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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一场暴雨，让不少成都
人印象深刻——早上 8 时左右，受
成都连续暴雨影响，地铁 1 号线广
福站外的施工工地基坑护壁发生透
水，致使雨水侵入车站，造成车站积
水。为了确保地铁运营安全，地铁广
福站临时关闭近 4 小时，线网其余
线路及车站运营秩序正常，各次列
车在广福站不停站通过。

这是地铁1号线三期开通3个月
后，首次因地铁透水关闭站点。事件
发生后，成都地铁第一时间组织专业
抢险人员投入广福站应急处置工作。
同时，主动联系市公交集团加密公交
运行，并安排专人在车站出入口进行
引导。

据悉，暴雨后广福站附近道路
在早晨6点左右就出现路面淤泥堆
积的情况，同时造成堵塞排水管孔
导致积水严重。事件发生后，抢险人
员立即进行清淤工作。

这个开通仅3个月的地铁站为
何会出现车站积水的情况？成都地
铁运营公司副总经理李向红回应
称，这是由于成都连续暴雨影响，1
号线广福站外的施工工地基坑护壁
发生透水，致使雨水侵入车站，造成
车站积水。

据悉，成都轨道交通集团已于
昨日上午召开紧急会议，安排重点
排查既有运营线路周边排水情况，
切实避免排水不畅影响车站正常
运营。

事实上，每年夏季时节成都都
将面临一段时间的汛期。今年成都
汛期暴雨洪涝偏多偏重，主要出现
时段为6月下旬、7月下旬到8月上
旬、8 月下旬到 9 月上旬区域暴雨
4-6次，并伴有1-2次区域洪涝。

针对汛期地铁开展的防汛工
作，成都地铁运营公司客运管理部
副部长李薇介绍称，自今年汛期开
始以来，地铁一直保持24小时人员
值守，以防止出现漏水问题。昨日广
福站关闭后，成都地铁各线路纷纷
派出相关工作人员持工具前来抢险
和清扫，并于中午12时正式恢复通
行。李薇表示，接下来地铁将继续做
好防汛安排，并排查既有运营线路
周边排水情况。

对于昨日广福站临时关闭事
件，成都地铁方面表示，受此事件影
响的乘客可在10日内，在线网任一
车站办理退票手续。

成都商报记者 邹悦

网友感动：一双小手一份温情

6月23日晚上8点过，在成都火车北站附近，五六名
小朋友在街边来来回回引起了网友伍先生的注意，孩子
们手里拿着牛奶、八宝粥走到街边无家可归者身边，将食
物一一递到他们手中。“爷爷，周末愉快！”孩子轻声地说
道，老人满脸笑容地接过食物，表示感谢。而有的人睡着
了，孩子便轻轻地将食物放在其身边转身离开。

细心的伍先生发现，在孩子身边，陪伴着一群家长，
他们端着装食物的箱子在一旁分发，一同参与到赠送活
动中。随后，被感动的伍先生将这一幕拍摄下来，并上传
至网络分享，网友们看到后纷纷点赞：一双小手一份温
情，暖心暖胃。

持续5年 最小志愿者3岁

6 月 27 日，成都商报记者辗转找到了照片中送食
物的孩子们，他们是成都某公益组织的小小志愿者，孩
子们在母亲的带领下，长期给有需要的人群赠送食物。
5 年前，该公益组织便开展了城市关爱活动，对有需要
的人群进行赠粥，最初参与人群都是成年志愿者。一次
偶然的机会，组织中的志愿者提出想带着自己孩子也
来参加，后来陆陆续续其他志愿者的孩子们也加入了
进来，成为了小小志愿者。

据参与活动的孩子家长介绍，目前活动中年龄最小
的孩子3岁半，最大的13岁，只要时间允许，孩子们总是
会准时出现在活动中。

家长：让娃娃学会关爱与分享

“希望孩子能学会关爱与分享，懂得感恩。”提到让孩子
们参与公益活动的初衷，家长们不约而同的表示。

5岁半的萌萌从两年前便跟着妈妈江女士一起来送
粥，对不太懂事的萌萌来说一开始或许只是好玩，然而让
江女士感到欣慰的是两年来女儿的变化。“萌萌出门和同
学玩，我给她准备饼干零食，她会主动说要两份，另一份带
给同学。”

在家长们看来，长期参与公益活动可以对孩子们产生
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也让大家受益良多。“我们在温暖别
人的同时，他们也在温暖我们的心灵。”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一夜的暴风雨后，蓝光幸福满庭一期小
区的住户出门准备上班。小区内距离大门仅
一米处的一棵大树突然倒下，砸中了路过的
两名住户，致其中一名男子颅内出血并住进
了重症监护室内治疗，另一名则肩部受伤。

小区物管的工作人员称，树是 2010 年
前后种下，树上悬挂于 2012 年的标签显示
这棵朴树干径29厘米，树高15米。

大树倒下 砸伤两名住户

风雨声响了一夜，在28日早晨渐渐变小。
早上7：50，犀浦街道蓝光幸福满庭一期住户
王女士准时出门去上班。快要走出小区大门
的时候，王女士回忆，“当时听到有个男的‘啊’
的叫了一声，我刚一转头树就已经倒下来了”，
接着她被树枝砸到了肩膀后倒在地上。

“附近的保安过来把我扶了起来。”王女
士告诉记者。她看过去发现，一名男子被树干
砸中倒在地上，“没有反应，大家也不敢动他。”

倒在地上的男子是小区住户吕女士的
丈夫何先生。“有人用我老公的手机给我打
了电话，我才知道出了事。”她表示，接到电
话后自己随即赶到楼下，“当时还在下小雨，
应该是物管找来了被褥给他盖上了，拿了伞
给他遮雨。”吕女士表示，丈夫躺在地上时手
曾动过，“像是不舒服后动的样子。”

随后，王女士和何先生被赶至的120救
护车送到了郫都区中医医院。“在救护车上，
医生喊他（注：何先生）抬手、叫他的名字，他
都有反应的。”王女士说道。

树高15米 事发后又重新栽下

“事情就发生在一期。”中午11时前后，
蓝光幸福满庭的业主们还在讨论这件事。

“早上我听到‘咔’的声音，出来才晓得是树
倒砸伤人了。”一期的一位住户说道。指着小
区进门后的那棵树，她有些诧异：“那棵树早
上倒了，现在又立起来了？”

记者注意到，这棵树高10多米，树干直
径在 20 厘米左右，树枝已被修剪得光秃秃
的——而在小区其他住户拍摄的图片上，这
棵树还是枝繁叶茂。负责小区物业管理的蓝
光嘉宝物业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上午物业
将树修剪后重新栽下。树旁还倒着一块小区
公告牌，玻璃碎了一地，公告牌顶的铝合金
被砸得凹陷，“这也是被树砸的。”她说道。

工作人员和其门岗的同事都表示，这棵
树是 2010 年前后栽下的。走近后记者注意
到，树上悬挂于 2012 年的标签显示这棵树
是朴树，树高15米，干径29厘米。

树倒原因 物业称无权限回答

28日下午，躺在病床上的王女士表示，
自己脖子、肩膀处还有些不舒服，“没有伤到
骨头。”何先生的情况更严重，下午2点过，
医生在重症监护科门口向其家人介绍了情
况。“刚刚医生说，我丈夫颅内的出血和早上
相比，暂无明显变化，还需要继续观察。”何
先生的妻子吕女士告诉记者。

重症监护室外，两名物管的工作人员也
陪在何先生家属旁。不过对于事件的情况，
他们均称不了解。在员工引领下，记者在小
区门口处见到了物管项目的负责人，不过对
于树倒的原因、小区其他的树是否存在此类
隐患、小区是否买有公众责任险等受关注的
问题，他称无权限回答，而其声称有权限解
释上述问题的部门，记者询问联系方式和具
体地址时，他均称“不知道”。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摄影王红强

200名四川民营企业家
参与脱贫攻坚战

凉山州位于群峰耸立，气势磅
礴的康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东南部
边缘地带，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
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
然而这里却是国家三区三州深度贫
困地区之一，截至去年底，全州尚有
49.1万人未脱贫，1118个贫困村未
退出，11 个贫困县，贫困发生率高
达19.4%。

“凉山脱贫攻坚剩下的都是难
中之难，坚中之坚的硬骨头。”为实
现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6 月 25
至 26 日，200 余名四川企业家来到
凉山州，参加由四川省委统战部牵
头联合省工商联、省扶贫移民局、省
投资促进局、省光彩会、农发行四川
分行等单位和凉山州委、州政府共
同举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重走凉
山扶贫路”活动。

活动期间，11家省内重点民营
企业与凉山州 11 个深度贫困县签
署了对接帮扶协议，117 家民营企
业、商（协）会与 167 个贫困村面对
面建起“万企帮万村”帮扶关系。企
业家向凉山州捐赠“中央厨房”项目
建设资金859.3万元，并实地走访了
昭觉县贫困户，积极参与、践行、推
动脱贫攻坚战。

成都商报记者 吴丹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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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或者很难发如果没有或者很难发
现树木存在的危险现树木存在的危险，，
物管不承担责任物管不承担责任，，这这
种情况下种情况下，，只能由树只能由树
木的所有权人木的所有权人———全—全
体业主体业主，，承担部分民承担部分民
事补偿责任事补偿责任。。

6 月 28 日，一场
大雨过后，成都市
区不少道路出现了
积水。

上午 10 点过，在
柿子巷 5 号附近地
面积水约有 20 厘米
深，一名 7 旬老人途
经此处，准备到街对
面取药，却被这积水
挡住了去路。

见到老人焦急的
模样，正在此查看道
路情况的成都交警
四分局民警张凡凯
主动将老人背起，穿
过积水，到达取药的
地方。当老人拿到药
后，民警又将他背
起，穿过积水，原路
返回。

张凡凯告诉记
者，当时积水的地方
刚好是道路转弯处，
水已经把人行道都
淹住，老人没有办法
过街。在得知老人急
着去取药后，他主动
将老人背了起来。

“我都 70 多岁的人
了，这是第一次有人
背我。”张凡凯回忆，
当自己背着老人从
积水中走过时，大爷
十分激动地说出来
这番话，让他有些惊
讶。因为，在他眼里，
这就是一件很普通
的小事。在将老人送
回路边后，老人连连
表示感谢。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图片由交警提供）

家长带娃街头赠食物

学会分享
温暖心灵

小区大树被吹倒砸伤两人 一人送ICU

““ 我 都我 都 7070
多岁的人多岁的人
了了，，这是第这是第
一次有人一次有人
背 我背 我（（过过
街街）。”）。”

北京市君泽君（成都）律师事务所陈小虎律师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十条规定，“因林木折断造成他人损害，林木的所有
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小区
的树木管理者应为物管公司，所以伤者可以要求物管方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侵权责任法》，树木倒了之后伤人属于一般侵权行为，应当找
到相应的过错方。”四川广力律师事务所律师邢连超认为，事件中树倒伤
人有天气的原因，“一般情况下，天气原因导致的损害是免责的。”

此外，树倒也可能是树本身存在着危险，但根据《物业管理条例》，小
区内的树木没有划定安全责任人。不过，他表示，根据《物权法》，小区内土
地上的附着物属于全体业主所有，即全体业主是小区内树木的所有权人，
而物管是受委托代为管理的一方，如果管理过程中，物管发现了明显风险
但没有整改，则应承担一定责任。“如果没有或者很难发现树木存在的危
险，物管不承担责任”，在他看来，这种情况下，只能由树木的所有权人
——全体业主，承担部分民事补偿责任。

道路积水老人过街取药难 值勤交警：

物管和全体业主
可能都有补偿责任律师律师：：

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法::因因
林木折断造成他林木折断造成他
人损害人损害，，林木的林木的
所有人或者管理所有人或者管理
人不能证明自己人不能证明自己
没有过错的没有过错的，，应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当承担侵权责任

雨水进站
地铁不停
1号线广福站
因透水关闭近4小时

●8时7分
成都地铁通过官方微博正
式宣布临时封站
●8时40分
经过紧急处置，广福站水情
得到控制
●9时40分
该车站积水清除完毕
●12时
地铁 1 号线广福站恢复正
常运营

根据根据《《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法》，》，树木树木
倒了之后伤人属于一般倒了之后伤人属于一般
侵权行为侵权行为，，应当找到相应应当找到相应
的过错方的过错方。。事件中树倒伤事件中树倒伤
人有天气的原因人有天气的原因，，一般情一般情
况下况下，，天气原因导致的损天气原因导致的损
害是免责的害是免责的。。

根据根据《《物权法物权法》，》，小区内土小区内土
地上的附着物属于全体地上的附着物属于全体
业主所有业主所有，，而物管是受委而物管是受委
托代为管理的一方托代为管理的一方，，如果如果
管理过程中管理过程中，，物管发现了物管发现了
明显风险但没有整改明显风险但没有整改，，则则
应承担一定责任应承担一定责任。。

天气所致

免责？
物管失职

担责？
全体业主

担责？

夜幕降临，一阵大雨过后，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湿润。
在成都火车北站附近，一名小朋友走到一位无家可归的老
人身旁，蹲下身子将牛奶、八宝粥等食物递到他手中，轻声
地说了一声：“爷爷，周末愉快！”然后转身离开。

这暖心的一幕被网友拍摄下来，上传至网络，并赞
叹不已：用孩子的手给予温暖。我背你过去，

再背你转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