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醉酒摧花莽汉被拘
10

天
成都商报讯（彭家兴记者罗本

平）4月30日凌晨，凉山州会东县男子熊
某喝醉后，发“酒疯”大肆摧花，将会东
县城北三鑫大道一段上摆放的17盆560
余棵鲜花、4盆4棵红聚木、128棵常青藤
拔出、踩踏。最终，该男子被警方行政拘
留10天、罚款1000元、赔偿被毁花木损
失1600元。
4月30日凌晨1时23分，会东镇派出

所巡逻民警巡逻至城北三鑫大道一段
时，看见一个喝醉酒的男子与一朋友徘
徊在街道中间的台式花池边，醉话不断，
手脚更是不老实，不停地将当日早晨刚
栽下去的一丛丛鲜花、绿化树木肆意地
用手拔出丢在地上，并用脚不停乱踩，而
地上早已一片狼藉。巡逻民警当即将这
名醉酒男子带回派出所。男子稍微清醒
后交代，他姓熊，现年25岁，系内江市东
兴区永福乡玉泉山村4组村民，在会东县
城某家电公司上班，因为晚上和朋友一
起喝完酒，逛街时酒劲上来，失去理智才
干出这样的事。
会东镇派出所针对熊某的行为及破

坏花木造成的经济损失等情况综合勘查
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
的有关规定，对当事人熊某以寻衅滋事
行为对其进行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这
也是该县首个因破坏城市绿化花草树林
而受到拘留的治安案件。

货车追尾公交车
38

人受伤
4月30日14时14分左右，泸州市公交

公司一辆车牌号为川E07924号公交车从
泸州驶往高坝方向时，发生车祸。昨日，
泸州市安监局通报信息显示，车祸是被
吉祥物流公司一辆货车追尾所致。车祸
中，38人受伤。不过，所有伤员均无生命
危险。

当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赶到现场
时，公交车已撤离，伤员已全部送医。只
有肇事大货车还停放在原地，有人正在
清理洒在公路上的酒糟。附近一村民介
绍，公交车正在上下乘客，一辆车牌号
为川EAD935运酒糟的货车突然从后面
冲来，只听“砰”一声闷响，车上哭喊声
一片。
泸州医学院附属中医院医教科科长

刘鹏昨日介绍，此次事故中总共有37名
乘客与1名货车司机受伤。昨日上午，泸
州市副市长曹勇前往医院，看望了伤员，
并对事故善后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成都商报记者张柄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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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微博叫卖“熊猫蜂蜜”

成都商报讯（记者余文龙实习记
者张疏桐）日前，知名地产商任志强在
微博上上传了一张印有熊猫图案的罐装
蜂蜜图，附言“熊猫保护区生产的熊猫
蜂蜜。欢迎有意者帮助推销，以扩大资金
来源用于熊猫的保护。”卖地的任志强
卖起了蜂蜜吗？原来，蜂蜜的产地之一是
绵阳市平武县木皮藏族乡关坝村，由环
保组织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帮大熊猫
栖息地的村民销售，任志强是帮忙吆喝。

成都商报讯（王玉洁记者梁梁摄影
报道） 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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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旅游小姐环球大赛暨
武则天故里旅游形象大使全球选拔赛在广
元利州区正式开幕。活动期间，来自世界五
大洲

60

个国家和地区的驻华大使、参赛佳丽

以及多名中国著名女书法家将齐聚广元利
州区，参加“百凤朝圣”和“百凤朝皇”等旅游
活动。活动首日，首批抵达广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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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参赛
佳丽入城巡游， 沿途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

并有很多网友拍照上传微博。

4月30日晚，一场大暴雨突
袭眉山，一直持续到昨日凌晨。
昨日，眉山市气象台称，这是今
年眉山首场区域性暴雨，最高降
雨量出现在彭山，为109毫米，最
大瞬时风速则出现在东坡区，达

14.6米/秒，达七级。
昨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来到位

于眉山城区大润发超市附近的精品书
展展场，看见蓝色帐篷已被刮翻，工作
人员正在清理被雨水淋湿的图书。工
作人员曾先生称，4月30日是他值守展
场，晚上11点30分左右，一阵稀疏的雨
滴之后，接着就是大风连着大雨袭击
而来，眨眼间，罕见的大风就将展场帐

篷刮翻。其余工作人员闻讯纷纷赶来，
虽采取了紧急措施，但依然无济于事。
特大暴风雨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1点
30分左右。

据展场一位负责人介绍，此次书
展是4月6日开展的，共设4个展点，有
700多种精品图书，价值200多万元，受
暴雨影响，损失约为50万元。

此次暴雨也给眉山城区的园林绿
化造成了较大损失。据眉山市城管执
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有200余株大小
乔木倒地，500多株乔木折断，昨日一
早，眉山市城管执法局便组织100多人
放弃休假投入到抢修、补栽工作中。
乘风成都商报记者蒋麟摄影报道

4月29日晚至30日凌晨，乐山
市犍为县持续暴雨天气。受暴雨、
大风和冰雹袭击，该县舞雩乡、新
盛乡、定文镇、罗城镇等乡镇遭受
巨大损失。据犍为县民政部门统
计，此次灾害共造成4个乡镇1.6

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860万元。
昨日下午，犍为县舞雩乡高河村

标准化蔬菜生产基地里，今年48岁的
村民宋文彬满脸无奈地说，连续两晚
的风雨袭击，他租种的150亩蔬菜大部
分受损。

据舞雩乡副乡长邹逸霞介绍，除
高河村标准化蔬菜生产基地外，银桥
村800亩的中药材基地也遭受损失。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在受灾
较为严重的舞雩乡熊马村、高河村等
地看到，因受暴雨、大风以及冰雹的袭
击，不少村民的房屋瓦片被吹翻，路边

的竹子、树木等也受损严重。
据统计，这次暴风雨灾害共造成

舞雩乡、新盛乡、定文镇、罗城镇等4个
乡镇1.6万人受灾，农房、农作物、电力、
水利设施等受损，直接经济损失达860
万元，其中农房受损650间、倒塌199
间，农业受灾8610亩，成灾5895亩，农
业经济损失76万元。
昨日下午，记者从犍为县气象局了

解到，根据气象监测数据显示，4月29日
至30日，犍为县最大降雨量达79.7毫米，
最大风速为13.8米/秒。据犍为县民政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事发后，县、乡、村三
级干部走进村民家中，调查核实灾害情
况，发动村民做好抗灾自救工作。

除犍为外，此次降雨还导致乐山
市中区牟子镇武皇村、老农村、白果村
等多个村的上千亩菜地被淹。

成都商报记者顾爱刚

4月29日晚10时30分许，一场突如其来
的冰雹，袭击泸州纳溪区多个乡镇。冰雹
伴随着狂风、大雨，肆虐时间长达15分钟。

初步统计数据显示，本次自然灾害共
造成纳溪42688亩农作物受灾，5500亩农
作物绝收，损毁房屋6780间。受灾人口超
过5万，直接经济损失3000余万元。

冰雹从天而降10多小时没化完
昨日上午，地处鼓楼山深处的纳溪区

龙车镇云台村，大雨仍狂泻不止。阵性大
风时不时拂过山冈，道路两旁密密匝匝的
竹子，随风起伏。虽然已过去30多个小时
了，但狂风、冰雹肆虐过后的痕迹，仍处处
可见。4月29日晚一阵冰雹过后，地里二三
十厘米高的玉米苗，全被拦腰砸断，部分
玉米苗，甚至被直接砸入稀泥当中。
而在白节镇玉水村，公路沿线一排排行

道树、电杆，已被大风拦腰斩断。直径超过40
厘米的大树，甚至被连根拔起。该村蔬菜基
地，眼瞅着即将上市的黄瓜、茄子，在狂风冰
雹双重肆虐之下，已被“扫荡一空”。

龙车镇政府工作人员李帮涛印象最
深刻的是，30日一早，也就是冰雹发生10
多个小时后，自己赶到云台村，“前一天晚
上降下的冰雹还没完全融化，一些地方甚
至还能用手捧起冰雹。”

额头疼痛难忍顶起铺盖逃生
冰雹从天而降的场景，村民余世莲记

忆太深刻了，“29日晚，我睡得比较死。突
然间，我额头仿佛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
疼痛难忍。我伸手一抓，这才发现，竟然是
一块鸡蛋般大小的冰雹！”

余世莲家是砖木混合结构的房子，全
部盖的都是彩钢瓦。狂风揭顶之后，余世
莲睡觉的卧室，直接暴露在了露天下，“只
听到噼噼啪啪，冰雹砸在彩钢瓦上面发出
的声音。情急之下，我赶紧抱上小儿子，顶
着铺盖逃生，一路小跑跑到附近堂哥家借
宿。第二天早上回来才发现，住房没了顶。
彩钢瓦吹到了几百米外的半山腰。养猪场
砖柱被吹断，整个养猪场直接塌了下来。”

让余世莲稍感欣慰的是，大风冰雹中，她
家的冰箱没有损坏。

狂风冰雹中受损的民房，不仅余世莲
一家。

在堂哥家中寄宿一宿后，余世莲带着
儿子，来到同村的干妈雷吉祥家中。由于
小青瓦被吹走，冰雹又砸坏不少瓦片，雷
吉祥家中也是四处滴水，无法收留余世莲
母子。直到到了自己婆婆贾朝银家，余世
莲这才总算找到了安身之处，“婆婆家也
找不到一床干被子，幸好此时政府工作人
员送被子过来。凑合着，我们才安顿下
来。”余世莲说。

冰雹持续15分钟风力10级以上
纳溪区政府统计数据显示，29日晚大

雨、冰雹、大风，造成纳溪区9个乡镇、1个
街道严重受灾，其中，受灾人口达56250
人，政府转移受灾群众1782人。全区农作
物受灾面积达42688亩，农房倒塌92间，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3000余万元。当地气象部
门统计的数据则显示，冰雹最大直径达
125毫米，冰雹持续时间长达15分钟，最大
风力达10级以上。

昨日上午，记者前往龙车镇云台村采
访时，龙车镇所有镇、村、社三级干部已全
部分成小组，深入云台、利合两个受灾最
为严重的村子走家入户调查。副镇长徐万
萍介绍，进一步摸清灾情后，对于受灾最
为严重的农户，镇上将落实干部，一对一
进行帮扶。记者则了解到，目前纳溪区已
紧急安排首批救灾应急资金55万元，确保
灾民有衣穿，有饭吃。
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泸州市气

象台台长林绍文介绍，根据历年气象资料
分析，每年4月和7、8月，是泸州最容易出现
冰雹的季节，“29日当天，由于此前连续多
日的晴好天气，导致气温快速上升。最高气
温早已突破30℃，气层极不稳定。再加上随
后高原到盆地有一个低潮过境，最终产生
雷电、冰雹、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
郭峰朱静成都商报记者张柄尧摄影报道

泸州新闻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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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晚到昨日凌晨，伴着轰隆隆的雷声
和划过天际的闪电，噼里啪啦的雨点下了
起来。根据成都温江国家基本气象站的监
测，这场降雨是今年以来成都市最大的一
场雨。接下来3天，成都市局部地区仍有雷
雨或阵雨。

由于前几日成都市区持续高温，暖空
气不断上升，大气处于潮湿且不稳定状
态，形成了强对流天气。前晚的雷雨、闪电
便是一种强对流天气现象。从前晚10时10
分开始，温江气象站就开始测得降雨量，

一直到昨日早晨，零星的毛毛雨还在下。
降雨集中的过程，是从前晚11时到昨日凌
晨5时许。这次降水，温江站测得的降雨量
达22.9毫米。此次降水主要影响盆地西南
部，昨日凌晨2时30分左右，眉山市和乐山
市气象台曾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

根据四川省专业气象台的预报，今日
白天，盆地各市阴天间多云，部分地方有
阵雨或雷雨；甘孜、阿坝两州阴天间多云，
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方有大
雨，凉山州、攀枝花市多云间晴。

今晚到明日白天，盆地各市阴天间
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有
短时阵性大风，其中广元、绵阳、巴中、达
州、南充、广安六市有中雨，局部地方有
大雨；甘孜、阿坝两州阴天间多云，部分
地方有阵雨或雷雨，凉山州、攀枝花市多
云间晴。

3日晚上到4日白天，达州、广安、成
都、雅安、眉山、乐山、自贡、宜宾、泸州九
市阴天间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雨，盆
地其余地方阴转多云；甘孜、阿坝两州阴

天间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雨，凉山
州、攀枝花市多云间晴。

成都商报记者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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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星期三责编高升祥编辑李佳丽美编陈小澜校对李博

“看嘛，这就是上个月收到的游戏币，
有15斤。”昨日，广安市广泰公交公司车队
队长刘亚雄满脸无奈。

自2011年11月起，广安市公交车开始实
行无人售票，每天收到很多无效币，损失已近
万元了。其中仅游戏币，已收到近百斤了。

游戏币游戏者图方便
昨日上午，广安市广泰公交公司点钞

室内，几名戴口罩的点钞员正在忙碌。她们
脚下，几个大箩筐中装满了残币和假币。
刘亚雄从箩筐中提出一只布袋，哗啦

啦倒出一摊硬币来，“这些都是来自电玩
城的游戏币，和一元硬币很像。”

刘队长说，一开始他们以为游戏币价格
便宜，后来派员工去游戏厅调查，发现这些
游戏币绝大多数都是一元一个，“这说明使
用游戏币并无便宜可占，纯粹是图方便。”

玩具币学生娃恶作剧
在小面额钞票中，极少有假币存在。但在

点钞室内，却有一种被称作“儿童玩具币”的
假币，上端竟然写着“儿童玩具银行”，和真
的人民币大小和图案都差不多，同样是双面
印刷，只不过上面有米老鼠等卡通图案。
据刘亚雄介绍，“儿童玩具币”和真币

的图样极其相似，公交车司机既要注意行
车安全，又要兼顾投币箱，不易及时发现。

成都商报记者调查发现，此类“儿童玩
具币”市区各中小学附近小卖部或者文具
店均有售，甚至一些幼儿园附近也在热卖。

恶意残币逃票者的新招数
在堆积如山的无效币中，记者发现既

有破损的5元，又有对半撕开的1元。刘亚雄
说，一些市民故意将1元的纸币撕成两半，
以达到用1元钱乘坐两次车的目的。
公交车驾驶员杨师傅说，车辆到站后，

他们一方面要疏导乘客有序上车投币，另
一方面还要注意后面下车乘客的安全，乘
客如使用残币，他们很难看出来。

张雄成都商报记者邓成满

狂风大作夜雨袭川
前晚至昨日凌晨，成都迎来今年来最大一场降雨；风暴天气同时影响盆地西南部

鸡蛋大冰雹砸进屋
母子顶着铺盖逃生
29日晚，冰雹袭击泸州纳溪区，持续时间长达15分钟，5万余人受灾

泸
州

公交车无人售票
半年收了百斤游戏币
广安市广泰公交公司称，半年来收到的无效币已造成近万元损失

暴风雨来袭犍为4乡镇受灾

七级大风掀翻帐篷图书淋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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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播报
省道303线耿达至映秀段
昨日抢通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交警部门获
悉，前晚9时许因降雨发生塌方的省道
303线耿达至映秀段道路，于昨日下午3
时30分被紧急抢通。因道路中断受阻的
近600辆车亦得到疏散。

交警提醒，目前上述路段虽已抢通，
但仍有零星塌方落石现象，交管部门将
加强道路监测。根据交管部门此前发布
的通告，从2011年8月29日至2015年12
月，省道303线映秀至耿达段公路仍将实
行一天进一天出的方式进行管制。客运
车辆和外地进出卧龙车辆需经“成都-
雅安-宝兴-夹金山-小金-卧龙”或“卧
龙-小金-马尔康-理县-汶川-成都”等
线路绕行。 成都商报记者王圣

深山海子暗藏“巨木阵”

古地质遗址受保护
筠连县巡司镇鲁班山一片干涸的海

子挖出大量神秘巨木，小者似桶，大者如
轮。由于开采方涉嫌无证盗采，筠连县政
府责令其立即停止开采，百余吨转移巨
木被警方追回。经文物专家初步鉴定，出
土巨木虽不属于文物，但具有一定科学
研究价值，烂田口干海子被暂定为古地
质遗址予以保护。
4月25日上午，数百名前来看热闹的

村民将巡司镇黄坪村烂田口干海子团团
围住。四台大型挖掘机停在岸边，警方拉
起警戒线。烂田口干海子是一片夹在鲁
班山和庙基顶之间的沼泽地，南北长约
400米，东西宽约80米，海拔高度约900
米。连续两天的挖掘已将干海子西南和
东北地表翻了个底朝天，形成大大小小
数十个坑，露出黑色稀泥，几截糊满泥巴
的木头胡乱散落在坑边。村民围着一根
黑色巨木啧啧称奇，不时有人抠下巨木
表皮上的腐质。经丈量，巨木枝丫最大直
径超过3米，主干周长（不含腐烂部分）
超过4米，总长度约6.9米。巨木上没有锯
痕，也没有凿印，看不到树蔸和枝桠。祖
祖辈辈生活在干海子旁的村民们表示，
没见过如此巨大的木头。

据黄坪村支部书记张成仲介绍：烂
田口干海子在上世纪70年代前一直是个
水深数米的天然湖泊，后来由于开渠放
水和煤矿开山挖煤，海子枯竭，形成既不
能蓄水，又不能耕作的沼泽地。
张成仲说，烂田口干海子下面埋着

大量烂木头，这是当地几代人都知道的
传说。以前有人在干海子附近掉入泥淖，
污泥淹没至颈部，直至踩到泥下的木头
才没有完全陷下去。在过去几十年间，村
民打井总能从2米多深的地下挖出木头。
今年4月19日，村民自愿与乐山某乌

木开发公司老板张勇达成承租协议，张
勇以每亩2200元至2350元的价格租用干
海子，雇用挖掘机在干海子“寻宝”———
采挖地下木头。村民自愿租出40余亩，张
勇当天下午向村民支付了10万余元现
金。4月20日，张勇从干海子挖出大量黑
色巨木外运，引起村委和部分村民警觉，
遂向巡司镇政府作了反映。
接受电话采访时，张勇否认是乌木

开发公司老板，其他情况不愿透露。
巡司镇副镇长杨启全称，筠连县政府

接报后，立即由分管副县长牵头，组织公
安、林业、国土、文化、巡司镇、腾达镇及黄
坪村相关人员赶到烂田口，责令开采方立
即停工接受调查。随后，筠连林业公安组
织警力对外运的盗采巨木进行追缴，目前
已追回8车38截巨木总重量超过100吨，其
中单根巨木最重达6.2吨。追回的巨木已交
由筠连国土部门统一保管。
据测量，烂田口干海子及附近约80

亩土地下面均埋有巨木，目前挖掘机能
挖到的最大深度为4米左右，4米以下的
土层是否还埋有巨木有待考证。

经省、市文物及考古专家取样鉴
定，筠连出土的巨木不是文物，暂定为
古地质遗址予以保护，不准任何个人进
行发掘。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罗敏

自贡、宜宾新闻热线
1355070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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犍为县舞雩乡高河村，菜地薄膜上布满冰雹打烂的洞

望着被揭顶的房屋，余世莲很无奈

夜雨过后，锦江漂浮白色泡沫王效摄

被暴雨淋湿的图书

今日
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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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
1~2

级

多云转阴
18℃~27℃

北风
1~2

级
明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