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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攀枝花盐边县公
安局获悉，3月24日19时，在攀枝花盐边县永
兴镇公租房下面的湖中有一位八旬老人深陷
湖中泥潭情况紧急，最终民警成功救援。

攀枝花盐边县公安局民警介绍，接到报

警后，盐边县公安局永兴派出所干警赵登国
带领辅警胡千涛、冉启飞迅速赶往现场。到
达现场后了解到，老人已经被困近八小时，
此时，湖水退却后裸露出一大片泥潭，八旬
老人已半个身子陷入泥潭，如再挣扎，会越

陷越深，情况十分危险。
据民警回忆，派出所干警踩着泥潭上前

救援。可没走几步，就陷入泥潭中，行进十分
艰难。干警想到用铺垫物解决在泥潭行进的
问题，找来两根大木棍，铺在泥潭上，踩在木
棍上，终于靠近了老人（左图）。

由于被困时间长，老人也在不断地颤
抖，若不及时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干警将
救援绳索系上老人的身子，费力地往上提。

“一、二、三……”反复多次，民警终于将她
从泥潭中拉了上来。脱险后，干警和群众将
老人抬上岸后，又拿来面包和水给老人补
充体力。

据了解，老人姓胡，今年81岁，永兴镇富
阳村人，24 日上午 10 时从六合村女儿家回
富阳村自己家的途中迷路了，行至库区时，
准备淌水过河，却不知湖水退去不久全是淤
泥，结果陷进泥潭。因该地段周边无人，她陷
在泥潭中长达8个多小时，直到19时左右，
几个在河边玩耍的孩子发现她，并报了警。

随后，永兴派出所干警联系了老人的家
人。目前，老人已经被安全接回了家。

陈青燕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

“快来人啊！有人掉到水里了！”3月25日
上午9点左右，正在彭州人民渠桥头执勤的
交警大队辅警胡世熙循声望去，只见河边站
着几个人，朝着水中央张望，一名老人掉入水
中，形势危急。水流湍急，水中有人浮在水面，
朝着下游漂去，胡世熙赶紧朝河边奔去。

刚跑几步，胡世熙调转方向，沿着河岸
朝下游跑。落水者漂得太快，只有跑到下游
去拦截才能救起人。一边奔跑，他一边脱掉
上衣，两名群众也跟着他一起跑。

“你们找点竹竿，抛到水中救人。”胡世
熙跑在前面，指挥两名群众“助攻”，两名群
众开始寻找岸边草丛里的木板。其中一人将
找来的木板扔向水中，落水者抓了一把，没

有抓稳，周围群众再扔下一根竹竿，落水者
一把抱住。此时，胡世熙也奔跑了100多米，
在岸边找到一个可以通往水边的梯级。

人民渠两岸都是水泥堡坎，每隔一段距
离都有一个可以进入水中的石梯，胡世熙脱
光了上衣，站在石梯上，等待救援时机。

落水者越来越近，胡世熙双脚蹬离石
梯，滑动手臂朝落水者游去，慢慢靠近后，他
一把抓住竹竿，将落水者缓缓拉到身边，朝
岸边游去。

到了岸上，胡世熙看清落水者是一位老
大娘，神志清醒，还能正常交流。在询问老人
亲属电话并打通后，儿子李先生很快赶到了
现场。李先生就住在附近，看着已经脱离危

险的母亲，一脸激动。
“老人今年72岁了，昨天晚上才出院。”

李先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老人有老年痴
呆，时而清醒时而迷糊，住院这些天也闷得
慌，早晨想在附近走一下，散散心。“她自己
都不清楚怎么掉下去了。”李先生说，还好
碰到了好心人，不然都冲走了。

救起老人后，同事拿干衣服给胡世熙穿上，
在同事眼中，今年25岁的胡世熙是一个运动健
将，游泳更是不在话下。“一直都会游泳，之前在
成都应急救援大队还接受过水上救援培训。”
胡世熙说，虽然当时河水比较深，但并不是救人
的最大障碍，“水里太冷了，这些都是冰雪融水，
刺骨般痛。”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雕刻精美、最大墓室超10平方米……

绵阳古蜀道旁
挖出明代豪华古墓

绵阳仙海区仙海湖畔一建设工地，前不久发现了三
座明代古墓，经过考古队半个月的抢救性清理发掘，三
座明代墓葬的结构基本暴露，大量精美的雕刻现身。

3月25日，绵阳考古专家表示，在绵阳仙海境内，
正规的古墓发掘尚属首次，而大量精美的雕刻现身，以
及墓葬的规格，体现出了该墓葬的“豪华”。目前，考古专
家们正在进行进一步的清理发掘。

挖出古墓/ 公司安摄像头并派人24小时值守

3月25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来到绵阳仙海一建设
工地，看到3座古墓葬已经完全暴露，考古工作者正在
进行内部的清理发掘。

据介绍，2月28日，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在首开仙海龙湾楼盘在建工地建设施工时，意外发现
斜坡上有扇石门，石门上刻有精致的雕花。

在随后的挖掘作业中，工人们又发现了另外两扇石
门，工作人员观察后发现疑似三座古墓，出于对文物的
保护，便停止了施工。

“这个肯定是古墓，上面好多雕刻，都没有见到过。”
现场发现疑似古墓后，工作人员们议论纷纷，并立即向
管理人员进行了报告。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场相关负责人
介绍，他们发现可能是古墓后，便立即停工，向文物部门
进行了报告。同时，为了保证古墓的安全，公司还专门安
装了探照灯和监控摄像头，并派人24小时值守，不让无
关人员进入。

随后，绵阳市文物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发
现其中一座古墓的石门被破坏，另外两座古墓石门紧
闭，保存完好。根据初步判断，古墓很有可能是元末明初
时期的。随后，绵阳文物部门向上级部门汇报后，决定进
行抢救性发掘。

精美雕刻/ 最大墓室超10平方米

25日，绵阳考古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三处墓葬中，
位于中间的1号墓墓葬的两壁及后龛底部基础均有精
美雕刻，其中两壁各有两方雕刻精美的花卉，上面分别
雕写“金玉满堂，富贵长寿”字样。墓葬后龛雕刻尤为精
美、壮观，整体布局为仿房屋结构，有房檐、门窗、门槛，
其中两侧的墙为门形结构，上端雕刻象征吉祥的花卉，
左侧下端雕刻一位头戴皮帽的男子，执戟持锣，右侧雕
刻一匹奔马，马侧为红色立柱。中间是两扇石雕门，上端
分别镂空雕刻“万年”，门环保存完整。

据介绍，位于西北面的3号墓墓室长约3.7米，宽1.9
米，两侧均有龛。后龛有精美雕刻，其中两侧雕刻有如意
图案，线条流畅，如意上端分别雕刻“日月”字样，后龛内
壁则雕刻有“信女刘氏四之墓记”等字样，清理中有两个
谷仓罐、一个瓷碗出土，均已破损。位于东南方向的2号
墓，规格与3号墓相差不大，墓后龛有谷仓罐、瓷碗等。
龛壁有“明故妣亲廖氏二娘正X之墓记”等字样。

绵阳考古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三处墓葬中，1号墓
的规格最大，长约4.15米，宽2.5米，总面积超过10平方
米，是近年来绵阳境内发现的明代墓葬中较大的一处。

同时，专家分析，从墓葬的规格及雕刻推测，墓主生
前家境殷实，墓葬中应该有当时价值珍贵的随葬物品，
但3号墓仅有谷仓罐、瓷碗出土，且墓主骨骼保存完好，
但下面堆积有明显扰动痕迹，棺木残存很少，说明墓葬
在早年曾经被盗。

专家解析/ 墓主或为“外来户”

专家介绍，目前掌握的信息说明，这很可能是一个家
庭墓群。1号墓龛内正壁雕刻一位富贵雍容的男性，两侧
有童子侍立。3号墓的墓龛有“信女刘氏四之墓记”字样，
说明墓主为女性，而墓主的骨骸完整，骨骼及体型也表现
出女性特征，身高近160厘米。2号墓的墓主，从墓龛文字
也可以看出是女性，从文字上看出是其子修建的墓葬。

“1号墓墓顶的盖板雕刻有八卦图案，墓龛外的门壁
上雕刻的两幅图案，具有明显的道教色彩。左侧的雕刻
类似于‘门神’，而右侧的奔马，则意喻升天的愿望。”该
负责人说，专家在对三处墓葬进行抢救性清理过程中，
专家发现墓室内雕刻图案中有很多与道教、佛教等相关
的信息，3号墓葬后龛的“日月”雕刻，字体为红色，可以
理解为“日月同辉”“天人合一”，“崖墓的盛行，与道教盛
行有关，此次墓葬中的雕刻，也可能与道教盛行有密切
关系。”

同时，专家介绍，此次发现的墓葬距离古蜀道不远，
但本地土著去世后一般选择远离大道的偏僻山坡埋葬，
而这三座墓葬选择在古道边，说明墓主很可能是当时外
地来绵阳的“外来户”。

“明代的雕刻工艺不一，但这次发现的雕刻非常精
美，墓葬也很‘豪华’，而且这是绵阳仙海境内首次正规
考古发掘的古墓葬，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专家说。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
列5”第18077期排列3直选中奖号码：137；排
列5中奖号码：13799。●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7星彩18033期开奖结果：6356911。

兑彩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
2018077期开奖结果：246。●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 2018033期开奖结果：

红色球号码：33、20、04、19、28、22，蓝色球号码：06。（备注：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不顾
高龄

一岁半男孩掉河中
九旬老人跳河救人：
娃娃不能有事

“我只是救人，我死了莫
得来头（没有关系），娃娃不
能有事……”绵阳三台县90
岁的何大爷，面对获救孩子
奶奶的再三感谢，只是简单
说了这样一句话。

3月21日，绵阳三台县
乐安镇何家桥村1名19个
月大的男童，在玩耍时不慎
掉进河水中。何有义老人听
到呼救后，跳入冰冷的河里，
成功将孩子救起。老人的外
孙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外公
虽然身体很好，但真的比较
年迈了，走路都比较缓慢，而
且那河边都是淤泥，真没想
到，他能下河救人。

24日下午，小男孩的奶奶岳大妈带着孩
子，再次来到了老人的家，登门拜谢。岳大妈
介绍，孙子只有19个月大，平时都由她照看。
事发当天，孩子在路边骑自行车玩耍，她转
头的一瞬间，就听见“扑通”一声，孩子不见
了，河中传来了哭声。

“当时把我吓惨了，我都急哭了，边哭边
喊‘救人啊’，也跑到了河边。”现在回想起

来，岳大妈仍然心有余悸。她介绍，当时90岁
的何大爷就在附近，听到呼喊声后，跑了过
来，顺着河边的草丛跳了下去，一下就把孩
子从水中抱了起来，先是扛在肩上，“等了一
下后，村里另外的人来了，在岸上接过了孩
子，把孩子抱上了岸。”

李先生是现场目击者。他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当时他朋友在附近钓鱼，他在旁边观

看，正准备离开时，听到了呼救声，于是急忙
跑了过去。跑去之后发现，一名小孩被一名大
爷从河中救起，孩子的奶奶仍在哭泣。

“当时河里面还有一辆儿童自行车，小男
孩的奶奶一直在哭，她也想去拉大爷，但孙子
已经被抱上岸，其他群众也来了，那名大妈就
哭喊着跑到了路上，抱着孩子回家换衣服了。”
李先生说，这时，大家开始想办法拉老人上岸。

小孩落水 九旬大爷跳河救人1

“附近一名群众也急忙跳了下去，想拉
大爷起来。但是，河边都是淤泥，那人也只拉
到了老人左臂的衣服，但根本使不上劲。”李
先生说，当时，大爷还想着先把孩子的自行
车捞上岸。

成都商报记者从李先生提供的一段视
频中看到，孩子在被抱上岸后，岳大妈哭着
跑到了岸边，也想拉大爷起来。一名穿短袖

T恤、戴鸭舌帽的男子，站在水中，拉着大爷
的衣服，但使不上劲，很快就松开了。

随后，大爷弯下身子，慢慢在水中往旁
边移动。这时，戴鸭舌帽的男子捞起了自行
车，递给了岸上的另外一名大妈。大爷随后
再次弯着身子往岸上缓慢移动。这时，抱孩
子到路上的男子将孩子交给岳大妈后，又回
到岸边来拉何大爷。

“慢点、慢点，把手拿来！”“东哥，过去帮
忙拉一把！”在现场，几名男子用了大约一分
钟的时间，将大爷成功拉上了岸，慢慢搀扶
到了路上。此时，大爷一身已经湿透，水珠还
在不停地从衣服上滴落。

“上岸后，大爷啥都没有说，只是旁边有
人说大爷90岁了，”李先生表示，“大爷一言
不发，默默离开了。”

众人接力 拉起见义勇为老人2

25日，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救小孩的大
爷叫何有义，今年90岁，家就住在事发地附
近100米左右。事发当时，他听到呼救声后，就
到河边一看，一个孩子正在水里哭喊，他什么
也没想，就跳了下去，把孩子救了起来。90岁
的大爷跳下河救小孩，这一话题很快传遍乡
里，不过他的女儿、外孙等却是在事情发生两
天后才知晓。23日，家住三台县城的外孙潘何
知道消息后，急忙和父母一起回家看望老人，

怕老人身体出啥状况。
成都商报记者在何大爷家中看到，他平

时跟随儿子一起居住。何大爷虽然年迈，走
路也感觉比较吃力，但精神还算矍铄。

潘何介绍，他外公虽然身体很好，但真
的比较年迈了，走路都比较缓慢，而且河边
都是淤泥，真没想到他能下河救人。何有义
女儿何秀琼表示，老父亲救人一事，他们做
儿女的都非常敬佩。

25日下午，何大爷正在家门口给菜浇水。
90岁高龄的他，与人交流时，需要大声说话，他
才能听清楚一些。不过，说起那天的事，何大爷
表示自己只想着救人。“我身体还好，会游泳，
我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了，门口的小河深浅也
知道，不过当时啥也没想，就想着要把孩子救
上来。”何大爷说，“我只是救人，我死了莫得
来头，娃娃不能有事，那是我们的后代。”

柳洪涛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3 救人大爷：我身体还好，孩子不能有事

百米
冲刺

“救人啊，救人啊……”
21日下午4时左右，三台县
乐安镇何家桥村一条小河
边，一名大妈哭喊着“救人”。
一名老大爷跑了过来，直接
跳进河里，一下就把小孩抱
了起来。

李先生介绍，河水边都
是淤泥，救人的大爷是顺着
河边的草丛跳下去的。但是，
孩子被救上岸后，何大爷陷
在了水中。

与激流赛跑 警民联手救人

巧用
木棍

老人被困泥潭8小时 民警成功施救

年过八旬的
老人深陷泥潭八
小时，若不是民警
及时救援，后果不
堪设想。

扫码看救人视频

被救的小男孩和奶奶登门拜谢何大爷 图据受访者

古墓的墓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