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9日，广元市旺苍县再一次迎
来强降雨天气。一辆载有 10 人的客
车，行驶至旺苍境内时，突遇山体滑
坡，一块一吨多重的巨石砸中车体，导
致车辆失控，被推行一米多远，差点掉
下悬崖。途经此处的旺苍县国华镇安
办主任胡剑，立即和司机组织车上乘
客撤离现场，而他始终抬头观察着山
体，担心再次出现滑坡。两分钟后，车
上10名乘客全部安全转移。

9日上午11时40分左右，一辆旺
苍开往国华镇的客车，载着10人行驶
至双汇镇至国华镇麻柳沟路段时，因
为山体出现轻微滑坡，路上有落石挡
住了车辆去路，客车司机将车停在四
五米远的地方，和其他几辆车的司机
下车，到前方清理路面的落石。

旺苍县国华镇安办主任胡剑，和
朋友开车前往国华镇，他们一行行驶

在客车后方，发现了客车司机在前方
清理落石，胡剑准备前去帮忙。

“我刚刚拉下手刹，就听到‘轰轰’的响
声，抬头一看，一块巨石从山体滑落而
下，直接砸中了客车左边尾部位置，导
致车辆失去控制，被推行到悬崖边。”
胡剑介绍，巨石一吨多重，客车被推行
一米多后才停下，“幸好旁边有一块5
米宽的空地，否则客车很可能被推到
悬崖下，那样后果不堪设想。”

回想起事发情况，客车驾驶员闫
师傅至今仍后怕不已。“不仅有巨石，
还有其他小碎石，幸好客车被推行一
米多后停下了。”闫师傅说。

当车辆停下后，闫师傅紧急跑上
前，准备打开车门，但是，此时车门已
经无法打开。

“不要惊慌，从窗户爬出来！”闫师
傅一边大声喊，一边从窗户边安慰受
到惊吓的旅客，同时帮助他们从窗户
里爬出来。

不仅闫师傅来帮忙，其他司机也
来帮助乘客从车里撤离。国华镇安办
主任胡剑也是其中之一，他一边大声
喊“快速撤离现场”，一边一直抬着头，
观察着山体。

“因为出现了滑坡，必须要观察山
体，如果再次出现滑坡的征兆，好及时
疏散乘客。”胡剑说，同时，与他同车的
人及时拨打了派出所、交通局、路桥公
司、当地政府等相关部门的电话，“两
分钟时间，车上的乘客全部疏散到了
安全地带。”

据了解，在接到报警后，旺苍县相
关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奔赴现场
展开救援，当天 13 时左右，车上人员
已全部安全撤离，未造成人员伤亡。目
前，滑坡路段已恢复通车。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巨石砸中客车
10名乘客全部安全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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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体崩塌，群众被困

从鸡冠山乡通往琉璃坝村被
封堵的村道望过去，崩塌的山体
已经在道路上堆成了一座“山”。
由于道路被阻断的地方正好处在
一个弯道的弧顶位置，连接村庄
和外界的索道，横跨弯道两端，悬
在离山沟百多米高的空中，村民
急需的食品等物资，正通过索道
源源不断地送往村里，从高空俯
瞰，尤为壮观。

当地负责山体观测的一位村
民称，7月6日凌晨，从鸡冠山通往
琉璃坝村的凉风岗路段旁，开始
有零星的碎石往下掉，“我们在当
日早上7点对道路进行了管制。”
上午10点半左右，山体出现大范
围崩塌，道路已经无法通行。

根据相关勘察人员的估计，
此次崩坍体量在6000立方米左
右，“事发后，相关部门已派人到

现场进行探测，发现崩塌部位上
方还有几道裂缝，随时都有再次
崩塌的可能，因此目前无法贸然
疏通道路。”鸡冠山乡人大主席岑
元清说。

被阻断的道路，是鸡冠山乡
通往琉璃坝村的唯一通道，事发
后，因断电和通讯不畅，200多名
村民一时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岑
元清说，除了这条道路，只能徒步
翻山，穿过丛林进村，7月7日，崇
州公安民警、当地民兵和岑元清
等人一行，先后徒步5个多小时进
入了琉璃坝村，将小部分药物和
生活物资送到了村民手中。岑元
清介绍，“尽管没有人员伤亡，但
道路无法打通，村民所需的生活
物资很难保障。”

生命通道，横跨悬崖

在岑元清看来，让所有村民

徒步数小时翻山出村，不太现实，
“年轻人还好，老弱病残怎么办，
那个山路，不好走。”而外面的人
经过山路将生活物资背进村，不
仅效率太低，并且沿途有随时塌
方的风险。

7月8日，一台柴油驱动的钢
索绞盘机，被运到了距山体垮塌
100米的位置，而另一端，先行进
入琉璃坝村的应急救援人员，也
展开了索道地基的挖掘工作。

“由于地质较硬，基坑深度已
经达到了2米左右。”现场负责操
作绞盘机的师傅介绍，搭设索道
之初，他们采用无人机将一根鱼
线送到了400米远的终点，再将一
根比鱼线更粗的绳子绑在鱼线
上，对岸的人拉动鱼线，将绳子送
过去，“然后再将承重更大的绳子
用同样的方式送过去，使这根桥
梁越来越粗，最终达到能牵引钢
索的程度。”在反复牵引7次之后，
一根直径2.5厘米的承重钢索和两
根运送钢索，终于横在了悬崖峭
壁中间。

村民用木头制作了一个简易
的货架，一头绑在承重钢索上，一
头绑在滑动的钢索上，一路在空中
摇摇晃晃，滑到对岸。从8日下午开
始，这条400米长的索道，取代了被
截断的道路，成了琉璃坝村村民与
外界联系的生命通道。“从目前的
情况看，山体崩塌的地方还无法及
时清理，这根索道将持续使用20多
天。”岑元清告诉记者。

电力通讯，已经恢复

9日下午1点，一位村民赶到
了物资运送点。原来，被困在村里
的村民何秀华找到琉璃坝村村委
会工作人员，称自己的降压药已
经吃完，现场运送物资的人员将
装药物的塑料袋拴在了货架上，
随着两袋土豆，缓缓滑向对岸，整
个过程只要2分多钟，从取物资的
地方到琉璃坝村，也不过20分钟
车程。

当滑动钢索上的记号离绞盘
机约1米左右时，操纵绞盘机的师
傅拉下滑轨闸刀，对面就开始卸
货，不到一分钟，师傅旁边的对讲
机传来消息，物资已经卸下，可以
往回拉了，师傅再次启动绞盘机，
如此周而复始，直至当天所需的
物资运送完为止。

记者查看应急救援点登记的
运送物资名单发现，村民所需的
物资包括药物、蔬菜及部分生活
用品，同时，还有部分汽油，“在将
物资送到对岸后，我们的应急人
员需要驱车将这些物资送到村委
会。”一位工作人员说，在接下来
的运送过程中，会根据每天村民
的需要进行物资采购，其中7月9
日的蔬菜运送量在百斤以上。

外面的人想进村，村里的人
也想出来。村民岳胶站在村口，沿
着索道远远望着对面的悬崖，只
看到装有五框平菇的货架离自己
越来越近，最后送到自己身边，他
将平菇抱上卡车，等着将这批平
菇运到成都白家农贸市场出售。

对于村里像岳胶这样的平菇
养殖大户来说，如今正是大棚内
平菇长成，卖出高价的时节。岳胶
告诉记者，道路被截断后，据村庄
6公里的车程，变成了三、四小时
的徒步，村里的平菇无法外运，

“山路太险，没法背出来。”
“过了这个季节就不行。”岑

元清告诉记者，在得知村民农作
物可能受损之后，乡上专门让村
里的应急人员联系种植平菇的村
民，用货车将平菇送到物资运送
点，通过索道一筐筐拉出来。

截至7月9日，交通被阻断的
琉璃坝村电力、通讯已经恢复，村
民生活秩序正常。因山体崩塌造
成的道路封堵暂时无法恢复畅
通，这条400米长的索道以及两端
的工作人员，还将继续承担着帮
琉璃坝村218位村民运送物资的
任务。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摄影记者 王红强

钢铁
生命线

横跨悬崖运送物资
半空中拉起四百米

钢绳横跨在悬崖间，装载着蔬菜和药物的货架在空中通过，
旁边，是山体崩塌后被阻断的道路。7月9日，一场特殊的“空运”，
在崇州市鸡冠山乡境内的悬崖峭壁间展开。

连日的暴雨冲刷下，崇州市鸡冠山乡一处山体突发崩塌，通
往琉璃坝村唯一的道路被封堵，山体崩塌的那一头，200多名村
民瞬间失去了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资。7月8日，在与外界中断联系
两天之后，当地政府在被截断的道路两端的悬崖边，拉起了三根
400米长的索道，在将村民所需的蔬菜、药物“空运”进村的同时，
也将村民需要出售的农作物带出了村庄。

持续的降雨，导致德阳多地积水
严重，绵竹市城区二环路兴隆路口道
路中断。9日上午，一辆轿车在积水区
内熄火，车辆很快被积水困住。被困
后，车主从天窗逃到车顶，打电话报警
求助。接到报警后，绵竹交警大队城市

中队民警赶赴现场展开救援，车主被
转移到安全地带。

受8日夜间持续到9日白天的降
雨影响，德阳多地积水严重，其中绵竹
市城区二环路兴隆路口因积水道路中
断，积水最为严重时，路口最深处积水
水位超过1.8米。

“当时车主有急事，以为车能通
过，结果冲进去就熄火了。”绵竹交警
大队城市中队中队长李怀龙介绍，当
天上午 7 时许，一男子驾驶一辆黑色
大众轿车从绵竹城区驶到该路口，并
试图冒险涉水通过。结果行驶到路口
中央时，车辆突然熄火，该男子连人带
车被困在了积水中央。

无奈之下，该男子只得从天窗逃到
车顶，打电话报警求助。接到报警后，正
在附近执勤的绵竹交警大队城市中队
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民警对现场进行了
临时交通管制，同时联系拖车前往施
救。由于积水太深，一度淹没车顶，民警
先设法将车主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上午 11 时 25 分，积水水位下降
后，被困轿车被拖车拖离现场。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轿车涉水熄火
车主爬天窗打电话求救
民警展开救援，车主被转移到安全地带

来往主城区和彭州的市民注
意，只需15分钟，你就能到达目的
地了！成都商报记者9日从成都市
交委获悉，成彭高速公路扩容改造
工程将于12日竣工通车。这是四川
省第一条“四改八”的高速公路。

成彭高速扩容改造于2016年
10月开工，起于金丰高架桥，止于
成彭高速与成绵复线高速互通立
交桥匝道起点，总投资20.36亿元。

在扩容改造之前，成彭高速公
路，特别是出入城段及绕城收费站
区域交通，常常严重拥堵。据统计，
由于沿线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到
2015年底，成彭高速出入城路段交
通量高达近8万辆/天。同时，成彭
高速与绕城高速公路未实现高接
高快速连接，转换效率低下。

记者乘车体验发现，高速主
线由原来的双向4车道改造为双

向8车道，路面宽广，视野开阔。据
介绍，全线铺筑的橡胶沥青混凝
土路面，抗滑能力强、弹性好，能
有效降低路面噪音。

道路分道限速，中间4条小客
车道最高限速为120公里/时，两
边4条客货车道最高限速为80公
里。从成彭高速成都主线站进入
成彭高速前往彭州，15分钟可跑
完全程。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成彭高
速原成都站已前移至成都绕城高
速内环以内，撤除了绕城高速公路
大丰互通立交4个匝道收费站，实
现了与绕城高速无障碍互通，打通
了绕城高速公路大丰互通这个“著
名堵点”。以后从绕城高速可直接
驶入成彭高速，通往彭州方向或进
入主城区，也可由成彭高速直接驶
入绕城高速，无需再多次取卡。

改造后的成都站非常宏伟，
有26条出入车道，“这是全省最大
的主线收费站”，成彭高速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从市交委了解到，根据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四川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成彭高速公
路扩容改造后调整车辆通行费收
费标准的批复》，2018年7月12日
零时起，通过成彭高速公路的所

有车辆（法定免缴车辆除外）按批
准的收费标准过站缴纳车辆通行
费。收费年限为2004年11月1日起
至2033年10月31日止。

一类车基价标准为0.63元/
车·公里，成彭高速全长21.32公
里，跑完全程为13元。正常装载的
合法运输货车计重收费标准不变。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实习记者 马钊 摄影记者 刘海韵

成彭高速扩容改造工程将于12日竣工通车

15分钟跑完全程

成都收费站

今天 15：00～16：00，四川
名医邀请到四川省人民医院风
湿免疫科吴侗副主任医师值守
四川名医健康热线 60160000。
如果您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类
风湿关节炎、痛风等风湿免疫
类疾病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在
上述时间段内拨打热线，直接与吴侗医
生通话。名医热线日常还提供医院挂号、
名医推荐、病症咨询等相关医疗服务，若
有需要也可拨打名医热线60160000，工
作人员将会为您一一解答。

今日服务的更多详情，请关注“成
都商报四川名医”微信公众号，点击底
部菜单栏目条的“今日服务”，根据提
示进入相应板块，即可直通名医服务。

（王欢）

你的风湿还好吗？
四川名医“今日服务”直通专家为您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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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体崩塌阻断道路，山村成“孤岛”200 多名村民被困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3D”第2018183期开奖结果：359。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七乐彩”第2018079期开奖结
果：基本号码：03 27 09 24 10
26 15，特别号码：01。

福彩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183
期开奖结果：844，直选：6525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3：4260注，每注
奖金346元；组选6：0注，每注奖金
173元。（10698607.67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183
期开奖结果：84405，一等奖：22注，
每注奖金10万元。（243555842.14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电脑体育彩票
18079期开奖结果：03 04 10 27
29 01+05 一等奖 9 注，每注奖金
6597056 元；追加 2 注，每注奖金
3958233 元；二等奖 150 注，每注奖
金 53079 元；追加 29 注，每注奖金
31847元；三等奖1365注，每注奖金
2186元；追加359注，每注奖金1311
元。（5968985976.16 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体彩

被巨石砸中的客车

塌方路段道路被中断（图片左侧为琉璃坝村方向，右侧为出村
到鸡冠山乡方向）

药品通过索道被送到村庄

事故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