的细菌，本来是常驻人体口腔里的正常菌群，由于
周边环境、食物、个人卫生习惯等多种原因，正常菌群变
成了致病菌，才导致龋病的发生。和大家平常的认知有
所不同——并不是勤刷牙，就不会得龋病。当身体出现
内分泌问题，比如得了糖尿病等，都可能导致龋病的发
生。

“牙龈内的神经不那么敏感，常常牙龈已经病了，还
没有把信号传递给大脑。因此，当大家感觉口腔健康出
了问题，往往已经是中晚期。”周学东说。

周学东提醒，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口腔出现的一些
“隐形病变”需要特别关注，如果发现牙齿偶尔疼痛、咀
嚼食物时不舒服、口臭、刷牙时容易出血、牙齿上有黑斑
或变色等现象，一定不能忽视。不少人觉得忍一忍就过
去了，但这些都是口腔出现问题的迹象，需要及早就医
检查，避免恶化引发严重口腔疾病。

“在口腔疾病的早期阶段就要早干预早治疗，例如
对龋病来说，如果在早期阶段就能被发现，只要进行及
时治疗，可能不会破坏整个牙体的完整性；对于牙周病
来说，在牙龈炎阶段早期发现的话，未来也不会产生大
牙缝并发症。”周学东说。

关注口腔健康

“隐形病变”勿忽视

西藏林芝市墨脱县发生6.3级地震
暂未接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徒手爬楼救人！

“90后”急救车驾驶员变身“蜘蛛侠”

王克勤：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战斗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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