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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名亲人失联 4人确认遇难 阿坝特警仍坚守救援现场

忍泪救援
截至昨日14时，共挖出10具遇难者遗体

“保障救援就是对亲人最好的祈祷”

在松坪沟景区游客中
心的执勤卡点，茂县交警大
队凤仪中队民警王斌已连
续坚守了34个小时。指挥交
通时，他已是一瘸一拐。“站
得太久了，膝盖发痛。”

6月24日凌晨，灾难发
生后，王斌从茂县县城赶到
新磨村，垮塌的山体已让他
无从下脚。还来不及联系亲
人，他就迅速投入工作，负
责松坪沟景区游客中心门
前的车辆疏导。而百米开
外，就是山体垮塌的地方，
他不时望过去，数辆挖掘机
正在修整泥沙堆起的山丘。

他说，自己的大舅、大舅
母、小舅、小舅母以及表哥、
表妹等6位亲属就住在新磨
村，事发后到现在没有一点
消息，由于执勤点离不得人，
他没有时间去和别的亲属一
起处理家头的事。“把交通疏
导好了，救援车辆才能进来，
被埋的人就有希望。”

除了王斌，茂县交警大
队民警金意也有亲属在山
体垮塌中被埋。金意说，自
己的两位表叔和一位表叔
娘遗体已经找到，已安葬在
新磨村背后的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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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交通疏导好
了，救援车辆才能
进来，被埋的人就
有希望。”

正在执行任务
新闻里传来老家垮塌消息

24日一早，正在阿坝县当地执行任务
的高猛被领导叫住，“你看看新闻，你们村
那边遭泥石流垮塌了”。“不会吧！”高猛心
里一惊，赶忙掏出手机，浏览各大媒体不
断发出的消息，“遭了，我几个舅舅舅妈，
还有外婆都在那里啊。”

那一刻，高猛完全懵了。他尝试着给父
母、舅舅、舅妈、大娘取得联系，但电话拨了
好几遍没有一个能接通。“如果真的都出事
了咋办？”高猛一次次告诉自己“不会有事
的”，但还是做了最坏的打算。随后，他向领
导请了假，希望能赶回家看一下。

几乎同时，阿坝县特警二大队和四大
队也接到了赶赴垮塌现场救援的消息，高
猛正好随车往回赶。回家路上，他不停往
家里拨电话，同时向居住在事发地附近的
好友取得联系，打探家里的情况。幸运的
是，十多通电话后，母亲的电话终于通了，

“但她并没有给我说实情，只说应该没得
啥事，让我不要慌。”

24日下午5点半，特警队车辆抵达垮
塌现场。这时，随着各个救援队和社会救
援车辆的进入，原本请假回家的高猛却顾
不上家人，又再次走上岗位负责疏导现场
的救援车辆，维持救援秩序。

强忍悲痛执勤
保障救援就是对亲人最好的祈祷

曾经美丽的村子如今变成了一片沙砾，曾
经熟悉的面孔可能再也见不到。昨日，站在救
援现场，高猛不时抹眼泪。从小，高猛就待在外
婆家，由外婆一手带大，村里的各家各户都再
熟悉不过，“一放假就到处跑，这里的人都很
熟，就像家人一样。”

如今，高猛依然期待着外婆的好消息，尽
管希望渺茫。他说，从上学开始都是外婆在照
顾自己，工作后每次和外婆通电话也总会说上
许久，“电话里，每次她都会叮嘱我要听话，干
警察工作要注意安全。”而每次休假回家，高猛
也会给外婆送上一份礼物。

而对于已经确认遇难的两个舅舅和舅妈，
高猛同样难以接受。“他们一直对我很好，之前
参加工作的时候，考虑到阿坝县比较远，工作辛
苦，干警察又有一定危险性，还曾一度劝我不要
去……前不久，弟弟结婚的时候，还给我打电
话，要我也加快进度……”说起舅舅舅妈的点点
滴滴，高猛一度哽咽，“他们才四十多岁啊。”

尽管亲人遇难，但高猛仍强忍悲痛坚守在
现场，保障现场救援秩序。“我是本地人，熟悉
这里的情况，外地的救援人员都在这里付出，
我更要参与其中。”高猛说，“况且，这里不仅仅
有我的外婆、大娘，村里人也同样是我的亲人，
保障救援就是对亲人最好的祈祷。”

希望渐渐渺茫
8名亲人失联 4人确认遇难

电话里，家人说“不会有事”，让高猛
悬着的心稍稍放了下来。他还一度抱有希
望，“电话只是暂时没人接”。然而，真正到
达现场后，他才发现，这种希望已经非常
渺茫，“整个村子比原来高出了十几米，全
是泥土、沙砾，一块块的石头”。

而随着救援现场一具具遗体被发现，
高猛更是一步步走向了绝望。24日下午，
救援人员发现的最早两具遗体正是高猛
的亲人，“是我二舅和二舅妈。一开始还不
信，但去现场一看，就是他们，唉……”

高猛介绍，自己的家在新磨村的隔
壁，因为3个舅舅和外婆、大娘都住在新磨
村，自己从小就经常在新磨村生活，“长期
居住6年”。而在这次山体垮塌中，3个舅舅
和3个舅妈以及外婆、大娘等8个人都失去
了联系。目前，随着遇难者遗体被发现，已
确认的多具遇难遗体中，有4名都是自己
的亲人，“除了二舅和二舅妈，还有三舅和
三舅妈。”

昨日上午，在垮塌现场的高猛，一看
到有遇难人员被发现，都会前去查看，看
是否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当然，希望一
直都不要看到他们，我要的是他们能够给
我回电话。”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阿坝警方供图

交警坚守执勤点34小时

百米外还埋着
6位亲属……

昨日下午2:40，成都商报记者从现场指
挥部获悉，失联人员已有15人取得联系，确
认安全。据茂县应急办消息，6月24日5点45
分，茂县叠溪镇新磨村新村组富贵山山体
突发高位垮塌，造成62户118人失联。失联
人员名单经中国阿坝州政府门户网站公布
后 ，部 分 人 员 通 过 公 布 的 联 系 电 话
（0837-7428325）与茂县公安局取得了联
系，经与本人、直系亲属通话后，目前已确认
失联名单上的15名人员均安全。截至6月25
日14时，挖出遇难者遗体10具，93人失联。

茂县应急办没有公布具体的15人名单，
成都商报记者核实到，失联名单上的多名人
员来到了救援现场，确认安全。昨日下午，成
都商报记者在塌方山体附近的葬礼上见到
了张仕会、张世瑞、张世朝，他们是亲兄妹，
父母在此次山体垮塌中不幸遇难，他们三人

也出现在失联人员名单上。张仕会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同样健在却出现在失联人员名单
上的，还有张仕杰、张仕浩、张世伟、张骄、颜
双、颜盈、黄明莲，“刚刚他们都来了这里。”
此外，张世瑞称，他上午还见到过失联人员
名单上的杨洋、黄略稳、王运娟。

编号100颜双：
父母还没找到 会和妹妹相依为命

昨日下午，颜双谈到家人，有些哽咽。
考上高职后，颜双在茂县县城找了一个网
管的暑期工。23日晚上9点过，父母主动和
她开了视频，这段六七分钟的视频成了她
最珍贵的回忆——“那是我和爸爸妈妈最
后一次见面。”颜双回忆，“爸爸喊我不要
剪短头发、染头发”，接着，妈妈也走进镜
头，“7月19日外婆过生日，妈妈喊我一定

要回去。”
父母的遗体尚未找到，未来怎么办？

“还不晓得。我没想过。”颜双说，“我和妹
妹，会与亲戚们互相照顾生活。”

编号113张娇：
父母被埋 未来要成为父母期望的人

24日早上7点过，身在成都的张娇接到舅
妈的电话，喊她回新磨村老家，但没告诉她发
生了什么事。张娇在成都读大二，暑假和同学
说好了一起做兼职，已经租好了房子。24日10
点多出发后，她听到有人说叠溪出现山体垮
塌，给爸妈打电话，“都关机”。到家后她才意
识到，父母被埋在里面了，她抑制不住地哭
了。“和哥哥、亲戚们一起生活吧。”张娇告诉
记者，未来自己要好好活下去，“成为父母期
望的人。”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王明平

茂县山体垮塌失联人员

15人确认安全 仍有93人失联

科学
治堵
怎么做

机动车经人行横道不让行人罚款50元记3分

专项治理车不让人
●成都交警将采取系列严管措施，打造首批12个文明礼让示范路口
●成都商报联合成都交警开设曝光栏，对未依法让行的机动车进行曝光
●我们呼吁市民，一起参与到文明礼让中，凝聚成都习惯和成都文明

坚持工作的高猛（左）面色凝重

多名亲人遇难，高猛(中)蹲在现场，悲痛不已

坚守执勤点的王斌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摄影记者 刘海韵

04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黄鹏）据排查
分析，全市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位3456处，
重点分布在龙门山和龙泉山区；山洪灾害危
险区1455处、威胁人口179万余人。今年汛
期，我市预计总降水量713毫米，其中7~9月
预计总降水量530毫米，汛期强降雨诱发山
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高，中小河流
及支流存在发生大洪水的可能。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昨日，市委副
书记、市长罗强前往龙门山沿线偏远乡镇、
村组，督查检查防汛及地灾防治工作，看望
慰问坚守防汛防灾一线的干部群众。

经过一天的跋涉，罗强先后来到崇州
市廖家镇金马河防汛抢险点、鸡冠山乡竹
根村地质灾害监测点和都江堰市灌口街道
灵岩村地灾整治点，走进成都市防汛物资
储备中心，实地督查检查防汛及地质灾害
防治、群众疏散转移、救灾物资储备管理等
工作，看望慰问头顶烈日加强隐患排查的

干部群众；到访受地质灾害威胁的村民家
中，详细询问防灾避灾演练、预警信号、撤
离线路、安置地点等情况。

罗强强调，要牢固树立“防范胜于救
灾”的理念，把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防汛
减灾各项工作部署抓实抓细抓具体，齐心协
力保障全市平安度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要进一步做好监测预警，一旦发生
险情及时发出预警，启动应急响应。要进一
步强化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隐患排查，对因
客观原因难以在短期内完成整治的，务必坚
持提前避让、主动避让、预防避让原则，组织
引导群众提前转移撤离。要进一步做好应急
准备，确保一旦灾害发生能够有力有序有效
应对。要层层压实防汛减灾责任。对责任不
落实、工作不到位、因救灾不力引起较大损
失的，要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副市长刘宏葆，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
张正红参加督查检查。

树立防范胜于救灾理念 确保全市群众平安度汛
罗强赴龙门山防汛及地灾防治一线督查检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