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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05

撞断10米护栏 四轮电瓶车坠桥
事发金堂县城北河大桥 一男子遇难

2019年4月12日
星期五

现场：护桥栏被撞断约10米

“有辆‘老年代步车’坠河了！”
11 日上午 9 时许，记者接到金

堂县居民打来的电话。一个小时后，
记者赶到现场，事发的金堂县北河
大桥两端，已经里外三层站满围观
群众，大桥上数十名民警正在维持
秩序，桥中央停着几辆消防车、吊
车。此时水流不急，大桥下一辆搜救
船正在紧张施救。

据悉，北河大桥始建于1964年，

全长 241.7 米、宽 22.5 米，1993 年、
2017年进行过修缮加固。记者看到，
围在桥身两端的是石头护栏，被撞
断一侧有约10米左右长的缺口。

上午11时45分，坠河车辆被吊
车打捞上岸，是一辆白色电动四轮
车。随后当地警方和消防告诉记者，
车内一男子确认已经遇难。

记者看到，随后消防继续在桥
下打捞，确认是否有失踪人员。下午
2 时许，当地消防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施救人员用声呐设备未在落水
点附近探测到其他人，已经撤离。

警方：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中午12时许，现场民警将隔离
带收回，被撞断的护栏用铁围挡隔

离开，北河大桥恢复交通。随即，围
观群众涌向桥中央，他们摸着大桥
的石护栏，感叹：“这个‘代步车’威
力怎么这么大？”

此前，当地居民盛传车内还有
1 个小孩，甚至有居民说有多个小
孩，“老人（遇难男子）送他们去上
学。”不过随后警方和消防均证实，
车内只有遇难男子一人，警方联系
到家属，也得知是该男子早晨独自
一人外出。

四轮电瓶车坠河原因，也引起
多个版本的猜测。有现场居民称，是
因其与一辆两轮电瓶车刮擦，后立
即撞断护栏坠河；也有居民称，是因
其撞到一辆电瓶车后想跑，慌忙中
坠河。“油门当刹车踩了。”

记者询问金堂县公安局，一名
民警告诉记者，北河大桥只有两端
安装有监控设备，事发段位于桥中
央，监控录像很难看清楚。下午4时
许，金堂县公安局在其官方微博发
布警情通报，表示事故原因正在进
一步调查中。

号牌：与合规号牌差异较大

四轮电瓶车被打捞起来时，居
民们看到了该车尾部的蓝色号牌，
与符合规格的小型汽车号牌有较大
差异，疑似近几年常见的“老年代步
车”。“正常的号牌是川A加五位字
母和数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摄影记者 陶轲

大邑县晋原街道，先天脊椎变形的
张李顶起生活的艰辛，省吃俭用、悉心
照料摔伤瘫痪在床、九十多岁高龄的婆
婆。2011年以来，她用孝与善，温暖了婆
婆的心，用爱“驮”起了一个家。

命运多舛
她告诉自己不能倒下

面庞黑亮、步履蹒跚、身体前倾、
后背隆起，宽大的衣服笼罩着干瘪弯
曲的躯体，这就是平凡而坚强的张李。
1992年，先天脊椎变形的张李，不顾家
人反对，毅然嫁给了同村残疾小伙蔡
永。从踏入婆家门起，张李便知道，自己
的下半辈子应该十分辛苦，因为丈夫蔡
永也是一名残疾人，婆婆戴玉芳年老体
弱多病，需要人照顾。她并没有屈服，为
支撑家庭开支，张李经常起早摸黑打
工。由于丈夫下肢残疾，不能做重活，只
能做些简单的家务，家里1亩多田的农
活便全部由张李一个人来做。

摸爬滚打几年后，家里终于有了

少许积蓄，夫妻俩打算新盖3间瓦房。
修房期间，夫妻俩起早摸黑，满怀希望
地建造属于自己的小家，还将原本不
宽敞的房间改造成了鸡棚喂鸡，希望
增加一点收入。然而，因为一边要建房
一边要做农活，还不时到工地打零工，
已有身孕的张李不幸流产了。

孩子没了，留给张李一家的是心
痛，是绝望，但一家人修房借的债务和
接下来的生活，让张李没有更多的时
间来伤心。不但做女人的事，男人的事
也一起做，担秧、挑粪、打农药，男人干
的活儿张李都干，作为一个残疾妇女，
她的确不容易，就连邻居都经常敬佩
地说张李的背是被压弯的。

孝心不减
省吃俭用给婆婆好生活

2011年，张李90岁的婆婆因摔伤
瘫痪在床，为方便随时照顾婆婆，她就
在婆婆床边搭了个木板床。由于驼背
严重，每次给婆婆抹脸，张李都要先蹲
坐在小凳上，然后忍着疼痛将身体尽
量绷直些，常常疼得出汗。

张李的婆婆戴玉芳经常对来看望
她的邻居和爱心人士赞美张李，细数
她的勤劳、孝顺。张李自己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但对婆婆却很大方。在老人
的床头木桌上，时常摆着新鲜的蛋糕
和水果。“我前世不晓得做了什么好
事，招了这个好儿媳！”戴玉芳一边夸
着张李，一边眼泪就掉了下来。

驼背儿媳用爱“驮”起一个家

在武侯区华兴街道南桥社区，
有个城市安全体验馆，近20个城市
安全行为模拟场景都可以仿真体
验。据悉，城市安全体验馆的建设是
南桥社区落实“平安社区百日攻坚
行动”的重要举措。目前，场馆已经
正式向市民开放，欢迎广大市民前
往体验。

厨房安全：
模拟油锅着火、天然气泄漏

走进城市安全体验馆，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各种各样的设施、设备
以及各种安全行为模拟场景。在厨
房体验平台，一段近两米的橱柜上，
安装了一套带有两个炉具的灶台，
一口盖着锅盖的炒锅放置在其中一
个炉具上，旁边还有电饭锅、烧水
壶，墙壁上还安装了吸油烟机和一

台液晶显示屏。工作人员揭开了炒
锅锅盖，炒锅上出现黄色灯光，红色
的带子也在吹风机的带动下飘动起
来，油锅着火的场景惟妙惟肖。

“这是模拟油锅着火的情形，请
注意看液晶显示屏上的内容。”工作
人员提示道。此时，墙壁上的液晶显
示屏正在以动画形式解说播放油锅
着火的处理办法和急救知识。随后，
工作人员又拧开了点火开关，模拟天
然气泄漏场景。这个时候，液晶显示
屏上的播放内容立马变成了天然气
泄漏事故的处理办法和急救知识。

烟雾逃生：
标出安全通行上限高度

在模拟烟雾逃生体验区，烟雾
的场景被逼真地模拟了出来。

指着墙上贴有“1.1米”的标识，

工作人员解释，这是发生烟雾危险
的安全通行上限高度。他表示，当火
灾发生时，烟雾是非常危险的。由于
烟雾一般比氧气轻，人们可以降低
头部高度，确保能够正常呼吸。这个
高度的上限就是1.1米，只要低于这
个高度，一般不会造成危险。

此外，烟雾逃生体验区里还设
置了电梯警报器。如果体验人员想
触碰到电梯的上下按键，体验区内
的警报器将会被拉响。“这个也是为
了提醒人们，发生火灾时是不能使
用电梯的。”工作人员解释。

综合VR体验：
沉浸式体验火灾逃生

在综合 VR 体验区，可以戴上
VR 实景眼镜，置身于一处商业街
区。在点击开始体验后，场景切换到

某处酒店房间内，但房间已处于断
电状态。根据提示，体验者首先在房
间的抽屉里找到了一只手电筒。借
助手电筒的亮光，打开了房门。但随
后房门又被关上了，系统提示抽屉
里还有防雾面罩。戴上防雾面罩后，
体验者顺利“离开”房间，来到了“着
火”的通道。伴随着系统的提示，体
验者一路小跑，逃离了火场。

“这套系统可以逼真地还原火
灾现场，同时，通过系统提示，让体
验者安全、正确地逃离火场。”工作
人员表示，这套系统能够模拟真实
的火灾现场，除了最简单的高楼逃
生场景，还包括地震逃生和安全隐
患寻找，“即便专业的消防队员来体
验安全隐患寻找，都需要差不多半
个小时才能完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董馨

第五届成都市孝老爱亲道德模范
林世江是一名普通农民，30多年前，当
妻子青光眼手术失败永远看不见后，
他不离不弃陪伴在妻子身边。剪指甲、
洗脚、洗澡、按摩，是他每天的工作。17
年前，妻子莫名晕倒，检查发现患上了
糖尿病、胆结石、高血压。“治，必须
治”，他说，“卖砖、卖瓦、卖房，也得
治。”他卖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拉着医生的手许下承诺，“将来一定要
把钱还给医院。”

妻子失明 不离不弃

1981年，妻子白福华的青光眼日
渐严重，视力不断下降，到了不得不进
行手术的地步。手术存在风险，最终的
结果令满怀希望的林世江失望了，妻
子从此将永远看不到他、看不到孩子、
看不到豌豆、看不到磨。

老林把妻子领回了家。那个年代
是艰苦的，甭管你是瞎了眼、瘸了腿，
活还是一定要做的，老林唯一能做的
就是多干活，尽量让妻子少做一些。剪
指甲、洗脚、洗澡、按摩，是他每天的工

作。他只懂这些，也只能做这些。可他
不知道，这只是一切苦难的开始。不到
一年，他们的大儿子出车祸死了。日子
还要继续，老白已经习惯了看不见事
物的生活。可老林却一直四处打听哪
里有大夫、哪里有偏方，只要有一丝希
望，不管多远他也会骑着自行车去找。

祸不单行 坚强不倒

2002年的一天，老林的妻子在家听
着音乐，突然就晕倒了。紧急送往医院治
疗后，得出的检查结果让一家人都绝望
了，糖尿病、胆结石、高血压。

怎么办？“治，必须治。”老林说，
“卖砖、卖瓦、卖房，就是把我卖了，也
得治，她是我妻子，我得救她。”老林果
然说到做到，当人们还在议论纷纷的
时候，他卖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又东拼西凑地借了一些，可是钱还是
不够，他只好去求医院。医院也做得不
错，为他减免了部分费用，老林更是千
恩万谢，他拉着医生的手许下承诺，将
来一定要把钱还给医院。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农村城市
化，原来的村变成了社区，原来的苦日
子也一天天地变甜了。夫妻每人可以
分到一套房，老林想了想。房子是万万
不能全要的，他记得当年对医院的承
诺，他得把钱还给医院，他和妻子商量
要了一套房子，另一套则直接拿的安
置款用来偿还医疗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受访者供图

带着脑瘫丈夫 扫街撑起全家

一条街、两个人。都江堰市江安
中路上，“唰唰”扫地声，天不亮就如
约而至。

和其他街道不同，这条路上总会
有两人清扫，一人穿着橘红色工作服，
一人穿着便装，手提着簸箕。很少有人
知道这是一对夫妻，妻子为了照顾丈
夫，每天都会带着他一起清扫马路，丈
夫则帮助妻子倾倒垃圾。从丈夫脑部
摔伤那年算起，妻子已经照顾了丈夫
十多年。

带着丈夫一起出门上班

50出头的陈容，环卫工作已经做
了10多年。2007年，陈容的丈夫刘建明
一次不慎摔倒成了严重脑瘫病人。

刚开始，刘建明躺在床上动不了，
陈容就教他说话，每天还找亲戚帮忙架
着他去医院针灸理疗。“后来稍微好点
了，我就扶着他在楼下锻炼。”陈容扶着
丈夫，在楼下一遍遍地走，还要握着丈
夫的手来回晃动，“就跟跳舞一样。”她
说，“最终他挺过来了。”丈夫恢复了行
动能力，但他脑部受损，留下了后遗

症，智力跟三岁小孩差不多，在楼下也
不能找到回家的路。几年前，刘建明一
个人在街头走失，家人最终在山崖附
近找到了奄奄一息的他。

经历了这次风波后，陈容开始带着
丈夫一起上班，她扫地，丈夫就帮忙在
旁边倒垃圾。环卫公司考虑到这个情
况，特意将陈容的工作地点调整到她家
附近，距离住所仅相隔两条街。

儿子已研究生毕业 一家平安

在陈容不离不弃的精心照料下，
虽然丈夫刘建明依然是严重脑瘫患
者，但是看到他能够在一些生活上具
备自理能力，在工作中能够帮助她打
扫街面，陈容感到满意，这十年承受的
巨大压力和付出是值得的。如今，陈容
在龙潭湾社区美食街有一份相对稳定
的街面保洁工作，每天5点多钟就要早
出扫街面，每月挣着不多的工资，虽然
很苦，看着这个家没有“垮”，自己心理
也无悔了。

如今，陈容的儿子研究生毕业并
找到了工作。“儿子研究生毕业已经工
作啦，每个月还要给家里寄钱，一个月
还是有几千块钱。”陈容一脸骄傲，“当
时就是我坚持让他读书，现在也算给
我们长了脸，现在就盼着他赶快找个
媳妇，哈哈。”说完，她又补充道：“话说
回来，还是希望他先好好工作。”

每天上班，陈容刚一醒，丈夫就翻身
起来，两个人如影随形。天还没亮的街
道，陈容迅速清理完一处垃圾，又带着丈
夫朝着街的另一头走去。

妻子失明 不离不弃

致敬成都榜样
第五届成都市道德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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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模范先进事迹
孝老爱亲类

张李和婆婆

林世江和妻子

陈容和丈夫

南桥社区有个城市安全体验馆

消防安全秩序、道路交通秩序、
市容秩序、市场经营秩序……4 月
11日，在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坚行
动期间，为期三个月的荷花池市场
片区秩序集中整治正式启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获
悉，集中整治第一天，金牛区综合执
法部门已经对荷花池市场片区两户
占道堆物的商家发出《调查通知
书》，依法予以执法查处。未来，相关
部门正积极探索以集中整治经验为
蓝本，建立长效机制，希望最终实现
片区视觉感官清爽有序，交通组织
不断优化，市容秩序干净整洁，经营
秩序井然规范。

集中整治第一天
两户商家收到调查通知书

集中整治启动仪式上，一段长达
10分钟的“乱象”短片，再现了荷花池
市场片区商家出摊占道、物流货运车
辆乱停等表现集中的“乱象”。

荷花池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荷花池市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
成的综合性市场聚集区。“结合平安
社区工程百日攻坚行动，开展荷花
池市场片区集中整治势在必行！”本
次集中整治为期三个月。此前，金牛
区成立了由区级职能部门、属地街
道、交警部门共同组成的荷花池市
场片区秩序集中整治工作组。据悉，
此次集中整治的重点包括消防安全
秩序、道路交通秩序、市容秩序、市
场经营秩序等。

启动仪式一结束，荷花池市场
片区秩序集中整治工作组就分别前

往各整治点位，对荷花池片区市容
环境、越门经营、占道堆物、餐饮企
业油烟排放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
据金牛区综合执法局通报，在当天
的集中整治工作中，工作组对两户
占道堆物的商家发出《调查通知
书》，依法予以执法查处。

以市场为基本单元
建立安全长效机制

4 月 11 日上午，在大成市场外
的广场上，一个微型消防站正在装
修，即将投入使用。“消除荷花池市
场片区火灾隐患，微型消防站是一

个重要阵地。”金牛区消防大队政
治教导员王忠禹介绍，高标准配备
的荷花池街道一级微型消防站正
陆续投入运行，确保一旦发生事
故，能够发挥“打早、处小”作用，同
时，以此为阵地，加强常态化防火
巡查和消防宣传教育培训，深入市
场排查、督促整改火灾隐患，将消
防安全法律法规和知识技能送到
每名商户。

此外，建立市场安全长效机制。
金牛区提出，以市场为基本单元，落
实单位主体责任，要求各市场管理
单位立即对第三方专业公司安全隐
患排查整改、增设喷淋系统、火灾报
警系统和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等重点
工作进行深入研究，明确整改和建
设方案，11家无自动消防设施的市
场，要在5月31日前明确整改方案，
6月30日前启动安装工作。

“改变区域形象、重塑发展辉
煌，已经成为荷花池市场的迫切需
求，我代表商家举双手赞成。”优品
行董事长唐国斌兴奋地表示，将尽
可能争取广大市场、商家及消费者
的大力支持，积极配合整治，齐心合
力共同改善荷花池市场片区营商和
居住环境，重新擦亮荷花池“商贸航
母”的金字招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刘友莉

一起交通事故打破了金堂县往
日的宁静，在全县引起轰动，居民议
论纷纷。

4月11日上午7时许，县城北
河大桥一辆白色四轮电瓶车撞断护
桥栏，从10多米高的桥上坠入北
河。约4个小时后，电瓶车被打捞上
岸，车内发现男性遇难者1名。金堂
县公安核实了遇难男子的身份信
息，家属称其独自驾车出门，坠河原
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擦亮“商贸航母”金字招牌

荷花池市场片区
启动集中整治

经过全力搜救，小车被打捞上岸

逼真的惊险场景 有用的安全知识

荷花池市场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