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堂防洪预警从红色降为橙色 暂无人员因灾伤亡报告
昨日下午，金堂县委县政府发布公告，此次洪灾导致县城进水10平方公

里、老城区内涝3平方公里，县城外农田受灾面积3.25万亩。目前区域降雨有所减
弱，水位逐步下降，防洪预警由红色降为橙色，灾后生产生活恢复已成为全县第
一要务。公告称，7月10日，金堂县受大范围强降雨影响，县域中河、毗河、北河
水位暴涨，沱江最高洪峰流量达7810立方米/秒，为金堂县历史第二高水位。
汛情预警发出后，金堂县人民积极响应、立即行动，在党群同心、军地协力、各
界驰援之下，暂未出现人员因灾伤亡报告。截至记者发稿，金堂县共出动部队
官兵2000人；出动消防车20台、吸粪车27台、洒水车20台、挖机80台、铲车80
台、转运车75台等专业力量积极清淤。 成都商报记者 吴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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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岁娃落水 4个电工合力救起

12日上午，天府新区白沙镇梓潼村，一个2岁小女孩掉进了堰塘里。正在附近抢修的国网
天府新区供电公司万安供电所的4名电工，听到有人呼喊后急忙跑去救人。当时龙兴国站的位
置最近，第一个跑拢，他衣服鞋子都没来得及脱，便一头扎进水里。娃娃正在往下沉，他一把抓
住，托上水面，另外3名电工合力将孩子拉起。听到女孩哇哇的哭声，他们都长舒了一口气。因
为当天有12起线路问题需要抢修，4人又继续投入工作。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要不是看了电视新闻，成都交警二分
局五大队李叶的战友们还不知道，这个正
在休假的小伙悄悄参与了暴雨救援。11日
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他持续工作了15
小时左右，只吃了两根玉米一碗稀饭，却
成功救出了20多名被困群众，配合消防成
功疏散了400多位居民。

11日傍晚6点30分，央视新闻报道了
四川多地强降雨的消息，画面中，一个身
着成都交警“小黄衣”、正在抢险救人的身
影进入了交警五大队战友们的视线。“这
不是李叶吗？他这几天不是在休假吗？”

原来，电视里的那个“小黄衣”，就是
交警二分局五大队的辅警李叶。因为暴
雨，他家所在的新繁镇龙安社区遭遇积水
围堵，正在家中休假的他立马投入救援，
没想到，这个救援过程被人拍下了视频。

12日中午，成都商报记者找到已归队
的李叶，他讲述了整个过程。他先后参与五
个救援点，救出90岁老人一家5口、抬怀孕
妇女、背小孩出来……一直忙到晚上10点，
他才回到家中。

成都商报记者 戴佳佳 警方供图

孕妇临产被困 皮划艇解救 仅12分钟送达医院

11日下午3点30分，龙泉驿区十陵街道来龙村17组49号一名孕妇羊水已破，即将生产。由
于暴雨引发大面积积水导致孕妇被困，情况十分紧急。来龙村居委会主任严继彬等一线人
员坚守现场守护孕妇，同时协调派出所等部门，从芙蓉小区调度皮划艇，并拨打120急救电
话。整个救援过程仅12分钟，就将孕妇送达医院，最终孕妇顺利产下了一名男婴。

成都商报记者 雷浩然

金堂小伙用自家橡皮艇救出10余人

7月11日晚7点半，金堂大道上一名年轻小伙全身湿透，正拉着一艘橡皮艇从城内转移
出一名女性和一名儿童。据了解，他叫钟义，是金堂本地人，11日用自家购买的橡皮艇转移
被困群众10多人。“这个橡皮艇我本是买来玩的，没想到派上了用场。”钟义抹了一把脸上的
雨水对记者说：“大概10点半就进去救了第一批人出来，主要帮老人、妇女和儿童转移。能帮
一把就帮一把，这些都不算什么。” 成都商报记者 龚靖杰

昨日，淹水后的金堂进入清淤阶
段，城区多个广播向居民循环播放着通
知：洪水已基本退去，各乡镇需安排好
清淤工作并及时上报工作进展。

城区居民
水退后赶紧清淤
从5点一直忙到10点

上午10点，金堂县老城区河坝街的
部分地砖已经露出了水面，街道两边，
小区居民自发组织起来，清理地上的淤
泥。淤泥最深的地方仍可淹没小腿，大
街上，沙发、桌子、自行车、小汽车等随
处可见，栏杆上挂着水草、塑料口袋。

住在文化街432号的武先生一宿没合
眼，盯着楼下水位的变化。“到凌晨两点的
时候，水就退到了小腿位置。”他介绍说，
水最深的时候有90厘米，看到退水后，小
区居民赶紧出动清淤，从凌晨5点一直打

扫到10点左右。
就在附近的河坝街，由于临近河道，有

的住户家中水深达到170厘米。“全家都住
在二楼，晚上就吃点干粮。”一位住户表示，
上午7点，他们开始了清淤。河坝街小区，
由社区和居民组成的志愿者一早就忙
了起来。小区内的活动板房等公共设施
被冲毁，卡在了楼道口，四五名志愿者
用绳索套在门板上，齐心协力拉出了小
区。“要在水退的时候开始自救，不然后
面清理难度更大。”一名志愿者称。

老城区南滨路上，一些商铺也打开
门清理屋内淤泥。河边步行道，一直埋
在河水中的栏杆也冒了出来。

金堂县农林局
加班加点完成清淤
接下来将进行消毒

12日下午3点，金堂县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中心外，金堂农林局数十名工
作人员正在清淤。一位王姓负责人告诉
记者，下午2点他们就赶到这里，清理区
域主要是公共区域，目前已经完成了初
步的清扫。

此外，金堂农林局在农技中心、
金堂县老畜牧局、国营四川省金堂县
食品公司办公点及宿舍、国营四川省
金堂县食品公司肉联厂同步启动清
淤工作。“我们给局里所有人都发了
信息打了电话，除部分联络不上的员
工，一共约 220 位工作人员在这些点
位上进行清淤。”他透露，他们还将承
担由金堂县委县政府划分的福兴街
北河二桥到和平街路口一段的淤泥
清扫工作。目前他们正在加班加点完
成清淤工作，接下来还会就相关区域
进行消毒防疫。
成都商报记者 龚靖杰 宦小淮 杜玉全

逯望一 摄影 王效

为确保高效有序地组织好金堂县
洪水灾后城市清理工作，12日，市城管
委应急抢险队，吹响集结号，迅速赶赴
金堂。

市城管委照明处工作人员及时赶
到指定清淤点位，提供照明保障，并用
洒水车对污染城市道路进行冲洗。此次
市城管委共调配了40台洒水车、2000

把铁铲、2000把扫帚，加强城市道清
扫、冲洗和垃圾清运。

据了解，昨晚10点左右，清理工作仍
在进行中。“现在部分路灯已恢复照明。”
现场金堂县城管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次市城管委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并且
两级工作人员还将一起奋战在金堂交通
要道上，尽快完成清理工作。

同时，市城管委还组织桥梁专家对
全县主要桥梁情况进行评估。由于道路
积水严重，11日到达现场的桥梁专家，
只能乘坐装载机到达点位，通过专业计
算分析，提出科学的桥梁安全保障措施
和建议。市政处、道桥处也奔赴金堂，实
地查看桥梁安全。

成都商报记者 林聪

市城管委：清洗道路 评估桥梁安全

老城区退水
居民凌晨5点自发清淤

一楼住户被水淹 二三四楼住户发邀请

最暖那句
来我家嘛

雨中故事

休假回家“偷偷救援”
央视新闻“出卖”了他

7月11日，金堂县发布最高等级汛情
红色预警，截至12日20时，10千伏配电线
路共停电58条，35千伏线路停电3条，涉
及停电配变1825台，用户176352户。

面临特大洪灾，国网金堂县供电

公司立即启动一级防汛应急预案，调
配400余人全面巡视设施设备，紧急避
险停运47条线路。同时，安排300余人
的抢修队伍分21组开展清理抢修工
作。截至12日20时，已抢修恢复10千伏

金柳路、10千伏金滨路等24条10千伏
主线路供电，恢复35千伏线路2条，恢
复35千伏清江变电站，恢复供电配变
339台，用户21700户。

成都商报记者 吴华宇 钟茜妮

毗河的洪水逐渐散去，金海岸小区“活”
过来了。头天还需消防救援人员搭桥施救的
大门口，人们脚步轻盈。

本次洪水中，金海岸小区所有一楼住户
均被大水袭击，遭灾住户达300余家。但二楼
三楼四楼的不少住户，用一句“来我家嘛”帮
助他们度过了艰难的一夜。

7月11日，受暴雨影响，金堂城区多条河
流水位暴涨，大水漫过河岸袭击了多个小
区，金海岸便是其中之一。据物业介绍，除了
65和66号楼一层为架空层无住户外，其余楼
栋的一层住户均被水淹，涉及300余户，“深
的地方可能要到脖子了。”

罗先生居住在63栋一单元一楼。11日上
午11时许，他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遭了，家
里遭水灾了，全部都进水了！”挂断电话，罗先
生赶忙往家跑，“走到小区门口水已经在腰部
了，回到家里，已经没有办法了，除了她（妻
子）抢救出一些东西外，基本所有家电家具全
部泡水了。”此时，水位仍在上涨，罗先生和妻
子只能往楼梯间跑。

一直到傍晚，大水始终没有退去。家回
不去，小区外也是一片“汪洋”。但让人感动
的一幕发生了。“来我家！”居住在二楼的周
阿姨推开了门。当晚周阿姨不仅收留了罗先
生夫妇，还让另一住户住进了自己家，并准
备了食物。

第二日周阿姨被女儿接走时，仍不忘留
下自己房门的钥匙，“这几天你们都可以去

我们家，吃住都没问题。”
除了周阿姨外，6栋、9栋、62栋等多个楼

栋，居住在二楼三楼四楼的住户都向一楼住
户伸出了援手。

12日下午，罗先生父母也赶到了家里，
帮忙清除淤泥，整理物品。“基本都只有丢
了。沙发泡水发胀了，电视冰箱全是水，床、
被子都在泥水里。”妻子戴女士一边说一边
丢着东西。

“弄得如何了？”一位阿姨走了过来。
“爸妈，快过来，这就是给我们吃的，喊

我们住她家的周阿姨。”罗先生和戴女士一
同说道。

周阿姨是内江人，在金堂帮助子女带小
孩。罗先生一家则是自贡的。周阿姨笑着说：

“老家隔得近，这里也是邻居。”面对记者的
采访，她连连摆手，“这有啥，因为我们是邻
居啊，帮帮忙也是应该的，不能看别人家遭
灾自己装作不知道啊！”

“我们这栋楼，好多住在上面的人都在叫
一楼的去住。”周阿姨说。罗先生也告诉记者，
四楼的住户当晚还煮好了肉端来让大家吃。

“实际上，她在老城开的店也被淹了，损失起
码十来万，但回来还在帮助我们。”

12日下午5时许，记者看到不少住户清
理完房间后，便背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踏
着泥浆走出了小区。罗先生一家也打算出门
买些菜，特意感谢一下周阿姨。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国网金堂县供电公司：21700户恢复用电

众志成城
金堂无恙

7 月 10 日至 11 日，全市持续发生
强降雨，金堂县中河、毗河、北河等河道
水位迅速上涨，县内赵镇、官仓、栖贤、
清江等 10 余个乡镇发生洪涝灾害。灾
情发生后，在成都市公安局和金堂县
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金堂县公安

局全警动员，迅速行动，全力以赴做好
抗洪抢险、排涝减灾工作。截至目前，共
出动警力1254人次，车辆528辆次，累
计疏散转移群众44500余人，营救被困
人员925人。据统计，县公安局共有 66
名民（辅）警财产受到损失，其中22位

同志家中全部被淹，33 名同志汽车被
淹。截至12日下午，金堂县交通已基本
畅通，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无人员
失踪和伤亡的报告，全县社会治安秩序
稳定。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金堂县公安局：疏散转移44500余人 营救925人

这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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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群众正在清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