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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外孙落水失踪已过去一个月，老胡仍无法走出内疚的阴影。一想起外孙，他就心如刀割……
■ 一个月前的6月28日晚，老胡带着5岁的外孙，在四川泸州市江阳区滨江路停车场（因规模大如飞机跑道，当地人称“飞机坝”）玩水时，外孙意外落

水失踪，至今音信全无。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老胡一家悲痛欲绝。身为外公的老胡，更是难以承受，自责不已。
■ 事发后，孩子家属认为，这次意外落水事件，家长确有疏忽大意的责任，但“飞机坝”停车场漫长的水岸线，缺乏护栏等安全措施，也是导致此次落

水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
■ 红星新闻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据不完全统计，“飞机坝”停车场自2014年建成投用至今，8年来至少发生了14起落水事件，导致13人失踪或死亡。
■ 连日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泸州调查采访发现，在泸州城区沱江、长江水域的闹市区江边多有石头护栏，唯独“飞机坝”缺乏安全护栏等设

施，多位泸州市民呼吁增设护栏等安全设施。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2200期开奖结果：303，直
选：15501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17121注，每注奖
金346元。（43307658.6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200期开奖结果：30360，
一等奖191注，每注奖金10万元。（367375307.28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2086期开奖结果：
464963+2，一等奖：1注，每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4
注，每注奖金149082元；三等奖：40注，每注奖金3000
元。（291964880.1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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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2022200期开奖结果：797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22086期全国开奖结

果：04 11 12 13 16 28 30，特别号码：20
（以上所有开奖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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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护栏
如何筑牢

8年14起落水事件

一 个 滨 江 停 车 场 的“ 安 全 之 问 ”

如果早知道自己一转身的
瞬间，外孙会落水，老胡永远不
会去帮外孙拿鞋。外孙落水后，
老胡随即跳进江中试图营救，但
不会水的他也差点被汹涌的江
水卷走……

这一幕，发生在今年6月28
日泸州“飞机坝”停车场国窖大
桥水域。

由于该停车场位于长江防
洪堤区域，地势较低，每年汛期
都会被江水吞没。而自防洪堤以
下共有3至4层平台，停车场为最
上面一层平台。平台间少数地方
有石阶相连，其余地方则是两三
米高的陡坎。一旦汛期和洪水来
临，平台被淹没，这些陡坎就变
成暗藏风险的“深水区”。

老胡的外孙，就是落入这样
的“深水区”被江水卷走的。

据孩子家属和知情人介绍，
落水的外孙是老胡一手带大的，
祖孙俩感情很深。

事发当晚，泸州天气闷热，
很多人在“飞机坝”停车场纳凉。
饭后，老胡也带着5岁外孙来到
这里。此时，长江已经涨水淹没

“飞机坝”下面两层平台，江水与
最上面的停车场持平。网友拍摄
的现场视频显示，当时江水的浪
头已在停车场边缘翻滚。

外孙意外落水后，老胡立即
跳江营救，但不会游泳的他也陷
入了险境。一名热心群众发现后
迅速跳入江中，拉住老胡奋力往
岸边游。泸州海事局工作人员张
明旭闻声，赶紧和另一名船长拿
出救生衣协助营救。

在众人合力救援下，老胡被
救上了岸。张明旭等人又赶紧在
江面进行搜寻，但浩渺的江面，早
已没有老胡外孙的踪影。此后，泸
州海事局、长江航运公安局泸州
分局均派出快艇沿江搜救。遗憾
的是，至今仍未发现孩子的踪影。

老胡住在泸州市区女儿家，
挨着滨江路，以前经常带外孙到
江边玩耍。外孙落水失踪后，老
胡非常后悔和自责。

对于事发时的情况，老胡的侄
女胡女士介绍，“当时老人并没有
耍手机，相反是外孙事前一直在耍
手机。”后来，爷孙俩准备离开江
边，老胡转身到旁边去拿外孙的鞋
子，就在这一瞬间，在“飞机坝”停
车场阶梯处踩水的外孙突然落水。

胡女士表示，此次落水事件
跟家长自身安全意识不足、疏忽
大意有关，但“飞机坝”停车场安
全措施不完善也是一个重要原
因。“事后我们在江边没有看到警
示标志牌，‘飞机坝’毗水区域也
没有拉警戒线。”她希望有关部门
及时整改和完善“飞机坝”的安全
设施，杜绝类似悲剧重演。

红星新闻记者梳理媒体公
开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包括今年
这起5岁男孩落水事件在内，自
2014年“飞机坝”停车场建成投用
以来，此处已发生14起溺水事故，
造成13人失踪或溺亡。其中，2014
年7月3天发生6人溺水身亡事故，
当地法医称“大多数是12岁左右
的孩子”；2018年7月24日晚，3名
十六七岁的女生在“飞机坝”江边
不慎落水，两位市民舍身相救也
遇险。幸好长航公安民警及时赶
到，才将众人救上了岸；同年8月，
5名男青年到“飞机坝”江边踩水，
一人落水失踪……

据了解，泸州市江阳区滨江
路停车场始建于2012年，2014年
完工。因总面积超过30000平方
米，近千个车位一字排开，犹如
飞机跑道而得名“飞机坝”。修建
这个停车场，主要是为了解决当
地停车难的问题。

然而，每到汛期和江水上
涨，这里就暗藏风险。当地市民、
媒体曾多次呼吁加装安全护栏
但未果。曾有长航公安民警表
示，由于“飞机坝”停车场边沿无
栏杆，市民会误以为平台还会有
延伸，一脚踩空即可能掉到两三
米高的陡坎下。若遇涨水时节，
则会直接落入长江中……

今年7月中旬，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3次前往位于泸州长江边的“飞
机坝”停车场探访。当时，洪水已经退
去，该停车场与长江水面之间落差近
两米高的第二层平台已显露出来。每
天早晚，都有市民在漫长的江岸平台
和台阶上玩水，游泳者也不少。

7月13日凌晨5点多，天刚蒙蒙
亮，就已有三三两两的市民在江边
踩水，一些市民甚至还在议论6月28
日发生的儿童落水事件。有情侣踩
在水中嬉戏拍照，还有大妈带着五
六条小狗在长江里洗澡。

在玩水群众中，据红星新闻记
者连续两天的现场观察，只发现一
位市民带了救生设备（游泳者除
外），“飞机坝”停车场仍未看到有防
护栏杆。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所谓“飞
机坝”，就是长江边一段狭长的江
滩，从泸州东门城楼沿长江而上至
国窖大桥。整个“飞机坝”分为上、
中、下3层，最上一层面积超30000平
方米，可以停车近千辆；第二、三层
次第往长江河床延伸，枯水期显示

部分地方还有沿江的第四层。
就整个庞大的构筑体而言，最

上一层的“飞机坝”才具有停车功
能。而落差从一米至两米不等的二、
三、四层其实是护坡性质，具有防护
和防汛的双重功能。各层之间有阶
梯相互连通，部分地带甚至还有枯
水期能伸至低水位江水区域的平台
式构筑体。

这样的设计让“飞机坝”江滩呈
渐次下降形态，无论是长江涨水淹
没“飞机坝”停车场，还是季节交替
水位涨退，人们都有亲近长江水面
的通行道路。有当地市民告诉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只要想耍水，
一年四季都可以从“飞机坝”找到通
往长江水面的道路。

但是，泸州市区并非所有江滩
都是如此设计的。

比如，从馆驿嘴到东门城楼的
江滩，就依地势加装有石头护栏。汛
期把阶梯道路一封闭，就可以把市
民和江水隔开。另外在汛期，当地社
区及相关部门还在下江通道口拉起
警戒线。

“飞机坝”所涉长江岸线之长，
横跨了泸州市江阳区北城街道、南
城街道和大山坪街道。从馆驿嘴到
宝来桥，属于北城街道；从国窖大桥
到长江生态园，归大山坪街道国窖
社区管；宝来桥到国窖大桥岸线最
长，属于南城街道滨江社区地界。

泸州因水而兴，当地市民有亲水
传统。过去，江和城之间，往往有保留
原始地貌的河滩把两者隔开，城是
城，江是江，界限明显。随着城市发
展，沿江城市很多修建了滨江公园、
亲水步道、平台等设施，城市和江水
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南城街道滨江社区党委书记袁
国建告诉记者，“6·28溺水事件”发
生后，滨江社区加强了安全防范，在

“飞机坝”增设了3个救生点，放置了
救生衣、救生圈、长竹竿（相当于救
生绳）；强化了巡江力度和宣传力

度，在相关区域设置了“防溺水安全
小喇叭”，反复播放防溺水知识。滨
江社区通过联合公安、海事、教育、
游泳协会和志愿者组织等，多渠道
开展长江溺水防范宣传工作。

泸州海事局关于长江干线水上
搜救工作，遵循“防救结合，以防为主”
的理念，通过常态化开展安全知识进
校园、汛期防溺水宣传等方式宣传水
上安全知识，意在提升江边戏水、中小
学生等重点人群的安全意识。

但公安、海事、社区乃至志愿者
做出的种种努力，并不能完全杜绝市
民下河，以及由此带来的溺水风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泸
州走访了数十位市民，他们绝大多
数希望在“飞机坝”停车场沿江一侧
增设安全护栏，“你装了护栏，你就
尽到了责任；要是有人还要冒险下
水，那是个人的原因。”

据泸州“飞机坝”停车场运营
方介绍，2021年1月底，泸州市城
投静态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与
泸州市江阳区醉美城市公园管理
有限公司签订移交协议，将江阳
区范围内城市道路停车泊位和政
府投资建设的停车场（含滨江路
凝光门停车场，俗称“飞机坝”停
车场）移交给泸州市城投静态交
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运营。

2021年2月，该公司开始对
“飞机坝”停车场进行运营收费，
收费标准为白天7：00-19：00免
费，19：00至次日7：00每小时收
费1元。该停车场2021年全年实
际运行7个月（6月底至10月底因
汛期关闭），经营收入约110万
元，人工费、设施设备维护及拆
装费、清淤保洁费、电费、税费等
运营成本约160万元。

泸州市城投静态交通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在接受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书面采访时
表示，根据该公司与泸州市江阳
区醉美城市公园管理有限公司
签订的《停车场（位）移交协议》，
该公司作为管理方仅承担“飞机
坝”停车场的停车秩序维护、设
施设备维护、清扫保洁工作。

每年汛期，管理方都会根据
长江水位情况，对“飞机坝”停车场
进行关闭。今年6月20日，长江水位
上涨至停车场警戒线，公司立即
对停车场进行关闭，放下停车场
道闸、设置路障，防止车辆进入；在
出入口张贴了停车场关闭的通
知，并通过泸州广播电台104.6频
道、泸州日报、泸州发布公众号等
渠道，发布了停车场关闭的通告。

同时，管理方在停车场出入
口均设置了护栏、涉水危险禁止
翻越的警告牌，并在停车场沿河
一侧的阻车杆上捆绑了浮漂作
为警示。“待汛期结束后，根据长
江水位情况，再开放停车场。”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泸州
走访期间，看到了管理方提及的
以上安全防范举措。

泸州市城投静态交通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认为，因公司已在
6月20日关闭“飞机坝”停车场，
故溺水事故未发生在公司管理
的停车场范围内。

对于市民提出在“飞机坝”增
设安全护栏的建议，该公司的上
级单位——泸州市城市建设投资
集团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该停
车场根据当时的城市规划而建，
规划上没有安全护栏，因此该公
司并无增设安全护栏的权限。

当地市民加装护栏的愿望
能实现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

“这是真正的隐居，还是一
场作秀炒作？”近日，一段“男子
放弃过万月薪住洞穴隐居”的视
频在网上流传。对于当事小伙闵
亨才，有人投来羡慕的眼光；有
人觉得他“躺平”是在逃避现实；
还有人质疑他“作秀炒作”……
对于网上的声音，闵亨才表示不
会在意，“过好自己就行了”。不
过，对于他的这种“隐居”，母亲
并不支持但多次劝阻未果。

面对关注和争议，7月27日，
身在四川自贡富顺县老家乡村

“隐居地”的闵亨才接受了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的采访。

漂泊多年：
打工创业打工创业，，却欠债却欠债3030余万余万

闵亨才，1989年出生，今年
33岁，板桥镇木桥沟村人。闵亨
才回忆，9岁那年父亲因病去
世，自己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
19岁，闵亨才参军入伍，服了两
年兵役。复员回家后，闵亨才先
在外打工，后在老家开农家乐、
儿童乐园，还到浙江干过网络
金融、数字货币……最终却欠
下40多万债务。

最近的一份工作，是2021年
到江苏做网约车驾驶员。这份工
作干了一年。他说，这一年是他
最辛苦的一年，为了还债，他几
乎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每月工
资一万多元，除去日常开支能剩
下六七千元。一年下来，他还清
亲友的约7万元债务，但还有30
多万元银行和借贷平台的债务，
仍无力偿还。对于至今未还的债
务，他称，借钱时，老家镇上的几
套房产能值30多万，这是他借钱
的资本。但房产被亲友提前变
卖，后来才还不上了。

2021年年底，闵亨回到老家
自贡市富顺县板桥镇。

“隐居”生活：
睡到自睡到自然醒然醒，，逛山逛山、、看书……看书……

7月27日上午9时许，记者驱
车来到自贡市富顺县板桥镇木
桥沟村9组，闵亨才热情地带着
记者参观他的“杰作”。这处“隐

居房屋”靠着崖洞右侧而建，由
石板、砖头和水泥堆砌而成。整
个房屋内部面积大约50平方米，
由一间卧室、厨房和厕所组成。

每天上午8点左右，闵亨才
睡到自然醒，然后洗漱做早饭；9
点多钟，要么逛山、看书或手机，
要么干点农活；11点半，他开始
做午饭，多数都是一份素菜，有
朋友来会做两个菜，偶尔才吃
肉；午饭后，要么午休，要么重复
上午的生活；等到了傍晚六七
点，开始做晚饭，吃完饭又继续
看书或手机；九十点钟睡觉。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日常
开销只有油盐米等基本必需品。”
闵亨才说，他的计划里，每天只劳
作一小时，这一小时主要栽种或
打理菜地。目前，这块10多平方米
的菜地已能满足日常生活，旁边
的菜地还不急着开垦。

闵亨才说道：“回归田园生
活，是我在外漂泊多年后的内
心真实想法。我又不在网络上
乞讨，只是自己拍的视频得到
认可，得到了一点收入。”记者
查看闵亨才的抖音账号发现，
粉丝2200余人，视频作品从今年
2月份至今共有150个，内容均与
崖洞房有关。

对于儿子的这种“隐居”，闵
亨才的母亲一直都不支持，当地
已有闲言碎语，认为他不去找工
作是懒惰、不争气，住崖洞更是
不吉利。她也多次劝儿子到镇
上、县上找份工作，但没能劝住。

那么，崖洞自建房是否合
规？板桥镇木桥沟村村支书王
华松表示，闵亨才建房的位置
是一处天然崖洞，曾经住过人，
但还是有安全隐患。村里多次
上门劝导并阻止，但他“一意孤
行”，村里只好随时监管着，保
护他的安全。板桥镇政府相关
负责人表示，镇村两级干部会
继续关注闵亨才的情况，加强
与他的沟通交流，了解他的心
理状况，积极引导他走入社会，
靠勤劳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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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规划无安全护栏，
该谁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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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放弃过万月薪住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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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本人：希望这种生活方式让自己平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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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亨才和他的隐居洞穴

近日，每当胡月从公园中
踩着滑板而过，总能引起人注
意。与一般滑板女生不同，助力
胡月蹬地滑行的左腿，是一条
假肢。在汶川地震中，胡月受伤

截肢。但这丝毫不影响她钟情
滑板，热爱运动。

今年3月，胡月受邀参与了
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排演活
动，虽然最终没能以滑滑板的
形式出现在开幕式上，但能亲
历这次盛会，对她触动也很大，

“我认识了很多同样截肢的朋
友，意识到自己可以做很多事，
放手去追逐梦想。”

胡月的教练楚然说，胡月学
习滑板的难度会大很多，玩滑板
都是交替用腿，重心切换，来做
一些动作。胡月只能单腿支撑、
发力，所以她需要付出更多。

胡月觉得，这条“小钢腿”
早已与她融为一体，希望有一
天能穿戴它走上秀场，做更多
运动，踏遍山川河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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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受伤女孩 踩上滑板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