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

提示

08

2015年6月8日

星期一

社会

责编 徐剑 编辑 何鹏飞 美编 杨英 校对 田仲蓉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白天持续多云天

夜间偶有阵雨扰

今天白天， 成都阳光将在云

朵的陪伴下含蓄开放， 最高气温

32℃。随后两天，白天阳光坚守岗

位，最高气温33℃左右，10日傍晚

前后成都部分地方有阵雨出现。

今天白天：雅安、眉山、乐山、内

江、自贡、宜宾、泸州7市及成都、

绵阳、德阳3市西部阴天，有阵雨

或小雨，其中宜宾、泸州2市南部、

雅安西部、乐山西南部有中雨，盆

地其余各市阴天间多云； 川西高

原和凉山州北部阴天， 有雷雨或

小雨，雨量普遍可达中雨，其中甘

孜州中部的部分地方有大雨，攀

西其余地方阴天间多云， 有阵雨

或雷雨。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今日

尾号

限行

1� 6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

AQI指数：58-88

� � � �温馨提示： 某些污染物可能

对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健康有较

弱影响， 异常敏感人群减少户外

活动。（据四川省气象台、成都市

环保局官网）

成

都

今/多云

21℃-32℃ 偏南风1-3级

明/多云

21℃-33℃ 偏南风1-3级

●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 “排列

3

和排

列

5

”第

15151

期 排列

3

中奖号码 ：

455

， 全国中奖注数

3869

注，每注奖额

1040

元 ；排列

5

中奖号码：

45518

， 全国中奖注数

58

注，每注奖额

10

万元。

●

中国体

育彩票

7

星彩第

15065

期开奖结

果 ：

4411025

。一等奖

2

注 ，每注奖

金

5000000

元 ；二等奖

22

注 ，每注

奖金

8720

元。

兑彩票

成都商报记者

胡挺 摄影报道

小莲的去世， 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沉重

的打击。36岁的覃先生，在镇上的龙桥市场

经营一家蔬菜店，10多天来， 他无心做生

意，脑海里都是女儿生前的画面。而在9岁

的女儿面前，姐姐一词更是忌讳。“只要一

提到姐姐，她就会忍不住哭起来。”

事发后，覃先生认为，距离女儿事发地

点上游300米的龙桥堰应对女儿的死亡负

责。“突然那么大的水，如果不是上游开闸

放水，怎么可能会有那么急的水？而且，他

们放水之前，没有任何通知。”

昨日下午， 成都商报记者走访毗河龙

桥段附近的部分小区，多名居民表示，没有

接到上游会放水的通知。 周边一名小区居

民说，此前河道中没有水，每到周末，总有

附近的娃娃会到河道中去玩耍。

昨日下午， 成都商报记者沿着毗河龙

桥段行走了数百米， 这段河道边上是住宅

小区，住户密集，但沿途没有发现有“禁止

下河”等警示标志。

河道玩耍突遇涨水 10岁女娃殒命毗河

父亲质疑放水不通知 龙桥堰工作人员称系上游放水且无法通知

昨日下午， 东风渠管理处龙桥堰管

理点工作人员表示，23日当天，管理点并

没有开闸放水。“5月22日早上， 我们接

到上游要放水的通知。23号早上7点，就

开始放水了，到11点多水就涨起来了，12

点多就翻堤了，我们没有开闸放水。”

对于为何不通知下游居民，这名工

作人员说：“下游住了那么多人，我们单

位有多少人啊？ 挨家挨户通知怎么可

能？我们怎么去通知？”

毗河属于都江堰老灌区， 由四川省

都江堰东风渠管理处管理。对此，管理处

一名张姓负责人回答说：“东风渠816公

里，我们没办法在放水的时候，一一通知

下游。毗河属于排洪河道，也是一条天然

河道，随时存在着安全隐患，一般情况下

是不能去河道里玩耍的。”

而对于河道两边没有安全警示的

问题，这名负责人称，之前曾经立了一

些，但很多被损坏了。对于记者询问警

示牌被毁坏后，为何没有补立警示牌的

问题，这名负责人反问：“你见过公路两

边随时立警示牌‘公路行驶，严禁游人

随时过’吗……你这个就好像一个人去

杀了人，却怪警察没把他拉到，怪妈老

汉没把他教育好一样。”

事发后，覃先生也多次找过当地政

府协调处理。昨日下午，龙桥镇政府工

作人员幸先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如果

覃先生需要的话，政府可以联系为其提

供法律援助。

再过10来天，正上小

学四年级的小莲即将迎

来自己的 11岁生日，然

而，小莲却等不到这一天

了———5月23日， 小莲和

妹妹小惠以及另外两名

小女孩在干涸的河道中

玩耍，突遇涨水，四人被

困。 一名男子跳入河中，

救起了三名小女孩，但小

莲却溺水身亡。

小莲的父亲覃先生认

为，女儿的死与上游仅300

米的龙桥水闸有莫大的关

系。“他们突然放水， 没有

通知下游的人， 水来得那

么快，哪个跑得赢？”该水

站一名工作人员否认了放

水的说法，“上游都江堰和

石堤堰同时放水， 水量太

大，翻过了堤坝，冲到了河

道里。”对于没有通知的说

法， 这名工作人员说：“下

游那么多居民， 我们怎么

可能挨家挨户去通知？”

目前， 龙桥镇政府正

在协调处理此事， 并表示

如果需要， 政府可联系为

其提供法律援助。

昨日下午， 成都商报记者在毗河事发

段看到，河道里已经蓄起了水，水面上，几

堆砂石形成的“小岛”露出水面。而据当地

群众反映，在此之前的约半年时间，这条河

流的河床裸露，几乎没有水流过。“有一点

点水，卷起裤脚都能过去。”附近毗河新城

的一名住户说。

5月23日，星期六，下午2点左右，小莲

带着9岁的妹妹小惠， 以及另外两名小伙

伴，正在河中心的砂石堆上玩耍。据小惠回

忆，当时，她们正在“玩泥巴”。“我们4个

人，都脱了鞋子，在泥巴堆堆里耍。”

最早发现异常的是9岁的小惠。“我最先

看到，好大的水朝我们冲过来，声音很大。”

小惠回忆说， 当时， 她大声喊：“水来了，快

跑。”另外两名小女孩开始向河岸方向跑，姐

姐小莲则因为帮小惠找拖鞋， 耽误了时间。

之后，她拉着小惠跑到了砂石堆的高处。

然而，由于水势太猛，4人都没能逃脱。

两名小伙伴被奔涌而至的水流冲到七八米

远的地方，几分钟后，小莲和小惠也被卷入

水中。

危急关头， 住在河边毗河新城小区的

搬运工人马传贵刚好经过。“我从那儿过

的时候，看到两个女娃娃在水里挣扎，水把

她们冲得上下沉浮。”他没有多想，脱掉鞋

子，手机扔在岸上，直接跳入水中。

水流湍急，马传贵在水中摸索，找到了

第一个距他较近的小女孩， 他用手拉住对

方，游到了岸上。之后又再次下水，将另一

名在水中沉浮的女孩救上岸。此时，原本站

在砂石堆上的小莲姐妹， 也已经被冲入水

中。“我刚救了第二个，听到对面岸上有人

在喊，水里还有两个，我也没有多想，马上

又跳下去了。”马传贵说。

由于前两次救人消耗了大量体力， 马传

贵第三次下水时，动作已稍显迟缓。“前两个，

大概2分多钟救回来一个，第三个，可能花了有

5分钟，体力有点跟不上了。”他说，但他仍然

游到砂石堆边，将小惠拉住，游到了岸上。

他第四次入水， 准备去救最后一名女

孩小莲，却发现他已经找不到人了。“我在

那附近找了好久，又向下游了几十米，都没

有看到她。”最后，他放弃了寻找，上岸。没

等到家属赶来，他已经离开现场。

下午4时许，小莲的尸体，在下游被找到。

突然涨水 四个娃娃遭困在河心

搬运工四次下水 妹妹获救 姐姐却不在了

家属质问：为何放水未通知？

没有开闸放水，

无法通知下游居民

成都商报讯（王川源 宋建伟 记者

江龙）

6月6日下午， 在攀枝花金沙江边

发生一起悲剧，3名初中学生在江边游

玩时，不幸落水溺亡。事发当晚11点过，

3人的遗体被打捞上岸。目前，有关部门

正在对溺亡原因进行调查。

据消防人员介绍，6日下午4点半，

消防接到报警后，赶往事发现场。事发

地点位于攀枝花钒钛产业园区马店河

货场下方的金沙江边。附近的村民向消

防人员介绍，当天下午，有七八个初中

生趁着周末，到金沙江边游玩、戏水。后

来，一名男生首先下江游泳，出现溺水，

随即两名女生可能是急着下水救人，结

果也溺水了，最终3人消失在江水中。

目前，当地警方正在对溺亡原因进

行调查。

江边游玩

攀枝花3名学生溺亡

“卫生间，1元1人。”由于景区内卫生

间较少， 平乐古镇部分街道旁的旅馆趁机

做起了厕所的生意。日前，成都商报记者先

后前往位于邛崃的天台山和平乐古镇景区

暗访旅游厕所时发现， 天台山景区内的旅

游厕所厕纸盒基本成了摆设，且很不卫生。

而平乐古镇的厕所数量较少而且比较隐

蔽，这使得街道边部分旅馆“顺理成章”地

做起了厕所生意。

天台山

锈迹斑斑的厕纸盒只是个摆设

2日中午，成都商报记者走进天台山游

客中心大厅，顺着卫生间的方位指示，走了

进去，卫生间宽敞明亮，通风较好有熏香、

无异味，不过，厕纸盒内空空如也。

同样，当记者进入景区内左侧的第一个

卫生间后，发现不仅空间有些狭小，而且所

有厕纸盒均无纸张，部分厕纸盒表面甚至锈

迹斑斑，有污点。类似情况在记者稍后走访

的几座厕所均有体现。此外，记者暗访的景

区内的4座厕所均无“小心滑倒”等提示。

平乐古镇

公厕少，旅馆钻空子：1元1次

下午3时许，记者顺着乐善街进入平乐

古镇， 一路上并未发现厕所及其标识。不

过， 街边有多个旅馆在落地招牌上贴出了

“卫生间，1元1次”的纸张。经记者询问，原

来景区最近的厕所是在约1千米外的音乐

广场旁。

几经询问，记者终于找到了这座厕所。

除了厕所门口的标牌外， 其他地方并未发

现明显标识。厕所整体环境古朴敞亮，但厕

纸盒是空的，而且烘手机不能正常使用。

在古镇颇有名气的乐善桥旁，记者看到

路牌指示有座厕所就坐落在桥的南侧。不

过，顺着指示，记者看到的厕所已被紧锁。此

后，虽然仔细查看，但是在河边并未发现有

厕所分布。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春 摄影报道

平乐古镇公厕少 街边旅馆赚起“方便钱”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 全 国 联 销 “

3D

”第

2015151

期开奖结果 ：

430

，单选

7936

注 ，单注奖金

1000

元，组选

3

，

0

注，单注奖金

320

元，

组选

6

，

23760

注，单注奖金

160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双色球 ” 第

2015065

期开奖结

果 ： 红色球号码 ：

29

、

26

、

08

、

14

、

10

、

19

，蓝色球号码：

12

。一等奖

7

注，单注奖金

7823453

元。二等奖

127

注，单注奖金

194529

元。滚入

下期奖池资金

456496222

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

后的结果为准）

9

岁的小惠站在河边，远处，正是姐姐落水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