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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来了，大家排好队，依次上飞机……”12日下午，一架直升机从射洪县金华镇小学起
飞，往返位于涪江江心的金华镇黑水浩村进行救援。
前一天18时左右，一艘船舶撞断了进出黑水浩村唯一的桥梁——黑水浩大桥，导致黑水浩
村成为“孤岛”，被洪水围困，460余人被困。12日14时开始，作为射洪县空中救援保障力量的一架
直升机，开始往返
“孤岛”救人，截至当天18时30分，直升机起降18次，共救出100人左右。
同时，在水势趋稳的12日18时许，等候在渡口的救援队伍用拖船转移被困群众。截至成都
商报记者发稿，水空两路共计转移出400余人。由于天黑后无法再施救，20时许救援暂停，不过村
里有高地，剩下的50多人能够保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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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兵是黑水浩村人，他介绍，从 11 日早
上开始，洪水就开始进村、进屋，但是，对于常
年生活在岛上的居民来说，他们认为这是很正
常的，因此在政府组织转移时，他们并没有听
从。直到当天晚上，洪水越来越大，到 22 时左
右，一楼已经淹没，积水达到了 2 米深，他们一
家 9 人，
只能到顶楼避险。
李好男是 10 日进入黑水浩村的，本是来看
望 90 多岁的外公，结果遇到了 11 日的洪水。
“水
太深了，一楼淹完了，我们一家全部到了二楼，
不过一晚上几乎都没有睡觉。”

虽然空投了生活物资，但当地政府仍在积
极想办法将被困群众转移出
“孤岛”
。
12 日，
通过
协调，作为射洪县政府应急救援空中保障力量
的一架直升机赶到，
开始了空中救援。
当天 13 时 39 分，直升机到达现场，通过和
指挥部协调，直接进入黑水浩村救出了 3 名老
人和小孩。随后的一次救援，直升机带着两名
电力部门技术人员和两名卫生防疫人员进入
村内，
然后从村里再次接出几名被困群众。
当天 16 时许，成都商报记者乘坐直升机，

由于桥梁冲断，
黑水浩村成为“孤岛”
，
而且
受暴雨影响，
村里停水停电。
随即，
射洪县成立了
以县长为指挥长，
其他县级干部任工作组长的应
急救援指挥部，
在现场进行积极救援。
同时，
县委
书记靠前指挥。
由于洪水太急，
无法使用船只进
村救援，
指挥部先使用无人机投放物资。
当天 22 时左右，指挥部调来了无人机，先
是飞进村里进行侦察，发现被困人员均处于安
全地带。指挥部决定，先保证村里群众的生活。
随后，无人机开始载着矿泉水、牛奶、面包、药
品等物品进村。

村民严女士家有名 3 个月大的婴儿，已出
现了奶粉短缺。7 月 12 日上午，当严女士亲戚听
闻救援人员正往“孤岛”上空投救灾物资，便请
求救援帮忙利用无人机将奶粉送过去。与此同
时，村民陈春芳家也有一名 6 个月大的婴儿，让
其在金华镇的熟人帮忙买好奶粉和部分应急
药品后，采用同种方式送上“孤岛”。
“ 根据指
示，物资必须要保证村民三天以上的生活。当
晚投放物资后，12 日上午，无人机继续投放，一
共有 6 架无人机空投物资。”金华镇人大主席张
宏介绍。

一同前往黑水浩村。经过 4 分钟的飞行，直升机
来到了黑水浩村被困人员集中点，记者在飞机
上看到，村民们排起了长队，老人、小孩、妇女
在前面，
一名安全员在地面引导直升机降落。
由于遭受了暴雨，当地无直升机可以降落
的地点，
于是选择了一块玉米地，
直升机悬停在
空中，高度大概两米多，在安全员的引导下，带
着被困人员一个一个上了直升机。
“这里没有直
升机降落的地点，
所以只有悬停，
然后绞车手通
过索降的方式，
将安全员放到地面，
然后由安全

员护送被困人员来到直升机处，再通过索降和
人拉的方式，将被困人员拉上直升机。”该直升
机所属公司的一名基地经理说。
据了解，
截至当
天 18 时 30 分左右，直升机共起降 18 次，救出被
困人员 100 余人。射洪县副县长尹全军介绍，早
在 4 年前，
射洪县政府就和一家保险公司签订了
自然灾害公众责任保险。
11 日，
黑水浩村发生灾
情后，
保险公司就与政府取得联系，
受天气条件
所限，
直到 12 日下午，
当地才达到直升机起降的
条件，
于是开始了空中救援。

转移受困群众，
每艘可载 20 人
12 日 18 时许，由于涪江水趋于平稳，早已
等候在渡口的救援队伍，开始使用拖船，对被
困群众进行转移。在船只救援队伍中，包括了
运输部门、海事部门、消防、武警、公安、民兵等
众多救援人员。
“直升机在天黑后就无法救援了。”尹全军
介绍，现场有一艘拖船进行救援，每艘拖船每
次可载 20 人。在金华镇小学门口，直升机每次

将被困人员救出后，就有医护人员进行检查、
消毒，
也有政府工作人员现场进行登记。
张宏告诉记者，救出的人员登记后，大部
分选择了投亲靠友，没有地方去的，由政府统
一安置在镇上。下一步，政府将修建临时钢架
便桥，同时启动新桥的修建。政府将对村里的
房屋进行统一鉴定，确保群众回家后的安全。
由于条件所限，天黑后无法再进行施救，12 日

“最帅肩梯”
救援时孕妇不敢往下踩
消防战士：
“往我肩上踩！”

消防战士搭“肩梯”救援被困群众

近日，德阳
普降大暴雨，4
个站点 4 天降
雨 量 超 过 400
毫米，为有气象
记录以来极值。
在转移被困人
员时，德阳消防
支队中江大队
西环线中队消
防官兵搭肩梯
为孕妇老人铺
起生命之路，演
绎了令人感动
一幕。

20 时许，救援暂停。不过，村里有高地，部分群
众房屋也是安全的，剩下的 50 多名被困人员能
够保证安全。
射洪县防汛指挥部组织沿江各乡镇开展
巡查跟踪，对辖区所有桥梁进行交通管制。目
前，在涪江射洪段下游柳湖处暂未发现漂流
船只，
各项救灾工作有序推进。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摄影报道

“嘭！”一声闷响传来，11 日 9 点左右，省
道 303 线小金县宅垄乡路段，一块硕大的石头
从山坡高处滚落，砸中一辆警车。石头当场被
劈成了两半，警车后半部分严重凹陷变形。车
内一男二女三位民警，正在去排查灾情的路
上，他们不同程度受伤。据民警家属回忆，石
块恰好砸中了警车后排左侧，后排民警之前
因为觉得手机信号不好，往右侧挪动，躲过了
一劫。
据警方通报，7 月 10 日晚，阿坝小金县宅
垄乡境内发生泥石流。11 日 9 时,小金县公安局
宅垄中心派出所 3 位民警紧急前往事发点开
展安全隐患排查、查看灾情途中，在省道 303
线（213KM﹢850M）处遭遇山体滚落的石头砸
中警车，导致民警周国苏、谢怡敏、李迎三人不
同程度受伤。
11 日晚，三位受伤民警被送往成都，在四
川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
四川省人民医院监护室内，记者见到了三
位受伤的民警。
周国苏告诉记者，
由于目前在雨
季，
容易出现灾情，
加上前一天晚上有消息提示
他们那儿降雨量达到同期历史最高，
所以 11 日
早上一上班他们就马上去排查险情。
“我们派出
所附近已经有一小部分公路被水淹没，以前遇
到这种情况时，
附近的乡镇很可能要受灾，
所以
就想着去各个隐患点看一下。”周国苏回忆，他
开车载着两位女同事一起上路，事故发生的瞬
间，他陷入了昏迷状态。
“ 晕了，根本记不清楚
了，甚至连石头砸过来前的一段时间发生了什
么也想不起，
只记得一路开着车经过事故地点，
然后头很痛，
他们说这是暂时性失忆。
”
负责照顾民警的护士介绍，三位民警中，
驾驶车辆的民警周国苏伤情最重，患有脑震
荡、椎骨骨折、肺挫伤，头部也被撕开了一个长
达 6 厘米的伤口，用了镇痛剂才使疼痛稍有缓
解。对于具体多久才能康复出院，医护人员表
示，由于目前部分检查还没做完，还无法下结
论。目前，三位民警的生命体征均较为平稳，没
有大碍。
成都商报记者 祝浩杰

南充嘉陵江水位上涨

大水真冲了龙王庙
7 月 11 日，洪水袭来，中江县一些镇房屋
多数被淹，大量人员被困。16 时，德阳市消防
支队 119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中江县都通制
衣厂后面司法局宿舍有 30 余人被困，包括多
名老人和孩子。
接到报警后，德阳市消防支队中江大队
西环线中队消防官兵赶往现场救援。到达现
场后，挨家挨户搜救，在一栋小楼里，洪水已
经漫过了一楼，正向二楼上涨。被困的老人和
孩子在阳台上呼救。消防官兵的冲锋舟靠上
去后，无法和阳台齐平，消防队员只能用手抓
住楼房的外墙，
尽量控制冲锋舟的平衡。
一名孕妇被大家送了出来，因为害怕，担
心肚子里的孩子，孕妇有些迟疑，不敢往下
踩。22 岁的徐远西深吸一口气俯下身子，用手
抓住楼道的外墙，
“ 往我肩膀上踩，没关系！”
在他旁边，19 岁的战士王成屿半蹲，两人相互
配合，
为被困群众搭起了“梯子”。
“踩到，踩到！”孕妇在其他战士的搀扶
下，踩着这条特别的“生命之路”，小心翼翼地
走过。30 秒后，这名孕妇被扶上了冲锋舟。紧
接着，战士们又通过同样的方式，将一名老人
扶下二楼栏杆，扶上冲锋舟。随后，一名 90 岁
的婆婆被搀扶了过来，老人腿脚不方便，官兵
们都小心翼翼，老人被扶上冲锋舟的瞬间，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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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屿脚下一滑，
跌落到超过 1.5 米深的水中。
当王成屿爬上冲锋舟时，全身衣服已经
被水浸湿。这位婆婆看到这一幕眼角湿润了，
连说“谢谢！
”
“中江县暴雨，消防官兵搭梯营救被困群
众。这才是最该被曝光的一群人！”12 日中午，
微博“直播成都”发布了西环线中队消防官兵
救援照片。引发网友好评。
“哪里有危险，哪里
就有他们！”
“这是我们中江的，突然觉得背影
好帅呀!”
“ 感谢人民子弟兵！”
“ 大中江的消防
员棒棒哒！
”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用肩膀搭梯救人
的两名战士都是“95 后”。19 岁的王成屿，2016
年入伍，来自成都。22 岁的徐远西是陕西安康
人，
2015 年 9 月入伍。
“在这个点，我们营救转移了 30 多名被困
群众，除了年轻人外，10 多名老人、2 名孕妇都
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上的冲锋舟。”西环线中队
马贵超介绍，当天，在司法局宿舍这个点，中
队官兵往返救援现场 10 余次，经过 1 个半小
时的努力，
将受灾群众一一送至安全区域。
在 11 日当天中江县抗洪救灾中，西环线
中队消防官兵辗转 3 个救援现场，同队友疏散
人员 150 余人次。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图据德阳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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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陵江边的龙王庙被淹
连日来，受嘉陵江上游强降雨天气影响，
流经南充城区段的嘉陵江水位不断上涨。7 月
12 日，有市民发现，位于南充市高坪区龙门街
道办辖区的龙王庙，也因嘉陵江水位持续上涨
被淹。现场维护秩序的南充市高坪区城市综合
执法局中队长文强告诉记者，因龙王庙所处地
势低洼，刚好临近嘉陵江边，11 日晚，龙王庙便
开始进水，陆续被淹没。在当地居民的印象中，
这并非是龙王庙第一次被淹，过去几年，只要
遇到嘉陵江涨大水，龙王庙都会被淹，不过
“（洪水）好多年都没有今年这么凶了”。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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