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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发生后，泸定县得妥
镇湾东村右岸山体垮塌，阻断
湾东河右主支沟形成堰塞湖。

9月6日下午，记者从四川
省水利厅抗震救灾工作组了解
到堰塞湖的最新情况。通过现
场巡查、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
等综合分析，显示大渡河右岸
一级支流湾东河流域，干流上
出现3处较大滑坡壅塞体，其中
最大的一处形成了堰塞湖，威
胁上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最大堰塞体规模长、宽约有
330米，高60～70米，估算滑坡
体约有80万立方米，形成堰塞
湖。其他两个堰塞体，滑坡体方
量相对较小，未形成堰塞湖。经
分析，地震发生前湾东河河口
流量10.4立方米/秒，按照河道
断流时间估算，预计堰塞湖滞
纳水量约60万立方米。

四川省水利厅现场工作组
表示，9月6日凌晨，监测发现湾
东河河道已恢复过流，预计堰塞
湖库容将不会出现大幅增加。

此外，湾东河末端汇入大
渡河大岗山水电站库区（总库
容7.77亿立方米，调节库容1.17
亿立方米），目前该电站已腾出
约3000万立方米库容，能够完
全消纳湾东河堰塞湖滞纳水
量，堰塞湖对大渡河干流及大
岗山电站下游影响不大。“湾东
河堰塞湖风险总体可控。”前方
工作组工作人员表示。

考虑后续余震、强降雨等
带来的次生灾害，四川省水利
厅前方工作组建议安能公司、
武警部队已到达现场的抢险人
员和机具设备就地待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9月5日21时20分，四川省
地灾指挥部前方工作组第一次
会议在泸定县召开，会议要求
认真组织力量做好震后地质灾
害应急排查工作，9月7日24时
前完成首轮震区地灾隐患全覆
盖排查。

同时，会议要求，要迅速组
织专业技术力量开展安置点地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全力确保安
置点安全。还要抓好重点区域地
灾隐患排查，加强对靠山靠崖临
沟临坎的有人居住，学校、医院、
集市、场镇等人口密集区，抢险
救援通道、交通沿线、在建工程
及工棚营地等地灾隐患排查，做
到边排查、边移交。

据了解，自然资源部启动
地质灾害防御Ⅲ级响应，统筹
中国地质调查局灾害地质处、
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
中心、成都地质调查中心、探矿
工艺所、地质力学所、军民融合
调查中心专家力量，给予最急
需的技术指导。

截至9月5日23时，四川省自
然资源厅已协调省地矿局、省地
调院、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等力
量，共投入448人，车辆111台，无
人机等其他装备146台（套）。其
中泸定县投入177人，车辆48台，
无人机等装备48台（套）；石棉县
投入51人，车辆12台，无人机等
装备18台（套）。暂未收到震区及
周边区域因次生地质灾害造成
人员伤亡的报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地震发生后，甘孜州人民医院
立即集结应急救援队前往磨西镇开
展救援。救援现场一名孕妇临近预
产期。因地震突然来袭，孕妇受到惊
吓及墙体倒塌被砸伤，现场医疗救
援队初步判断，孕妇可能存在胎膜
早破，先兆临产，建议立即转往甘孜
州人民医院紧急救治。随即，一场

“生死救援”展开。
孕妇被转往州人民医院后，经

过医院妇产科、骨科、麻醉科等多科
的协作，9月5日20时51分，伴随着清
脆的婴儿啼哭声，一名婴儿平安降
生，母子平安。他也成为此次泸定震
后第一个诞生的宝宝。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章玲

刷屏了！昨日，“飞夺泸定桥式救
援”被网友刷上热搜。9月5日，甘孜特
警队员在震区持续开展救援，行至磨
西镇与青岗坪交汇处时被湍急的流

水拦住去路，他们用身体和绳索搭建
桥梁，徒手爬绳索前往对岸。特警队
员用生命打通救援通道，先后成功转
移被困群众数百人。 据四川日报网

蜀山之巅，贡嘎雪山有着数不
清的美。环绕贡嘎雪山四周有很多
观景平台，位于雅安的王岗坪便是
其中之一。王岗坪景区距离贡嘎雪
山直线距离约30公里。

此次地震后，地处大渡河峡谷
的王岗坪乡等地，成为“孤岛”。昨日
上午，王岗坪电信信号抢通，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联系上王岗坪旅
游开发公司总工程师刘永亮，他介
绍，“所有人都平安，景区无人员伤
亡，道路、基础设施受损严重。”此
外，60多名被困人员将沿“茶马古
道”下山。

道路、基础设施受损严重
目前通讯网络已恢复

9月5日，甘孜州泸定县发生6.8
级地震，因电力、通讯、道路交通中
断，王岗坪乡等地成为“孤岛”。当天
下午，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渡过大
渡河，连夜挺进“孤岛”王岗坪。

9月6日10时09分，中国电信抢
通王岗坪光缆，10时42分通讯网络
恢复，王岗坪不再是信息“孤岛”。

王岗坪旅游开发公司总工程师
刘永亮告诉记者，近期因为疫情，到
王岗坪景区游玩的游客比较少，“当
天中午，最后一波10多名游客乘索

道下山之后，仅3分钟就发生了地
震。”地震后，景区游客中心和前往
景区的道路损毁严重，游客中心右
侧的外墙玻璃损毁比较厉害。

景区索道全长3500米，目前已
经停运，“接下来，我们要对索道的
22个桩基和站房、支架等进行全方
位检测评估，等有关部门审核之后
才能恢复运营。”

被困人员
将沿“茶马古道”下山

刘永亮介绍，目前有60多人被
困山上，除30多名景区工作人员之
外，还有近30名施工人员。

因为索道无法正常运行，下山
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当年的茶马古
道，救援人员计划通过茶马古道引
导被困人员下山。

王岗坪景区地处石棉县挖角乡
以北、大渡河以东和贡嘎山南麓，是
距离大都市最近、可观看海拔5000米
以上200多座雪山群峰的观景地，可
观测到雪山、云海、星空等自然奇观。

刘永亮表示，下一步景区将抢通
道路，抢修受损供电、索道等设施，进
行安全评估后才会重新对外开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
明平 景区供图

来自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的消
息，磨西镇共和村是救援人员最晚
到达的一个村，这里断水、断电、断
路……直到9月6日中午，直升机来
到村里，将6名重伤员转移出去。

当天下午，震中“孤岛”共和村
的多位村民及一名小组长告诉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救援人员
5日晚就进了村子，但都是翻山越
岭又跨河才艰难进来的，救援物资
无法进入。村民们相互帮衬，集中
存粮用一点点存水熬稀饭。目前，
直升机、无人机开始向共和村投递
救援物资。

救援人员挺进“孤岛”
直升机转移6名重伤员

“地震发生时，就那么几秒。”磨
西镇共和村3组的张某当时正在家

中，和家人迅速跑了出去，随后发现
家里的房屋开裂，成了危房。

村里不少老房子出现不同程度
的垮塌，有人在地震中遇难，还有被
砸伤的。

“路断了，伤员送不出去。”昨日
下午，多位村民告诉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5日晚，救援人员陆续
来到村里，但他们都是翻山越岭甚
至跨河进来的，伤员一时无法往外
运送。

9月6日中午，来自四川省森林
消防总队的消息称，上百名救援人
员挺进共和村后，四川省地震救援
指挥部调来3架直升机，昨日13时许
将6名重伤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区。

据现场救援人员介绍，共和村
是地震发生后他们最晚到达的一个
村庄，也是各级党委政府非常惦记
的村庄，村里常住人口有800多人，

正被围困。地震中6名村民重伤，3人
身亡。救援人员到达后，将群众转移
到安全广场，等待下一步的救援转
移。目前道路中断，还断水、断电。

“还能坚持三四天！”
集中存粮熬稀饭共渡难关

记者查询发现，共和村2组和3
组因临近海螺沟景区，不少当地住
户开办民宿、酒店。“家里的存粮还
能吃10多天，地里还有些菜可以吃，
问题不大。”共和村2组的董某表示，
救援人员到村里后，他也做起了志
愿者。

共和村3组开民宿的陈某说，他
家的米还能坚持一周左右，目前最
大的问题是没电又没水。“家里还有
一件矿泉水，原来的自来水管里还
有点点水。”

也有住户说，“吃了今天就没有
了。”在此情况下，村里的人相互帮
衬，拿出存粮集体熬稀饭，共渡难
关。共和村3组组长彭跃告诉记者，3
组被困150人左右，“熬稀饭加上土
豆，还能坚持几天。”最大的问题是
没水，仅有“一点点存水”，预计能坚
持三四天。

“还有余震，山上的石头也不时
落下来……”陈某说，家里不能住，
他们便住在车里，手机充电也在车
上。“有些（住户）家里有发电机，但
主要没有存多少油。”

彭跃表示，村里的老房屋不少
都垮塌了，其他也成了危房。他们有
的睡在车里，有的在空旷地点搭建
了临时“帐篷”。还有几名游客被困，
吃住都跟他们一起。

9月6日，甘孜州特警已开始利用
无人机投送物资，也有救援力量用直
升机向“孤岛”共和村投送物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姚
永忠 受访者供图

景区无人员伤亡
60余名被困人员将下山

直升机转移伤员
无人机投递物资

希望！震后首个宝宝平安降生

英勇！“飞夺泸定桥式救援”刷屏

震中磨西镇房屋垮塌损毁较为
严重，受损房屋包括有100多年历史
的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磨西天
主教堂。在这里，红军召开了“磨西会
议”，部署了飞夺泸定桥的具体计划。

9月6日上午，磨西天主教堂负责
人黄旭松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表示：“地震后，红军长征磨西会议
遗址磨西天主教堂受损严重，现在已
经成为危房，虽然没有垮塌，但是裂
缝都有一尺多。为了安全，政府部门
设立了警戒线。”目前看来，主要是外
部砖石结构变形严重，内部木结构建
筑受损情况还不太清楚。

“这座建筑有104年历史，也是
当年红军战斗路过的地方。”黄旭松

介绍，有建筑师地震后前来查看过，
认为修复难度非常大，至于重建还
是修复，有待专家鉴定后再做决定。

神甫楼是一幢两层三直青砖土
瓦房。楼前有块花岗岩石碑，上面刻有

“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字样。
“这里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很

多游客前来参观。”黄旭松说，神甫
楼里陈列着红军用过的一些物品，
磨西会议房间复原存列。最主要的
是，室内的一些展示图文并茂地介
绍了红军在磨西的活动情况，包括
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以及
在甘孜的历史事件，还保存着当年
一些红军将领到此参观的题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王明平杨灵

四川省重点文保单位

“磨西会议”遗址受损严重

湾东河堰塞湖滞纳水量
预计不会大幅增加
下游水电站已腾出库容

9月7日24时前完成
首轮震区地灾隐患

全覆盖排查

■ 震中泸定县
磨西镇，临近海螺沟。
磨西镇的共和村是救
援人员最晚到达的一
个村，这里断水、断
电、断路，成为“震中
孤岛”，村里常住人口
800多人，正被围困
……

■ 因 道 路 中
断，地处大渡河谷的
雅安市石棉县王岗坪
乡等地，成为“孤岛”。
作为距离贡嘎山最近
的天然观景点之一，
王岗坪景区道路、基
础设施受损严重，60
多人被困山上……

震中“ 孤岛”磨西镇共和村

大渡河峡谷“ 孤岛”王岗坪

9月6日，记者从蜀道集团
藏高公司下属泸石公司获悉，
当日15时30分，省道217金光大
桥垮塌段实现半幅抢通，结合
泸石高速金光特大桥2号墩附
近村道拓宽临时道路，形成了
进出灾区抢险的双通道。与此
同时，省道S434金光至磨西段
也成功抢通，进一步保障了灾
区救援的生命大动脉。

孜州泸定县6.8级地震，造
成当地多处道路受损，特别是
泸石高速公路TJ4标段附近的
省道217金光段发生路基垮塌
断道，垮塌长度约150米、高度
约20米，该路段通往震中地区。
泸石公司第一时间联合四川路
桥交建集团集结应急抢险人员
120余名、车辆43台、应急抢险
设备9台，进行道路抢通。经过
21小时连续不断地全力抢险，
至6日15时30分，省道217金光
大桥垮塌段实现半幅抢通，为
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开辟了一条
重要通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省道217金光段、S434
金光至磨西段成功抢通

地震后的红军长征磨西会议遗址

地震后，石棉前往王岗坪道路中断

共和村集中存粮熬稀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