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日， 一则攀枝花公园动物园内骆

驼前脚很受伤、 伤口处爬满蝇虫的帖子

现身网络，引发网友关注。截至昨日19时

许，已引发3600多次关注。

发帖者“临风听海”在帖子中称，他

带女儿去公园游玩， 到骆驼馆看到很心

痛的场景： 一头骆驼腿脚已经严重溃烂

了，爬满了苍蝇。

昨日17时许，攀枝花公园动物园内，

受伤的骆驼已被隔离开来。 在骆驼圈舍

附近， 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正在

喷洒药物，“杀虫的，主要是消杀苍蝇蚊

子等。”

“今天对其进行了麻醉，对伤口进行

清创治疗。”攀枝花公园动物园兽医丁兴

林说，受伤的是一头雄性骆驼，已经一个

多星期了。 骆驼被蚊虫叮咬后， 伤口发

痒，忍不住用嘴蹭咬蚊虫叮咬处，最终导

致患处掉毛，部分皮肤开裂。

成都商报记者 罗本平

骆驼腿伤痕累累

动物园：蚊虫叮咬所致

成都商报讯（岳波 记者 汤小均）

20

日，绵阳市公安局发布消息称，警方成功

破获由公安部督办的特大生产、 销售伪

劣农药团伙犯罪案。 此案涉及各类已销

售的伪劣农药5000余件

（

140

万余瓶）

。

今年4月初，一名自称是山东某知名

化工公司农药业务员的男子在绵阳推销

农药，一家农资经销商向其订购了价值3

万余元的“敌敌畏”“辛硫磷”农药。经销

商收到货物后， 发现该批农药为自来水

等液体制成，是假冒农药。4月23日，绵阳

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5月17日，

民警在潍坊将推销假药的马某抓获。通

过马某交代，警方辗转四川、云南、山东、

河北、河南、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捣毁这

一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团伙，犯罪嫌疑人

全部被抓获。截至案发，该团伙已销售各

类假冒农药5000余件140万余瓶，初步评

估可能给农户造成经济损失超过5亿元。

自来水当农药

卖了140万余瓶

成都商报讯（记者 祝楚华）

泥石

流突袭让6万多斤成鱼和十几万尾苗

种等被山洪冲走，损失惨重的养殖户

欲哭无泪之时得到了成都政策性水

产保险的赔付。昨日，位于彭州市银

厂沟的涌泉冷水鱼养殖户宋伦祥家

来了几位成都市水务局和保险公司

的工作人员，他们给宋伦祥带来了25

万元的预赔付款。 保险公司介绍，他

们预计在一周左右将全部赔付款赔

付到位， 预计总赔付额在50万元左

右，目前正在抓紧时间核算具体损失

和完善相关工作程序。

成都商报讯 （ 蒋秀梅 蒋兵 记者

周茂梅）

荣县旭水河作为自贡护城河釜

溪河的上游， 其水质一直污染严重，自

今年年初自贡市提出蓝天绿水工程以

来，改善河水水质环境成为自贡各级地

方政府的头等大事，从19日开始，荣县

林业局开始在旭水河畔陆续种植芦苇，

预计3天内将在沿河种植17万株芦苇，

以改善水质环境。

“栽植完成后，将对旭水河道固土

护堤、净化水质、改良土壤、改善河道生

态、控制洪涝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自

贡荣县林业局副局长陈新能称。

成都商报讯 （记者 王明平 ）

昨

（21）日中午，随着汉

（旺 ）

清

（平 ）

路小岗剑路段的抢通， 被特大暴雨

引发的泥石流中断了3天的汉清路

全线抢通。

8月17晚至18日凌晨， 绵竹市清平

乡遭受特大暴雨袭击， 雨量超过280毫

米。暴雨在汉清路楠木沟至清平磷矿大

桥路段引发大面积山体滑坡和泥石流，

导致汉清路约6公里路段交通被中断。

险情发生后，绵竹交通等部门立即组织

数十台机械设备， 迅速打响河道疏浚、

道路抢通会战。昨日中午12时，汉清路

正式恢复通行。

绵竹汉清路全线抢通

成都商报讯 （景福国 记者 汤小

均）

8月17日，因突降暴雨，北川老县城

地震遗址部分被淹，道路、排水沟、人

行便桥被毁，并暂停对外开放（成都

商报曾报道），在完成清淤、修复水毁

道路等工程后，目前，北川老县城地震

遗址已消除各种安全隐患， 恢复对外

开放。但由于部分道路路基、排洪沟损

毁，遗址区仍实行“车辆管制通行”，

只限抢险应急车辆、 客运车辆和纪念

专用车辆通行。

昨日，绵阳唐家山堰塞湖治理暨

北川老县城保护工作指挥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灾情发生后，指挥部第一

时间启动地震遗址区防洪抢险应急

预案，组织干部职工全力投入抗洪抢

险。在暴雨袭击后，立即邀请省、市地

质灾害治理专家现场踏勘，初步拟定

修复方案；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全面排

查老县城地震遗址及老县城周边环

境和山体危岩、排水通道、电路等安

全隐患；在危险区域设置安全警示标

志标牌， 在危险路段设置隔离围栏，

确保车辆行人通行安全；全面清理老

县城遗址淤泥， 营造干净、 整洁的参

观、纪念环境；进一步完善老县城地震

遗址防洪抢险应急预案， 修好防大汛

抗大灾的充分准备。

北川老县城恢复开放

成都商报讯（记者 刘友莉）

“9月

1日开学前必须通人行。”因暴雨坍塌

的白沙河大桥目前仍在全封闭中，不

过，便桥的建设方案已经开始论证。紫

坪铺镇党委副书记昨日介绍， 按照

“先恢复人行、后恢复车行”的原则，

白沙河大桥可能异地选址新建。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现场走访发

现， 都江堰城区到虹口的紫宽路路面

清淤已经完成，昨日恢复畅通。都江堰

城区到虹口的蒲虹路可正常通行。

白沙河大桥或异地新建

净化水质

自贡种植17万株芦苇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都江堰了解到，

都江堰景区、青城山

（含前山、后山）

都没有

受到暴雨影响，现正常开放。因暴雨停漂4

天的虹口漂流，将从今日起恢复接待游客。

17日暴雨后， 虹口漂流中心航道水位

猛涨，同时上游部分泥沙被冲到下游河道，

航道不具备漂流条件，因此暂停接待游客。

经过4天的航道恢复处理， 昨日下午，

除了河水还有点浑浊以外， 漂流航道已经

恢复到雨前水平。“你看，这个水位就是正

常的，符合漂流的条件。”下午3点过，漂流

中心工作人员驾起大船，进行了试漂。

“出发！”5位工作人员将大船推到水

里， 轻轻一点桨， 大船就顺水朝着下游漂

去。途中，工作人员又根据水流情况指挥着

船行方向，时而向左，时而向右，检测航道

中是否有暗礁、河水深度等情况。漂流中心

值班负责人说，试漂结果显示，漂流航道完

全符合漂流条件，不过，由于河水的浑浊度

还需要时间复原，今日起，虹口将恢复舵手

漂，明日起自由漂也将恢复。

该负责人介绍，出于安全考虑，漂流开

放期间， 漂流中心在起漂点上游20公里处

安排有水位观测员，“即使上游突然来了

洪水，也能及时组织游客疏散”。此外，15公

里的漂流航道线上，在泥石流易发点位，还

有18个安全点，随时监测山体滑坡等情况，

救援落水游客。

成都商报记者 刘友莉

昨日，彭州市国土局、成都市地质环境

监测站和龙门山镇政府工作人员， 开始对

九峰村各村组及周边环境， 展开新一轮的

地灾排查。 彭州市国土局副局长李介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从昨日初步排查来看，部分

山体还有大量物源没有冲下，因此，如果遇

到强降雨，再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昨日下午， 排查人员首先进入了银厂

沟深处的九峰村16组，陆续排查了经堂坪、

蹬蹬石等地。国土部门提出了相应建议，一

是汛期之内， 当地政府需要继续组织好群

测群防工作； 二是各个地灾隐患点监测员

需要继续加强监测与报告； 三是从现在开

始，非本地农户不准再进入龙门山景区。

此外， 由于地灾隐患排查是一个极其

细致和耗时的工作， 在九峰村既有的60处

地灾隐患点中， 有多少需要治理、 有无新

增、隐患点的物源数量和区域大小等，尚需

进一步勘察评估和统计。当地政府表示，将

配合相关部门，尽快给出相应结果。

对于当地部分农家乐老板的“受损房屋

如何重建、何时可以开业”等忧虑，李介说，

地灾调查评价结束后， 当地政府将根据勘察

结果制定相应政策。

成都商报记者 蒋超

通往银厂沟的唯一公路银 （厂

沟）白（水河）路多处严重损毁，除十余

处泥石流掩埋造成的交通中断之外，

在九峰村

4

组的“鬼招手”处，由于山体

滑坡引起的一处长达约

200

米的 “裂

谷”，更是将公路彻底分为两段，让包

括银厂沟景区在内的各个村组成为

“孤岛”。 人员进山， 只能徒步爬山绕

行，物资进山就只能靠人背肩扛。

昨日上午，一条溜索终于在“鬼

招手”处搭建完成，并开始向山内运

送物资。九峰村村支书彭资贸称，仅

昨日上午， 这条溜索就帮忙运送大

米

1

吨、 食用油

500

千克以及大量的

蔬菜与肉，“这下里面的生活就更不

成问题了”。

不少村民开始从废墟里挖寻出

衣服、床垫和桌椅板凳等生活用品，

到河边清洗。村民们乐观地称：“（泥

石流）过了之后，该怎么过，还得怎

么过……总不可能啥子都等到别人

来帮忙嘛。” 成都商报记者 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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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溜索

菜米油盐进孤岛

游客近期勿入龙门山景区

都江堰景区、青城山正常开放

虹口今天重新开漂

《规划》提出，“十二五”中心城区和重

点城镇达到规划的防洪排涝标准，主要江河

堤防工程建设达标，重点中小河流重要河段

完成治理，新建堤防工程510公里。初步建成

全域覆盖的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

同时， 构建城乡一体的自来水供水保

障体系。全面解决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

城乡防洪安全体系方面， 成都“十二

五”将完成岷江、沱江、锦江等重点堤防达

标工程建设，完成全市14条重点中小河流治

理，形成覆盖全市的洪水主通道网络。提升

中心城区防洪排涝能力。加快中心城区及重

点城镇低洼易淹区改造，努力提高下穿隧道

等城市

（城镇）

地下利用空间的防洪排涝能

力。山洪灾害防治上，以龙溪河、白沙河、白水

河、 文井江等小流域的山洪泥石流治理为重

点，加大山洪灾害防治力度，基本建成市级山

洪灾害预测预警系统及10个县级子系统。

城乡供水保障方面，构建全域成都的多

水源供水体系。完成都江堰磨儿潭应急水源

工程建设。 构建全域成都多水源供水体系。

积极推进成都市第七水厂、 温江寿安水厂、

新都大丰水厂、龙泉驿水厂、崇州怀远水厂

等供水项目建设。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自来

水管网入户率和山丘区居民饮水安全达标

率，全面解决城乡居民饮水安全问题。

到“十二五”末，中心城区要基本实现污

水不下河，河道生态系统基本恢复。重点抓好

江安河、东风渠、清水河、锦江南出口中心城

区“四河”综合整治。

成都商报记者 祝楚华

山洪灾害预警系统

“十二五”覆盖成都

送别，来了一拨又一拨

上午10点，安县殡仪馆内，花圈

摆了一层又一层，灵堂正中央，鲜花

簇拥着英雄遗像。哀乐声渐起，赶来

送别的干部群众胸佩白花克制着情

绪，静静地站在灵堂中央。

英雄的音容笑貌犹在，生命却

戛然而止。“我们失去了一名优秀

的共产党员，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乡

镇干部， 痛失了一个好儿子。”杨

洁的干爹张平华首先代表家属致

追悼词。张平几度哽咽，亲人们早

已泪流满面。

10点半， 低回的哀乐响起，送

别的干部群众缓缓走上前，朝英雄

遗体三鞠躬，送上一枝黄菊。站立

不稳的杨洁父母， 由家人搀扶着，

喃喃呼唤着儿子的名字。告别式缓

慢进行着，杨洁生前同事、亲朋和

同学走了一拨又来一拨，不少人都

是从绵阳或成都赶来的，大家红着

眼眶，无法相信年仅32岁的杨杰就

这么走了。

诀别，女儿送上一枝菊花

“我们看爸爸最后一眼。”当

送别的人群慢慢走出，杨洁的妻子

陈伟这才抱着2岁半的女儿步入灵

堂。她安静地站在丈夫身旁，开始

跟丈夫说起悄悄话。年幼的女儿偎

依在她怀里，手里拿着纸巾，不时

给妈妈擦擦眼泪。年幼的她，或许

还不理解“爸爸去世了”意味着什

么。 当妈妈说给爸爸送朵花时，她

用小手拿起一枝菊花，轻轻放在爸

爸的遗像旁。

“他就是工作太忙，和家人聚

少离多。” 杨洁有一对双胞胎弟

弟，杨勇和杨军。小他7岁的弟弟杨

勇说，哥哥在安县上班，他和父母

在成都做小生意，家人知道哥哥工

作很忙，所以每次过年都是他们从

成都赶回安县，和哥哥团聚。在他

眼里，哥哥为人真诚善良，孝顺老

人，特别能歌善舞。

干爹张平华说，今年5月，他最

后一次和杨洁通过电话，“几个月

没见面，怎么突然就没了……”张

平华说着，搀扶着一对老人慢慢走

出殡仪馆。今日上午，杨洁遗体将

在安县殡仪馆火化。

印象，他总是冲在最前面

“我真不该代他去参加培训，

但我知道，开完培训会，即使再晚

他也会赶着回到高川。”告别仪式

上，高川乡党政办副主任田浩云两

眼通红，回忆着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经过。

17日下午4时， 眼看天气越变

越糟，杨洁打电话给田浩云，让他

代替自己参加培训会。 没过多久，

田浩云赶到会场，杨洁留下笔记本

匆匆离开。

田浩云没想到，这竟是两人最

后一次见面。几个小时后，杨洁在

疏散群众转移时被山洪卷走。

“杨书记待人宽容，对自己却近

乎严苛。对于防汛、抢险这些事情，

他从来都是冲在前面。”作为在汶川

特大地震中和杨洁并肩战斗过的战

友，田浩云深知杨洁的脾性。同事谢

运明则称，“实诚、责任、热情”是杨

洁留给他的最深印象。

告别式上，高川乡党委书记赵

安辉手拿黄菊， 默默鞠躬。“作为

乡镇‘大管家’，事无巨细他从不

推诿。”赵安辉说，直到现在，他还

保留着杨洁生前的记录本。

成都商报记者 任翔 汤小均

摄影记者 王天志

泪别杨洁

8

月

17

日晚， 绵阳安县高川乡遭遇特大暴雨， 引发山洪泥石

流。次日凌晨，高川乡纪委副书记、党政办主任杨洁在疏散群众转

移时被山洪卷走，不幸遇难，年仅

32

岁。

昨日上午，杨洁遗体告别仪式在安县举行。上百名各界干部

群众以及杨洁生前亲朋来到告别仪式现场，送英雄最后一程。

高川乡纪委副书记杨洁遗体告别仪式昨举行

①

村民装运大米、食用油、肉类、蔬菜等物资

②

这些物资通过一条溜索送往山内

③

彭州市疾控中心到九峰村消毒

④⑤

村民从废墟里挖出了电脑、床垫和桌椅

板凳等生活用品，到河边清洗

成都商报实习摄影记者 鲍泰良

四 川 暴 雨 特 别 报 道

排隐患

九峰村展开新一轮的地灾排查，非本地

农户近期不准进入龙门山景区

运物资

通往银厂沟的唯一公路银白路中断，

村民搭建溜索向山内运送物资

虹口漂流中经过4天的恢复处理后，

今日起开始接待游客

重开放

救 灾 进 程

成都市政府网站昨日公布 《成都

市水务发展“十二五”规划》（下称《规

划》）。《规划》提出，成都“十二五”水务

发展目标主要包括构建“西部第一、全

国领先” 的水利基础设施配套工程体

系，以及构建设施功能完善、雨洪调度

顺畅、 应急抢险高效的防汛安全体系

等， 同时还要初步建成全域覆盖的山

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

货车自燃 殃及附近民房

鱼被冲走 养殖户获赔

灾害之后 生活继续

⑤

①

②

③

④

杨洁的妻子陈伟悲伤地站在丈夫的遗像前

排 查 地 灾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柄尧）

昨日14

时40分许，厦蓉高速隆

（昌）

纳

（溪）

段，一

辆载有伯胺的货车突然自燃， 导致隆纳

高速中断1小时40分钟。隆纳高速交警大

队介绍，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自燃发生后， 泸州市消防大队泸县

大队随即出动5辆消防车，20余名官兵前

去处置。由于当时风较大，自燃货车附近

的一栋民房也被引燃。 在消防官兵奋力

扑救下，大火被扑灭。隆纳高速交警大队

介绍，经全力疏导，16时20分许，高速路

恢复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