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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内江市石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遗失公章，编号：511002502478
4，声明作废。
●康定兴旺物流有限公司公章
（编码:5133215005918） 不慎遗失，
现登报声明该公章作废。

9月6日，四川省作家协会正式发布2021年度四川文学作
品影响力排行榜（以下简称“排行榜”），长篇小说、中短篇小
说、诗歌、散文等8个门类72件作品上榜。

本次上榜作品大多由国内主流出版社出版，或曾刊登
发表于重要核心期刊杂志，上榜作品形式多样、题材丰富，
包括乡土、民族、教育、历史、自然、都市生活等。其中，罗伟
章《谁在敲门》曾获得第十八届《当代》长篇小说年度论坛

“2021年度长篇五佳作品”的称号，并获得“第六届长篇小说
年度金榜（2021）领衔作品”称号；马识途《马识途西南联大
甲骨文笔记》进入由中国图书评论协会发布的“10月中国好
书榜单”；马平《五世同堂》获得2021年度人民文学奖中的短
篇小说奖。

此外，今年的排行榜新增了“文学理论批评”门类，李
怡、傅其林、白浩、陈思广等10名批评家的作品榜上有名，展
示了四川去年丰硕的文学理论研究成果，新增文学理论批
评类排行榜的举措，也体现出四川省作协对文学理论建设
工作的重视。

据悉，“排行榜”主要根据作品的出版、选载、获奖、研讨、
评论、影视改编等方面情况进行评定，综合考量其影响力。

作为四川文学的一张“晴雨表”，该榜可一窥当年四川文
学创作的面貌。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侯志明认
为，排行榜是省作协创建作家激励机制的一个重要举措。中
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也表示，2021四川文学
影响力排行榜的上榜作品，其创作过程留下了四川作家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扎
实足迹，留下了四川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难忘经历，留
下了四川作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四川作家从高
原向高峰的攀登中的前行步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曾琦 实习记者 毛渝川

进入9月，成都市新津区的水稻
陆续成熟，进入收割季节。记者9月6
日从成都市新津区了解到，当地正全
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确保顺利完成
今年秋收工作。

在新津宝墩镇张场社区，稻田里
一片繁忙有序的景象。稻谷簇拥成一
片“金色海洋”随风摇曳，收割机忙碌
地穿梭着，随着轰隆隆的机械声响
起，饱满的、沉甸甸的稻穗被卷进机
械中，干净的谷粒通过收割机的出粮
口自动装入转运车中。

由于今年成都持续高温少雨，对
水稻生长有一定影响，但总体情况可
控。据了解，今年新津水稻种植面积
共计9.04万亩，机收面积预计达8.96
万亩，整个秋收工作将从8月下旬持
续到10月中下旬。

目前，新津当地已机收面积9000
余亩。

高骏帆 红星新闻记者 雷浩然
图据新津区融媒体中心

9月4日下午6时左右，四川自贡市
富顺县与沿滩区交界处的邓关大桥附
近水域发生惊险一幕：一名年轻小伙
疑似溺水浮在水面，并缓缓朝下游漂
去，随时有沉溺的危险。

听到岸上群众的呼救声，62岁退
伍老兵徐宏明狂奔数百米来到岸边，
果断跳入水中，游至河中央将小伙救
上岸来。经急救，小伙状态好转，后转
送至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治疗。

徐宏明救人的义举得到现场群众
一致称赞。面对众人询问姓甚名谁，徐
宏明留下一句“退伍军人”后悄然离去。

突发：
小伙从桥上坠落
漂在水面顺流而下

事发地位于自贡釜溪河富顺县与
沿滩区交界的邓关大桥附近水域。

在河边经营蹄花汤餐饮店的何女
士回忆，9月4日下午近6时，她听到店外
在喊“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遂出门
查看。她看见，邓关大桥下方的水面上漂
着一个人，“一动不动”，顺流而下。

何女士称，突发情况引来许多人
围观，有群众说，落水的是一名年轻小
伙，大概十八九岁。

闻信赶到的还有富顺县邓井关社
区的工作人唐君玉。据他介绍，事发
后，他赶忙拨打120、110报警电话，然
后在岸边维持秩序、组织救援。

唐君玉说，河面宽100余米，小伙
从桥上坠入河中后顺流而下，大约漂
浮了两三百米。此时，一名男子急匆匆
地跑到岸边，他脱掉外裤跳进河中，朝
落水小伙方向游去。

入水后，男子很快游到了小伙身
边，然后一把将其抓住往岸边拖拽。大约
三分钟，小伙被救上岸，有呼吸有意识，
但情绪低沉。经过急救，男子状态好转。

公安干警、医护人员随即抵达现场
开展救助工作。小伙的家人也随即赶到。

“好多群众都在为他的救人行为
点赞，问他姓甚名谁。”唐君玉说，男子
摆摆手，不告知具体姓名，留下一句

“退伍军人”后悄然离去。

施救：
背包阻止了快速下沉
人没事就好

经多方联系，9月6日上午，记者在
事发现场见到了施救者徐宏明。徐宏
明现年62岁，是一名退伍军人，还是舟
桥兵，水性很好，家就住在大桥附近的

沿滩区邓关街道。
据他讲述，事发当时，他在桥附近

散步，突然听到警笛声响，看到桥上许
多人围观，于是到桥上查看——一名年
轻小伙浮在水面上，身体保持着上仰的
状态，肢体有轻微动作，随时可能下沉。

当即，徐宏明从桥上朝最近的下
水处跑，跑了三四百米来到邓井关客
运码头。跑到岸边，他脱掉外裤，猛吸
一口气就跳入河里，朝漂在河中央的
小伙游去。

徐宏明称，他从后侧抓住小伙的
背部，然后朝岸边拖拽。整个过程，小
伙有轻微挣扎，但总体顺利，“也没有
花多大力气”就把小伙救到了岸边。经
过急救，小伙状态好转。

徐宏明分析，小伙在河中能漂浮
那么久，应该是他背上的背包起到了
支撑作用，减缓了下沉。但如果施救不
及时，就会有生命危险。

提及救人义举，徐宏明再三表示，
“我就是一名退伍军人”，不求表扬不
求感谢，人没事就好。

据了解，经现
场医护人员确认，
落水小伙无生命危
险，后被送往医院
接受检查治疗。至
于小伙为何坠桥、
是否会水等问题，
还不得而知。目前，
当地警方正在就相
关情况作进一步了
解调查。

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 袁伟

2021四川文学作品影响力排行榜发布
马识途、罗伟章、马平等上榜

六旬退伍老兵飞奔跳河救人后悄然离去
不求表扬不求感谢，“人没事就好”

■ 惊险
一名小伙疑似溺水浮在水面，随时有沉溺的危险

■ 救人
一名男子见状后跳进河中游到小伙身边，抓住小伙
背部，然后朝岸边拖拽，成功救上岸

■ 事后
面对群众称赞，救人者留下一句“退伍军人”后悄然离去

❶ 长篇小说
《谁在敲门》 罗伟章
《塞影记》 马平
《惊蛰》 杜阳林
《桑田日暖》 王棵
《川乡传》 李明春
《我用一生奔向你》 骆平

❷ 中短篇小说
《路遇见路》裘山山
《五世同堂》马平
《镜城》罗伟章
《罪与罚》卢一萍
《空房间》王棘
《小小的火》王棵
《镜中鹅》熊德启
《“新聊斋”七题》夏岚
《大司命》小乙
《耶鲁之约》唐一惟

❸ 散文
《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

马识途
《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马识途
《以文记流年》阿来
《蜀人记：当代四川奇人录》蒋蓝
《看历史—大区域视野下的人文
观察》庞惊涛
《南太行纪事》杨献平
《流浪生死书》卢一萍
《品西方文人》（第三卷）刘小川
《回望诗经》雍也
《风过凹村》雍措

❹ 诗歌
《濒临》龚学敏
《忽冷忽热》梁平
《我们的人生--柏桦诗文自选集
（1981-2021）》柏桦
《生命四重奏》向以鲜
《时间终于让我明白》熊焱
《祝福少女们》杨黎
《月光推门》蒋雪峰
《东南西北风》雨田
《猫是一朵云》余幼幼

《此间》希贤

❺ 报告文学
《晏阳初》苗勇
《在那高山顶上》陈果
《<良宵>的故事》曹永胜
《美丽的力量》刘裕国 、郑赤鹰
《清风永开》贺享雍
《你们是最美的天使》谭楷

❻ 儿童文学
《会笑的猫》杨红樱
《点亮星空的人们》李牧雨
《杜杜来到布谷村》廖小琴
《漫游宇宙》彭柳蓉
《拯救天才之墨子的奇木鸢》
王林柏
《地心冒险大救援》陆扬
《熊猫王：荒野的守望》蒋林
《地球危机》姜永育
《皮斯特星人现身》何明瀚
《不一样的1》吴亚男

榜单（部分）

秋收正当时
水稻收割忙

中秋节天气如何？
云、川、藏多有阵性降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3D”第2022239期
开奖结果：109。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双色球”第2022103
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
06 09 12 14 20 28 蓝色
球号码：10

（以上所有开奖信息以
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
22239期开奖结果：289，直
选：8705注，每注奖金1040
元；组选6：26707注，每注奖
金173元。（46660249.23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
22239期开奖结果：28974，
一等奖28注，每注奖金10万
元。（396724079.66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
22103 期 开 奖 结 果 ：
202023+12，一等奖：0注；
二 等 奖 ：19 注 ，每 注 奖 金
189859元；三等奖：9注，每注
奖金3000元。（303862522.00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
2022年11月7日)

体彩

兑彩票

救人现场 图据视频截图

救人后浑身湿透 图由受访者提供

9月6日凌晨，成昆铁路扩能
改造工程（简称“成昆复线”）双
流站区施工现场，铁路成都工务
段的50余名施工人员正配合几
台大型机械，对铁路道岔进行捣
固作业。

此次在成昆复线开展的作业
施工范围位于成都至峨眉段，预
计10月底完成施工。工程完工后，
该段时速将由原来的120km升级
至160km。根据预计，成昆铁路复
线计划年内全线通车，届时，将与
老成昆铁路客货分离，大幅提升
西南地区的铁路客货运输能力。

据铁路成都工务段线路技术
科科长高惠明介绍，此次施工改
造工作将要完成成昆铁路13个车
站、164组正线道岔、246.67公里
线路的提质改造，主要对成峨段
内线路进行系统的病害整治，同
时通过对钢轨打磨、道岔捣固、桥
梁加固、排水系统整治、桥梁改造
等一系列改造，满足列车行驶速
度提升后的需求。

此次改造工作主要利用铁路
行车“天窗点”完成施工任务，每
日晚上11时30分至第二天凌晨4
时30分进行施工。今年8月正式
启动，预计10月底完成施工，11
月主要为动态检测阶段。检测完
成后，成昆复线成都至峨眉段将
可跑时速为160km的“绿巨人”
动车组列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9月6日，中国气象局召开9月
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气候
中心副主任肖潺对8月全国气候
特征作出回顾总结，同时对9月整
体气候变化作出预测。

对于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
会上通报称，中秋期间我国中东
部地区总体适宜出行，但诸如浙
江东南、华南沿海以及云、川、藏
等地，则多有阵性降雨，如有出行
安排需注意。

预计未来十天（9月7日-9月
16日），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降
水明显偏少；主要降雨区位于西
藏东部、四川中西部、云南中西
部、华南中南部、台湾岛等地，累
计降雨量有40～80毫米，部分地
区有90～150毫米，上述大部分地
区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中秋节假期（9月10日-9月
12日）期间，中东部地区无大范围
强降雨和高温天气、气温起伏较
小，总体适宜出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雨奇 张炎良 北京报道

成昆复线成峨段改造工程
预计10月底完成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