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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位老人，不到半小时就转
移了，太感谢你们了！”8月12日10
时，转移到安全地带的眉山市青神
县西龙镇敬老院院长秦义握住该
县综合执法局局长杨勇建的手，眼
眶湿润，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8月11日夜间至12日凌晨，
持续强降雨导致青神县内多处积
水，部分乡镇受灾，地势较低的西
龙镇敬老院也积水成灾。

“前一天就收到了预警，我们
也做好了防范，但没想到这轮降
雨来得这么猛。”秦义说，他在 8
月12日7时起床时发现，齐小腿
深的洪水已经漫进敬老院大门。
秦义赶忙向县民政局报告情况，
寻求帮助，并叫醒还在熟睡的老
人，准备撤离。

但洪水来得太猛，8时左右，
漫入敬老院的水已有齐腰深，带
着老人从大门撤离已不现实。为

了安全起见，秦义带着老人往高
处转移，等待救援。

“西龙镇敬老院被淹，40 位
老人被困，请你们立即支援。”8
时左右，青神县综合执法局局长
杨勇建接到指令后，立即带领20
名同事奔赴一线。

但抵达敬老院时，杨勇建被眼
前的灾情难住了，敬老院大门处于
低洼处，积水已有一米高，连通外
界的公路也被水淹，怎么救援？

危急时刻，杨勇建和先期抵达
的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商议，决定
采用“破墙而入，背人出院”的方式
来解围。杨勇建带领同事们来到敬
老院的较高处，在围墙上打出一个
大洞后，顺利进入院内。最终，杨勇
建他们和民政局相关人员一起，用
了不到30分钟，便挨个把老人从
院内转移出来。阳佳秀 陈梦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快来救人，有个女娃儿掉进水
里了……”8 月 11 日 16 时许，四川
广汉市南兴派出所副所长杨晓林和
两名辅警在巡逻时，听到群众求救
声，于是迅速赶到现场，将一名 13
岁的小女孩从涵洞中救起。

当天下午，广汉市南兴派出所
组织抗洪巡逻时，有群众反映双龙
村18组灾情严重。于是杨晓林和两
名辅警步行至尹某家中查看受灾情
况，却突遇一名小女孩被大水卷入
涵洞中。

听到周围群众大声呼救，杨晓
林见此情况，毫不犹豫跳进水中施
救。“没想到下面全是淤泥，根本没
办法动，而且越陷越深。”杨晓林大
喊:“快快快，把救生绳丢过来。”

随行人员将救生绳扔了过去，
杨晓林一把抓住，半分钟后却不见
人影，大家越来越急。原来是杨晓林
一头扎进涵洞里去救小女孩。他将
小女孩手死死抓住，拽着绳子将小
女孩拉了出来，最终小女孩平安获
救。 杨偲浛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王明平

历经一天的暴雨雷电天气，
成都多个区域范围内的供电线路
出现故障、跳闸。12日，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从国网成都供
电公司获悉，供电公司已开启24
小时不间断抢修保供电模式，全
力以赴恢复故障线路、保障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

据了解，8月11日晚间19时30
分起，国网成都供电公司启动IV
级防汛应急响应。各部门、各单位
密切保持与政府气象部门联动，
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各抢修队伍、
应急物资已经做好集结待命准
备，但受大雨和洪涝影响，部分线
路暂不具备恢复供电条件。“我们
依照抢险不冒险的原则开展24小
时不间断抢修，在电网安全条件
达到后，尽快为大家恢复供电，恳
请大家理解。”国网成都供电公司
相关负责人解释。

目前，该公司变电运维中心
的工作人员已前往市内各个变电

站，疏通管道、清理污物、设置防
洪沙袋，同时对站内设备进行红
外测温和带电检测，确保站内设
备的安全运行。

崇州供电公司搭乘救援队的
冲锋舟，趟过因雷暴雨形成的堰
塞湖进入山区，对正西村6组配变
开展抢修工作。

累计降水最多的蒲江，共计
造成蒲江电网8条10千伏线路停
电，24条10千伏线路部分停电。其
中，11条10千伏线路为避险停电。
目前故障线路大多数已恢复，但
因持续降雨对抢修进度造成影
响，剩余线路仍在全力抢修中。

国网成都供电公司提醒市
民，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出行，请千
万注意安全，特别是雷雨大风后
发现电线掉落、电杆倾斜、被水浸
泡的电力设施请绕行，发现危险
隐患请远离，并告知供电公司
（95598）。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实测积水深度
她的车上常备4双鞋

12日凌晨4时30分，天还没亮，
成都公交集团北星巴士有限公司
405车队党支部书记、队长向福蓉
便已起床，开始收拾东西。刚过5
时，雨下得正大，早饭也没吃的向
福蓉便一个人走出家门，开始今天
的线路巡查工作。

“第一个点位先到了羊犀立
交，之后成彭立交，再到大天路
口。”向福蓉告诉记者，由于早上第
一班公交从6点多便开始运行，她
必须赶在6点前，将所有前一天存
在积水的路段进行巡查。对于有积
水公交无法通行的路段，安排车辆
绕行，对于有积水但可以通行公交
车的路段，安排专人值守，随时监
控积水深度。

“有些路段好判断水位情况，
有些路段需要走几个不同的点去
测量，所以鞋子湿了干、干了湿。”
向福蓉说，从暴雨开始，她在车内
准备了4双鞋子，轮换着穿，保证车
内有一双鞋子处于干燥状态。

其实，从8月11日早上至今，30
多个小时过去了，向福蓉总共只睡
了3个小时。8月11日早上7时，向福
蓉的工作从线路巡查开始，晚上一
直到最后一班公交开回场站。昨天
由于路面积水，晚上最后一辆公交
收车回场站已经凌晨0时30分，向福
蓉回到家已经凌晨1时，而早上4时
30分，睡了刚刚3个小时的她，又被
下雨的声音吵醒了。

“雨下得太大，睡不着，就起来
收拾东西巡查线路去了”，向福蓉
说。

水深不超过小腿一半
常规公交可开行

12日早上6时许，向福蓉将管
内所有路段巡查结束后。积水路段
值守人员——成都公交集团“保平
安”党员服务小分队便已陆续抵达
各自负责的积水路段。

上午10时20分，记者在大天路
口看到，友谊支渠的水仍不断向路
面倒灌，大天路向西方向车道已经
封闭，东向车道水深25cm左右，常

规公交车辆可以通行。据了解，当
水位小于15cm时，电动公交车才
可开行，而常态化公交车辆，只要
水深不超30cm均可开行。

现场，交警、成都公交集团“保
平安”党员服务小分队成员正忙着
指挥交通。穿着红色马甲、打红色
雨伞的谢冬格外显眼。据介绍，谢
冬作为405车队服务队长，8月11日
便已守在大天路口。

“昨天下午暴雨大风，路段积
水猛涨，水位一下就没过大腿，公
交车完全不能通行，我第一时间向
调度反映路段情况，同时指挥现场
车辆掉头绕行。”谢冬告诉记者，经
过一天的实践，测量水深他已有诀
窍，只要水深不超过小腿一半，常
规公交就可以开行。

据成都公交集团营运生产部
部长罗科介绍，为了应对暴雨天
气，成都公交集团制定了相应应急
预案，针对道路积水，公交开行采
取绕行、调头运行以及分段运行三
种方式，坚持保证公交线路正常开
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
燕 闫宇恒 摄影报道

“车子被冲走了，但是当时只想
着把要涉险过漫水桥的群众拦下来
……”8 月 12 日，谈起自己私家车被
洪水冲走，绵阳市涪城区公安分局丰
谷派出所所长周杨没有一丝后悔。原
来，当天因为河水上涨，辖区一处漫
水桥被淹没，周杨向上级汇报情况
后，因为警车已外出巡逻，他便开着
私家车前往巡查。在一处漫水桥时，
周杨及时阻止了几名村民涉险过桥，
但他的车却被洪水冲走。

巡查至漫水桥
惊见有人涉险过河

8月11日，绵阳普降大到暴雨，导
致涪江水位急速上涨。当天16时许，丰
谷派出所民警在丰谷镇团结村赵家脊
巡逻时发现水位仍在不断上涨，赵家
脊与外界连接的漫水桥即将被淹没。
所长周杨向辖区党委政府和指挥中心
报告后立即驱车前往现场。因为所里
警车已外出巡逻，周杨便开上自己的
私家车前往各个点巡查。当巡查至漫
水桥时，周杨发现水位已经淹过桥面
30厘米深，此时桥对面有五六名村民
正执意要涉水过桥。周杨来不及多想，
立马熄火下车，冒雨朝人群冲去。

“你们赶快回去，水势涨得太猛，
这样过桥太危险了。”周杨一边大声
跟群众说，一边拉着其中一位群众的
电瓶车，“你们赶快回去，快点，先不
要过这个桥了，把娃娃些赶快带回
去。”没多久，洪水就要漫过周杨的大

腿，有几个骑了电瓶车的村民，仍然
坚持要过桥。

疏散了群众
他的车却被冲走了

“你们不要冒任何的险，赶快骑
车原路返回。”说着，周杨把腿脚不便
的村民往高处搀扶。短短几分钟时
间，洪水已将桥栏杆全部没过，雨势
也越来越大，打在周杨的脸上。

“不好了，那是谁的车被冲走
了。”正在周杨极力疏散群众时，一名
群众焦急地指着河中大声地呼叫道。

周杨一回头，才发现是自己的私
家车被卷入湍急的河水之中，村民们
也傻了眼，周杨来不及思考，转身说
道：“不管车子了，你们赶快撤离。大
家都动作快点，来不及了。”

8月12日，周杨告诉记者，他当时
也顾不上那么多，只想着就是拼尽一
切也要把涉险过漫水桥的村民拦下
来，不让他们去冒那个险。据他回忆，

等再看到车时，车子早已被冲往下游
迂回的树杈处，只露出了个车棚顶。

坚持战斗8小时
成功疏散群众169人

把群众疏散完后，周杨也给妻子
说了自己家的车被冲走的事，妻子没
有一丝埋怨，也是很支持周杨的做
法，而周杨心里更多的也是欣慰，20
多年入警生涯，他一直坚信群众的生
命财产是胜于天的。

记者获悉，8 月 11 日当天，周杨
带领全所民警辅警坚持战斗了近 8
个小时，成功疏散群众169人。12日，
暴雨仍在继续，周杨和战友们依然坚
守在漫水桥上。据了解，“8·11”洪灾
发生之后，绵阳市公安局涪城区分局
共派出300余名警力，战斗在辖区每
个防汛重要的点位上，他们疏散群
众，维护现场秩序，勇抵强流，成为一
道最美的涪城抗汛风景。陈乐 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自 8 月 11 日 4 时起，蒲江县
普降大暴雨，11日4时到12日12
时，蒲江县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鹤
山石燕485.2毫米，一小时最强降
水出现在青龙水库80.6毫米。400
毫米以上点位7个，300毫米以上
点位 6 个，200 毫米以上点位 7
个，100毫米以上点位3个。

8 月 12 日，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从鹤山街道办事处了解
到，受强降雨影响，鹤山街道迅速
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全力组织开
展巡查、核实、自救，紧急转移，妥
善安置群众591人。

记者从蒲江县鹤山消防救援
站了解到，鹤山消防救援站一线
13 名消防队员，从 11 日晚至 12
日凌晨，持续在鹤山街道、寿安街
道转移被困群众。

蒲江县鹤山消防救援站班长
彭许介绍说，11日晚上10时左右

接到报警称，蒲江县鹤山街道团
结村有人员被困，“我们到的时
候，水还在膝盖的位置。等我们进
到房内，水位很快就涨到了腰
部。”彭许说，因团结村道路窄，水
流湍急，冲锋舟无法进入，消防队
员只能携带救生衣、绳索等救援
装备，徒步抵达被困人员位置。考
虑到被困人员多是老人，河水上
涨速度太快，此时转移太危险，消
防救援队员就安抚被困人员，大
约等待了半小时，水位稍退，将被
困人员转移至村委会集中安置。
从11日晚10点到12日凌晨2点，
一共转移被困人员7人。

12 日凌晨 3 时，鹤山消防救
援站接到增援寿安街道河坝街、
围镇路和丝栗新村的命令，共转
移被困人员 8 人，一直忙碌到早
上7点。
图据蒲江县委宣传部官方微博

最美最美
逆行逆行

暴 雨 袭 川
公交车6点运行
她凌晨5点就巡线

“大天路口水位较深，回程方向需
要绕行。”8月12日凌晨5时左右，向福
蓉已经来到405车队辖区范围的积水
路段大天路口，查看积水深度，判断公
交车辆通行情况。做好记录后，向福蓉
便赶往下个积水路段。据悉，从8月11日
成都暴雨天气发生以来，市内多条道路
出现不同程度积水，成都公交集团为保
证各公交线路安全运行，派专人前往积
水路段值守，疏导交通、排除险情。

暴雨突降 线路跳闸
24小时抢修不间断

电力抢险电力抢险

冒雨劝阻村民过漫水桥
他的车被洪水冲走了

13岁女孩被卷入涵洞
民警跳进水中救人

成都公交集团专人值守积水路段保证线路安全运行

■向福蓉 成都公交集团北
星巴士有限公司405车队党
支部书记、队长
■谢冬 405车队服务队长

人物/

■周杨 绵阳市涪城区公安
分局丰谷派出所所长

人物/

蒲江鹤山街道
深夜转移被困群众

消防驰援消防驰援

城管施救城管施救

紧急破墙开洞
转移敬老院40位老人

成都公交集团工作人员引导公交车通行

周杨在防汛一线

转移被困群众

紧接01版 四要加强组织领导、
担当履责，确保安全生产和防汛
减灾工作全面落地落实。要扣紧
责任链条，逐级落实防汛减灾工
作责任制，加强值班值守，积极推
进安全生产责任险工作，加强城
市安全风险提示和防灾减灾救灾
宣传，推动形成全社会积极参与

的良好局面。
会 议 对 彭 州 市 、武 侯 区 、

都江堰市、金堂县、蒲江县等
地 防 汛 减 灾 有 关 工 作 进 行 了
视频调度。

市领导谢瑞武、刘玉泉、刘旭
光，市政府秘书长周先毅等参加
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