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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晚上，黄龙溪古镇景
区因突降暴雨而停电。夜色越来
越浓，古镇旁，锦江水位不断上
涨，雨点敲打着房檐，电闪雷鸣。

雨夜中，越来越多晃动的“光
点”游走在黄龙溪古镇。这些“光
点”聚集在河边，聚集在旅店边，
游走在古镇的巷子间……这些
“光点”是监控水位的防汛工作人
员、雨中巡逻的派出所民警，还有
测量水位的景区运营工作人员。

黄龙溪古镇停电后，这里正
在上演着一场与暴雨战斗的“拉
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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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开始，北川遭受持续暴雨
袭击。12日，记者从北川宣传部获悉，
受暴雨影响，北川辖区内多处道路遭
泥石流滑坡断道。同时，北川境内5条
客运班线停运。

据介绍，北川警方共出动汛期抗
洪抢险警力80人，出动警车13辆，设立
劝返点8处，管控主干道路4条。

12日，记者获悉，因受持续暴雨影
响，可能引发山洪、崩塌、滑坡、泥石流
等灾害，为保障市民出行安全，8月12
日至8月17日，北川县境内北川-青片、
北川-片口、北川-白坭、北川-都坝、
北川-陈家坝等5条班线暂时停运，具
体恢复时间根据雨情及时通告。同时，
提醒市民注意出行安全，尽量减少外
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据8月12日9时许崇州气象台
发布的气象实况通报：8月11日20
时到12日9时，崇州市共计出现大
暴雨1站，暴雨14站，大雨16站，最大
降水量出现在大划106毫米。一小时
最强降水出现在白头27.1毫米。

截至8月12日上午11点，崇州
共出动防汛人员5062人，排查隐
患258处，其中公安出动警力920
余人次，转移群众总数量3705人，
其中地灾转移2440人，出动机具

17台次。
桥梁封闭4座，道路封闭4条，

影响通行的积水路段有三处：晨
曦大道崇安路段、晨曦大道全友
路口、晨曦大道崇安口，均设立警
示标志，有警力值守。目前，崇州
各条河道水位有所回落，崇州目
前小雨，截至记者发稿尚未接到
有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的警
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挺 颜雪

雅安宝兴熊猫古城、神木垒
等景区临时关闭

8月12日，四川雅安宝兴大熊猫文
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布
消息称，接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通知，
受近日连续强降雨影响，前往县域内
各景区道路交通不畅。考虑广大游客
安全，现临时关闭熊猫古城景区、灵关
石城景区、硗碛藏寨、神木垒景区、蜂
桶寨邓池沟景区、达瓦更扎景区。待强
降雨结束后恢复景区运行，开放时间
以景区恢复开园通知为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江龙

12日，记者从四川交投获悉，8月12
日凌晨0时至5时，雅西高速公路石棉境
内栗子坪段发生短时强降雨，雨量达
126mm，3时55分左右，在K2090+800段
发生泥石流，双向道路中断，初步估计数
量达2000立方米，K2093+700段发生泥
石流，双向道路中断，初步估计数量达
5000立方米。两处泥石流导致栗子坪收
费站至石棉收费站之间双向交通封闭。

灾情发生后，四川交投协同一路三
方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及时有序组
织120余辆滞留车辆就近驶出高速。目
前，已出动10台挖掘机、7台装载机、15
辆载重货车，派出150余人赶赴现场展
开抢通工作。截至15点40分，因现场仍
在降雨，抢通工作开展十分困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闫宇恒

成都市文广旅局要求各区（市）县
文化广电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特别是
对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区的文化广
电旅游部门启动预案，限制游客等外
来人员进入预警区域危险地段，并督
导本辖区属地涉旅单位做好安全防范
措施。同时，成都市文广旅局提醒各旅
行社，组团时要注意关注灾害及天气
预警信息，尽量避免组团前往灾害预
警区域，如遇险情要及时做好游客的
疏散引导工作。沿山沿河的A级旅游
景区、星级农家乐（乡村酒店）及有水
上项目的旅游饭店等经营单位须健全
汛期旅游安全制度，做好文化旅游安
全隐患自查自纠，落实汛期旅游安全
防范措施，尤其是对明显的地质灾害
隐患点，要采取果断措施，切实保障游

客和从业人员安全。
都江堰景区、青城前山景区公告8月

12日实行闭园，青城后山景区从8月11日
公告发布之时起实行封闭，游客只出不
进。8月12日晚8时59分青城山都江堰景
区官方微博：经景区综合安全评估，都江
堰景区、青城前山景区、青城后山景区于
8月13日起恢复开放，为保证游客安全，
景区对部分风险区域实施管制限入。

崇州元通古镇官微发布消息称，
崇州沿山片区的A级景区游客中心全
部关闭，景区内游客由属地政府及时
组织有序撤离。预警解除后，景区将进
行综合安全评估，评估通过后开放。

8月11日，崇州市古镇景区管理局
运营的“成都市街子古镇”通过微信公
众号发出消息：在接到预警第一时间，

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为确保居民
游客安全，街子镇暂时关闭景区，在伴
江游道设置警戒线，同时在街子全域
旅游公众号发布“关于街子古镇景区
暂停接待游客的通知”。

彭州市沿山片区的A级景区从8月
11日12时至8月12日12时临时全部关闭，
请游客不要前往，景区内游客由属地政
府及时组织有序撤离。预警解除后，景区
将进行综合安全评估，评估通过后开放。

大邑沿山片区的A级景区游客中心
全部关闭，景区内游客由属地政府及时
组织有序撤离。预警解除后，景区将进
行综合安全评估，评估通过后开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8月12日，记者从蒲江县交通运输
局获悉，截至8月12日17：00，该局共投
入抢险人员110余人次，抢险机具17
台，清理塌方约740m3、行道树66棵，
除蒲尚路、了翁路、白马桥继续实行
交通管制外，其余道路及桥梁均恢复
通行。蒲江至成都主城区及周边区市
县班线客运恢复运行4条、停班4条，
公交车及乡村客运恢复2条、停班17
条，水运全面停航、驾校停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闫宇恒

成都市气象台2020年8月12日20
时10分发布大风灾害性短时临近天气
预报：受冷空气影响，成都市东部新
区、简阳、金堂、青白江、新都和龙泉驿
等地已出现大于10m/s的大风天气。预
计未来12小时，成都市大部地方有4～
6级偏北大风，山口河谷地区可达6级
以上，请注意加强防范。 （成都气象）

“轰……”12日20时10分，随
着一声巨响，四川绵阳安州区安
昌河一拦河坝被成功爆破。记者
获悉，11日至今，绵阳安州区持续
降雨，造成安昌河新勘堰左岸溃
堤100余米，右岸堤防约100米堤
身全部垮塌，堤基淘空。由于洪水
对堤岸冲刷严重，严重威胁附近
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已紧急转移
1800多人，现场指挥部对剩余的
拦河坝进行爆破处理。

填埋炸药
专业爆破人员索降拦河坝打
孔填埋炸药

12日，现场相关人员介绍，由
于河水在坝体冲毁处形成了回
旋，不断在冲刷两侧堤岸，裸露在
外的泥土不断在掉落。目前，已造
成35KV花（荄）（黄）土线的一根
电线杆倒塌。如果垮塌继续扩大，
将会对两岸的农田、房屋造成威
胁，更重要的是，距垮塌堤岸几十
米的位置，有一座高压线铁塔，该
条线路名为500KV谭乐Ⅱ线，起
止点为德阳罗江谭家湾变电站到
绵阳富乐变电站，如果垮塌继续，
将对该铁塔造成威胁。

当天下午，工作人员正在调

试空压机，并派出专业爆破人员
索降至拦河坝坝体，待调试完成
后，对剩余坝体进行打孔作业。

安州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周建
介绍，由于作业面很窄，只能采取
人工打孔的方式，然后填埋炸药。
顶层成功爆破后，将继续在坝体
底部进行打孔，再次实施爆破。

现场直击
160公斤炸药成功爆破20米
拦河坝

“轰……”随着几声巨响，12
日20时10分，拦河坝被成功爆破。
据安州区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现场介绍，此次爆破长度为20米。

记者在现场看到，安装炸药
的人员撤离后，随即进行了安全
引爆。现场冲起一点火光，随后爆
炸声传来，湍急的河水顺流而下。

据介绍，首次爆破所用炸药
160公斤，剩余的坝体也将在后期
陆续实施爆破。

“爆破以后，河水水流加快，
将极大提升安昌河的行洪能力，
减小河水对两岸河堤的冲刷。”绵
阳安州区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说。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
小均 摄影报道

160公斤炸药
爆破二十米拦河坝泄洪

绵阳绵阳
安州安州

爆破现场

汛情发生后，德阳市公安局
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
在第一位。第一时间做好人员、装
备、物资等各项应急处突准备工
作，组织1300余名警力投入到抗
洪抢险救援中。同时，备齐备足冲
锋舟5艘、发电机15台、帐篷170

顶、救生衣520件、雨衣721件、充
气床垫360张、毛毯400床、救生圈
278只、救生绳123根。目前，已协
助党委政府设置安置点15个，救
助转移群众4611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风速超10m/s！
成都发布大风灾害性

短时临近预报

多处道路
遭泥石流滑坡断道

北川北川

雅西高速雅西高速
栗子坪段泥石流

10台挖掘机正在抢通

至成都主城区及周边区市县
班线客运恢复运行4条

蒲江蒲江 崇州崇州 出动防汛人员5062人
转移群众3705人

德阳德阳 1300余名警力
协助转移4611人

5厘米的拉锯战
小吃店成了值班室

8月12日下午2时许，走进黄龙溪
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水利站的办公
室，正对着门的沙发的一端，有一床裹
成一团的薄被子。“今天上午7点过回
来睡了1个小时。”黄龙溪中心水利站
站长李思悟笑着说，11日晚上是今年
防汛第一次通宵熬夜，人还比较亢奋。

“再熬两个晚上，可能就喊恼火了”。
11日凌晨3时许。黄龙溪镇古佛洞

老场镇旁的锦江，之前水位不断上升,
逐渐稳定在了距离保障水位5厘米的
位置。11日晚上7时30分左右，该处水
位距离保障水位两米；到晚上10时，上
涨了1.5米，距离保障水位只有50厘
米，之后涨势逐渐减缓。李思悟和同事
的心却悬了起来：一旦水位超过保障

水位，就要马上疏散场镇的居民。
一场“5厘米的拉锯战”就此拉开。场

镇河边的一家小吃店老板没有关门，给
值守的工作人员当作临时值班室。“我们
时刻监控着水位，凌晨3点水位稳定了下
来，直到凌晨5点，水位逐渐有所下降。大
家才稍微松了口气。”李思悟说。

在距离黄龙溪镇政府10公里的白
马社区，11日凌晨1时许，沉闷的敲门
声打破了宁静的夜晚。“那个社区是农
村居民区，转移的时候，首先要帮居民
把家电搬到二楼或者三楼，然后再带
他们去安置点。”李思悟说，以有80户
居民的古佛洞老场镇为例，他们一般
会按照一户一人的比例配备疏散人
员。一旦开始疏散，不是挨家挨户敲
门，而几乎是同时敲响所有的门，迅速
组织居民统一乘坐准备好的大巴车，
前往安置点。

轮流休息
半个小时都很奢侈

8月11日晚上10时许，妻子带着孩
子进屋睡觉，黄龙溪派出所副教导员
熊域峰怕打扰他们，发了条要加班的
信息就出门了。接下来，熊域峰还要值
两个班。旁边的同事解释说，值班都是
24小时的。“娃娃今年两岁半，每年都这
样过来的，都习惯了。”熊域峰笑着说。

“我们把黄龙溪古镇走了两趟，主
要是沿着景观河道巡逻。”熊域峰说，
上半夜，他们5个人一起，下半夜分为
两人、三人各一组。12日上午熊域峰已
经安排同事轮流休息。

12日下午4时许，熊域峰忙完了手
里的事，打算休息一下。“还是要做好打
持久战的准备，先休息20分钟。”熊域峰
表示，半个小时这个时候都很奢侈了，

大家一般都是轮流休息个一二十分钟。

电闪雷鸣的上班路
10分钟路程骑了20多分钟

“当时是雨下得最大的时候，电
闪雷鸣，照得天通亮。”48岁的黄龙溪
古镇景区运营单位工作人员刘建东
回忆说，11日晚11时接到通知到码头
值守，平时骑电瓶车10分钟的路程，
骑了20多分钟。“戴了头盔，但脸露在
外面，要不停用手抹脸上的雨水，才
看得清前方。”

刘建东是土生土长的黄龙溪人，10
多岁的时候，还在码头旁的锦江里游过
泳。“这盘还算温柔。”他指着码头连接
路面的平台说，2018年那里都淹完了，
1981年也差不多。截至12日下午5时许，
锦江水位已经从最高超警戒水位4米
多，下降到了2.78米。码头平台下方的台
阶和红色水位标识露出了水面。

12日晚上，黄龙溪景区紧靠锦江
的滨河路，每个河水可能漫上的路口
都有人看守。“大的口子两个人，小的
口子一个人，这种事一来瞌睡就没
了。”刘建东指着码头下游的方向表
示，11日晚上，他只喝了一盒牛奶吃了
个面包。晚上回去收拾下，差不多12日
凌晨4时才睡觉。

随着水位的下降，已经有两三位
工作人员在清扫露出水面的台阶。“不
能等，退一点，打扫一点，水退了，就干
净了，等水完全退了再清扫，那就真的难
了。”刘建东说。随着临近晚饭饭点，码头
逐渐热闹起来。一辆快艇靠岸，方便面、
开水壶陆续搬上了船。一些抢险人员住
在对面那些船上，负责守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林聪 摄影记者 吕国应

黄龙溪古镇
上演“5厘米拉锯战”

抢险抢险
一线一线

暴 雨 袭 川

暴 雨 夜 突 遇 停 电 ，锦 江 水 位 不 断 上 涨

街子古镇救援现场

市文广旅局重要提醒：彭州大邑崇州沿山片区A级景区全部关闭

都江堰青城山13日起恢复开放
对部分风险区域管制限入

刘建东的工作就是实时监控水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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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常
斐）昨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王
凤朝在推进大运会筹备工作现场
办公时强调，要紧紧围绕“办赛、
营城、兴业、惠民”目标，进一步增
强紧迫感、责任感，科学安排施工
时序，抓紧推进场馆设施建设、重
大活动宣传策划等重点工作，不
断完善城市功能品质，持续优化
城市环境风貌，全力以赴推动各
项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王凤朝一行先后前往东安湖
体育公园、大运村等项目建设现
场，实地察看大运会场馆建设进
度和倒计时一周年活动现场准
备情况，详细了解近期筹备工作
进展，现场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要求市级有
关部门及属地政府在保证工程
建设质量的前提下，科学安排施
工时序、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突
出抓好建筑工地安全检查和隐
患排查，严防工地内涝，牢牢守
住安全底线。

在随后召开的现场会上，王
凤朝对当前大运会筹备工作取得
的阶段性成绩表示肯定。他指出，
举办大运会是党中央国务院、省
委省政府赋予成都的重大政治任
务，是成都加快推进城市建设，提
升城市功能品质，扩大城市知名
度、影响力的重要机遇。一要继续
加强沟通对接，深入研究部分项

目受疫情、主汛期影响进度靠后
的问题，针对性提出解决措施，努
力确保大运会场馆设施建设如期
完成。要优质高效抓好大运村建
设改造，合理统筹教学安排和学
生管理，全面规划好大运村管理
服务项目。二要按照国际标准做
好赛事组织工作，推动赛区和场
馆中心在各项办赛任务中主动担
当、履职尽责，周密制定场馆功能
运行设计规划和项目运行计划，
进一步强化场馆中心人员力量。
三要精心策划好重大活动和城市
营销，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和国际
社交平台，紧密契合大学生和国
际青年群体特点，开展针对性宣
传推广活动，着力提升成都大运
会影响力和知名度。四要高质量
做好各项赛事保障工作，广泛邀
请各国代表团和更多高水平大学
生运动员参加大运会，加强与国
际大体联沟通对接，统筹推进“智
慧大运”工作，尽快实现赛事场
馆、大运村等重要区域5G网络全
覆盖。五要强化执委会各项统筹
协调工作，突出执委办枢纽作用，
各工作部门要切实按照各自权限
和职责范围，强化责任担当，及时
解决存在的困难问题，确保筹备
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市领导田蓉、刘筱柳、刘玉
泉、王平江、韩轶，市政府秘书长
周先毅等参加现场办公。

王凤朝在推进大运会筹备工作现场办公时强调

加快推进场馆建设 不断完善功能品质
全力以赴推动各项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