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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撞

昨日凌晨，1艘失控船漂向资阳城区，海事部门船员刘远和和罗少明、李德康接到命令
立即驾艇前往拦截。
“我们到达野人滩时，失控船距成渝高铁跨江大桥不足50米。
”刘远和说，
如果不马上撞开，船体很可能撞上桥墩。因此，他们从侧面撞向失控船，失控船从桥墩中间通
过，随后被骑沉

二撞

就在3人准备返回时，又发现3艘绑在一起的失控船漂了下来，当时距成渝高铁跨江大
桥只有不到200米，随即，他们驾驶巡逻艇撞向连体船，迫使船体改向，跨江大桥桥墩再次躲
过撞击。
“很惊险，巡逻艇的栏杆都有些变形了。
如果处理不当，巡逻艇就会有危险。
”

三撞

后来，他们又继续拦截漂向下游的失控船，并在撞上一艘失控船后，将其推向岸边

危急！5艘失控船漂向沱江资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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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 14 时 06 分

受暴雨影响，K245 次列车临时停靠在
陕西境内的卧龙寺车站。这是一趟由扬州折
返成都的列车

14 时 30 分

乘警巡视 13 号车厢时，遇到旅客曹女
士求助，
“警察同志，快帮帮我，我娃儿高烧
得很厉害。
”确认情况后，乘警长何志勇当即
用对讲机向列车长通报，并通过广播寻求从
事医务工作的旅客前来帮助。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患儿高烧不退还
时而呕吐，但一直没找到有医务经验的旅客
……

14 时 53 分

启动应急措施，协调西安局调度将列车
优先放行至医疗条件较好且运行 20 分钟即
可到达的宝鸡站

14 时 59 分

列车在卧龙寺车站准时发车，
前往宝鸡站

15 时 15 分

一路“狂奔”的列车终于到达宝鸡站，之
后曹女士带着儿子下车接受治疗

4 岁男童高烧呕吐
成铁乘警开通救助通道：
沱江资中段，
海事部门搜寻失控船
昨日凌晨，
洪峰过境沱江资阳段，
5 艘失控船漂向资阳城区，情况危急！
雁江区海事处的 3 名老船员驾驶巡逻艇前往拦截处置，先后 3 次撞击失控
的抽砂船，使成渝高铁资阳跨江大桥桥墩躲过撞击，成功避险。事发后，有 3 艘
船沉没，1 艘船被拦截，还有一艘失控船漂向内江方向，资阳及下游内江市资中
县两地立即搜寻拦截。截至昨日 18 时 30 分，漂向内江方向的失控船仍无下落，
两地海事部门称其可能沉没或搁置在浅滩区域。

师傅，
在宝鸡站
“刹一脚”
！

巡逻艇撞击失控船后，
栏杆发生了变形

“三撞”失控船
成渝高铁跨江大桥成功避险
7 月 12 日凌晨 4 时 47 分，雁江区
海事处接到报警称，沱江雁江区临
江镇段发现 1 艘失控船，正漂向资阳
城区。成渝高铁跨江大桥及资阳城
区 3 座桥梁受到威胁，海事部门立即
安排海事巡逻艇向上游出发，准备
在野人滩处组织拦截。
4 时 50 分，正驾驶巡逻艇在江面
上巡逻的海事部门船员刘远和和罗
少明、李德康接到命令后，立即赶往
野人滩。5 时 47 分，巡逻艇抵达野人
滩，发现一艘失控抽砂船，随即对该
船进行骑沉，
成功了。
“当我们到达野人滩时，翻个底
朝天的失控船距成渝高铁跨江大桥
不足 50 米。”刘远和说，如果不马上
撞开，船体很可能撞上成渝高铁跨
江大桥桥墩。因此，他们从侧面撞向
失控船，失控船最终从桥墩中间通
过，随后被骑沉。
就在 3 人准备返回时，上游又漂
来 1 艘失控抽砂船。刘远和接到电话
后回头看见，失控船已漂至野人滩。
随即，他们驾驶巡逻艇准备撞向抽
砂船，进行骑沉。
“正准备操作，又发

现 3 艘捆绑在一起的失控抽砂船漂
了下来。”刘远和等人发现后，立即
终止对第二艘船的骑沉操作，准备
拦截 3 艘连体船。
“当时我在巡逻艇上，3 艘连体
船距成渝高铁跨江大桥只有不到
200 米。”雁江区海事处相关负责人
说，随即，老船员驾驶的巡逻艇撞向
连体船，迫使船体改向，跨江大桥桥
墩再次躲过撞击。
“ 很惊险，巡逻艇
的栏杆都有些变形了。如果处理不
当，巡逻艇就会有危险。
”
但除了第一艘船被骑沉外，第
二艘船及 3 艘连体船仍漂向下游。随
即，海事部门继续拦截，并在撞上单
艘失控船后，将其推向岸边。此后，
这艘船被固定在青年林处。

据资阳市地方海事局及雁江区
海事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这艘失控
船在通过南津驿水电站后，漂向内
江方向。随后，海事、防汛、应急等部
门均向下游的内江市资中县相关部
门通报了此事。
资阳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
险情发生后，
交通、
交警部门迅
速封闭了沱江一桥老桥，
沱江一桥新
桥实行双向通行。
“老桥被撞的拱肋
处已被洪水淹没无法查看，
技术人员
正在密切关注大桥动态。”该负责人
表示，检测人员已赶往沱江二桥检
测，初步判断损伤程度低于沱江一
桥，
暂未影响沱江二桥通行。
目前，
交
通运输部门正组织对受碰撞桥梁受
损情况进行评估，
研究处置办法。

连体船撞上桥墩
资阳沱江一桥老桥封闭

漂向内江的失控船
可能沉没 两地继续搜寻

7 月 12 日 6 时 35 分，3 艘连体船
通过资阳城区沱江三桥。6 时 40 分，
经过资阳城区沱江一桥时，
连体船与
沱江一桥桥墩发生碰撞。
随后，
3 艘船
分开，其中 1 艘沉没。6 时 50 分，另 1
艘通过沱江二桥时与桥墩发生擦挂
后沉没。
7 时 10 分，
最后 1 艘失控船通
过南津驿水电站大坝泄洪孔后消失。

资阳、雁江两级海事部门相关
负责人介绍，除漂向内江方向的失
控船，另 4 艘船有 3 艘已沉没，1 艘被
拦截固定在岸边。待洪水退去后，海
事部门将继续处置。此外，他们也在
资阳段继续寻找漂向内江方向的失
控船。
在接到上游通报后，内江、资中

“最美背影”
山体滑坡现场冒险护送爷孙
民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不断滑坡的泥泞山路上，民警
背着一名孩子，右手还提着一个行
李箱，快步往前走去（右图）……昨
日，这张照片在网络“刷屏”，让人感
动于“最美背影”的同时，也担心他
们的安危。发布照片的网友说，这是
当天上午在青川石挡关滑坡路段拍
到的，照片中的几名民警为帮助过
路的爷孙三人，冒险护送他们。

“最美背影”主人公李通：
巡逻遇求助 护送爷孙三人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
“最美

两级海事部门立即组织拦截。12 日
10 时许，资中县交通运输局及海事
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从资阳方向漂
来的失控抽砂船在连续翻越资阳南
津驿水电站、王二溪水电站后，上游
有船员和村民反映该船已进入资中
县境内。
针对这一情况，资中相关部门
在资中城区上游设置了两道关口，
准备拦截失控船。截至 12 日 18 时 30
分许，失控船仍不知所踪。
“ 按正常
速度，失控采砂船早该漂至甘露镇
河段。”12 日下午，在沱江甘露段搜
寻失控船的资中县海事处负责人分
析，采砂船很可能已沉没或搁置在
浅滩区域。
“我们在沱江资中甘露镇河段上
游设置了多个观察哨。”资中县海事
处负责人表示，
交通及海事等相关部
门将继续搜寻。如发现采砂船，将按
此前方案拦截，
以确保下游安全。
对于失控船的来源，资阳市防
汛办负责人称，失控船来自上游的
简阳。但雁江区海事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他们将继续调查，以确定失控
船的来源和失控原因。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罗敏 摄影报道

行。
“ 老人拖着行李箱，带着两个孙
子。行人可以从护栏外走路过去，他
一人无法过去，
所以向我们求助。”
接到求助后，李通和两名同事
上前帮忙，观察一番后，李通提起行
李箱，背起一名孩子。另一名民警背
起另一名孩子，
还有一名民警负责观
察落石。
最后，
顺利通过危险路段。

网友留言：

背影”
主人公，
青川县公安局竹园派出 “你们的身影是我们的依靠”
所副所长、
交警中队长李通。
31岁的他
证实了照片中描述的真实性，
“这是
李通等三人在山体滑坡现场转
我们应该做的，
不晓得咋个被发到网
移群众的照片被发布到网络后，引
上了。
”
李通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事情
发广泛关注。
“你们的身影是我们的
发生在昨日上午，自 6 月 26 日以来， 依靠，谢谢有你们！”昨日，一名网友
青川县连降暴雨，
多处地方发生山体
在相关微博下留言。
滑坡，民警全体出动，巡逻检查所有
李通表示这是职责所在。
目前青
辖区道路，
进行地质灾害排查。
川县所有民警取消休假，24 小时执
昨日上午 9 时许，李通和两位
勤。
自7月以来，
广元连续出现强降雨
同事在青剑公路竹园镇石挡关路段
天气，多次出现险情。目前广元公安
巡逻时，遇到爷孙三人准备从此通
配合相关部门转移群众5000余人。
过。李通介绍，当时该路段正在发生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陶轲
山体滑坡，道路中断，车辆无法通
实习生 齐勤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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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警紧急救助患病儿童
11 日 15 时 15 分，K245 次列车经一路“狂奔”到达
宝鸡站。在 K245 次列车的行车记录上，宝鸡站只会经
过但不会停靠，
让列车“破例”
的是一名 4 岁男童。
受暴雨影响，从扬州折返成都的 K245 次列车在
临停中，一名 4 岁男童突发疾病高烧呕吐，高烧不退、
未找到有医务知识的乘客……刻不容缓，乘警长何志
勇会同列车长拍板决定：协调西安局调度将列车优先
放行至医疗条件较好的宝鸡站，16 分钟后，K245 次列
车抵达宝鸡站，
医生早已在车站等候。

临停列车上

4 岁男童突发高烧、呕吐
受暴雨影响，11 日 14 时 06 分，K245 次列车临时
停靠在陕西境内的卧龙寺车站。这是由扬州折返成都
的列车，10 日 10 时 32 分从扬州出发，原本应在 11 日
23 时 15 分抵达成都。
11 日 14 时 30 分，乘警巡视到 13 号车厢的车门
边，该车 16 号中铺的旅客曹女士见到乘警，跑来向乘
警长何志勇求助，
“警察同志，快帮帮我，我娃儿高烧
得厉害。”何志勇赶到曹女士的铺位，用手触摸孩子的
额头发现很烫，何志勇当即用对讲机向列车长通报情
况，
并组织列车广播寻求从事医务工作的旅客。
何志勇了解到，曹女士带着两个儿子乘坐 K245
次列车回四川老家探亲，没想到 4 岁的小儿子突发高
烧和呕吐，
又正好遭遇暴雨导致列车临时停车。

“狂奔”16 分钟

抵达宝鸡站 家长带孩子下车就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患儿高烧不退还时而呕
吐，
但一直没找到有医务经验的旅客……
14 时 53 分，乘警长何志勇会同列车长决定启动
列车应急措施：通过评估高烧患儿情况，选择的最佳
方案是协调西安局调度将列车优先放行至医疗条件
较好、且运行 20 分钟即可到达的宝鸡站。宝鸡站虽不
是 K245 次列车的站停点之一，
但也会经过宝鸡站。
14 时 59 分，该次列车在卧龙寺车站准时发车，15
时 15 分，列车按预定的运行时间“狂奔”到达宝鸡站，
列车长与宝鸡车站办理交接手续后，曹女士见到等候
在车站的医生。
她带着两个儿子下车接受治疗。
近日，四川多地大面积普降暴雨导致多趟列车
停运、晚点，成都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立即启动防
洪应急响应措施，组织各乘务大队的值乘民警加强
列车巡视和宣传疏导的同时，全力帮助旅客解决实
际困难。
钟健光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图由成都铁路公安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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