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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有多少成都人的中秋节，是
在雷声里醒来的？12日的暴雨蓝
色预警之后，深夜风雨大作，电闪
雷鸣。13日清早，风雨不息，直到
下午一点，降水明显减弱后，预警
终于解除。

根据成都市气象台发布气象
实况通报，9月12日20时到13日17
时，成都市出现区域性暴雨天气
过程，中西部部分地方大暴雨。全
市共计出现暴雨215站，大暴雨87
站，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大邑晋原
206.3毫米。

期间，成都大部分地方出现
瞬间最大风速大于10m/s的大风
天 气 ，最 大 风 速 在 金 堂 栖 贤
30.6m/s。

全省来看，也是水火两重天。
西边的成都、绵阳等地暴雨倾盆，
东边达州、泸州等地持续高温，温
差高达17℃。

成都市气象台说，此次强降
雨过程基本结束，未来3-7天成
都市主要以阴天间多云天气为
主，多阵雨。中秋小长假剩余两天
的白天，天气还不错，阳光温和，
最高气温25℃左右。不过早晚多
雨，就不要指望赏月了。

据省气象台的消息，今天
白天盆地东北部阴天间多云有
阵雨或雷雨，盆地其余地方多
云间阴，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
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
部中雨。

另外，9月13日凌晨开始，
绵阳境内普降暴雨，导致江油、
平武等地出现泥石流，部分道
路中断。平武交警发布消息，九
环东线平武段、平武至松潘道
路多处中断，因此，计划从九环
东线到九寨沟、黄龙的司机请
绕行。

9月12日8时起至13日8时，
北川境内普降大到暴雨。据北
川 羌 族 自 治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消
息，此次暴雨导致该县7个乡镇
7850人受灾，无紧急转移安置
被困人员。此外，北川境内多条
道路出现塌方断道，交通部门
正在全力抢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挺 彭亮 汤小均

中秋小长假首日，
全市大暴雨87站

市气象台：此次强
降雨过程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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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
19249期开奖结果：629，直
选：5102注，每注奖金1040
元；组选6：16043注，每注奖
金173元。（17600763.23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
19249期开奖结果：62982，
一等奖46注，每注奖金10万
元。（325078981.82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
19107 期 开 奖 结 果 ：
9202034 一等奖：1注，每注
奖金500万元；二等奖：14注，
每注奖金27587元；三等奖：
281 注 ，每 注 奖 金 1800 元 。
（54593514.16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
年11月12日)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
第2019107期全国开奖结
果：06 21 12 16 18 03
22，特别号码：24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
第 2019249期开奖结果：
719。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
结果为准)

福彩

体彩

兑彩票

9月13日6时许，梓潼县公安局许
州派出所接110指挥中心指令：许州镇
三胜村河里有人落水，立刻救援。派出
所值班所领导带领民辅警迅速赶到现
场，经了解，司机景某某独自驾驶小轿
车从许州镇前往演武镇，途经许州镇
三胜村河坝漫水桥时，水流湍急，被冲
至河道中央，导致被困。

许州派出所所长赵磊介绍，他们
赶到现场时，发现车辆距离岸边30-40
米，车辆还有三分之一露出水面，司机
蹲在车顶上，两手死死抓住车辆。由于
河道水流湍急，民警无法立即施救，于
是立即联系消防大队进行救援，也及
时将情况上报上级领导。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随即驾驶
冲锋舟向被困人员驶去，不过，由于水
流湍急，且河道中乱石较多，冲锋舟第
一次并没有靠近被困人员。随后，消防
救援人员再次驾驶冲锋舟前往，但仍
然受水流和河道乱石的影响，仍然无
法对被困人员进行有效救援。

“当时想了办法，消防救援人员
将救生衣和救生绳抛给了被困司机，
让他穿上了救生衣，并将救生绳绑在
身上，然后跳入水中，由救援人员将
其拉上岸。”赵磊介绍，当时被困司机
穿上了救生衣，但是他害怕水，不敢
下水，也没有绑救生绳，这就给救援
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不管救援人
员如何劝说，景某某就是不敢下水。8
时许，河水水流越来越急，车辆也被
洪水淹没并再次被冲走，在车顶的景
某某再也抓不住车顶，落入了水中，

往下游冲去。
赵磊介绍，看到司机落水，民警

和消防迅速商量救援方案，决定在沿
途的多个可能的地方进行救援。随
即，民警、消防携带救生圈等沿途追
赶被冲走的景某某，并先在下游的豢
龙大桥处投了多个救生圈以及救生
绳在水里，待景某某被冲到该处时可
以抓住，但当景某某被冲到此处时，
他没有抓住任何东西。

“我们选了几个地方救援，最后准
备在下游的许州大桥处施救，一部分
救援人员赶往许州大桥，投放救生圈
和救生绳，一部分救援人员跟到景某
某追。”赵磊介绍，景某某最后没有被
冲到许州大桥，而在豢龙大桥和许州
大桥之间，他抓住了一根树枝。

由于河道水流湍急、树木、乱石
较多，冲锋舟无法到达景某某抓住的
树枝处。于是，救援人员穿好救生衣，
将一根救生绳在岸上绑好，然后民警
和消防顺着救生绳下水，采取人靠人
的方式向景某某靠近，最后一名消防
救援人员抓住景某某，用救生绳将景
某某和自己绑在一起，其他救援人员
将他们拉上了岸。

赵磊介绍，8时许景某某从车上
落入水中被冲走，直到11时左右，救
援人员才将其救上岸，而从他落水
的地方到获救的地方，大概有2公里
的距离。随后，景某某被立即送往医
院救治。

13日下午，记者联系上景某某的
表姐，她表示，表弟在医院输液后，感
觉身体无大碍，现在已经出院回家了。

将车辆拦停后，田刚和中队长曾
云丰再次查看山体情况，发现山体仍
有继续塌方的可能，于是开始劝说司
机返回。而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车
辆越来越多，他们也不停地劝说司机
们返回，但是，因为有的司机是回
家，他们仍希望能等一等，等到安全
时通过。

田刚一直观察着山体情况，发现
没有落石后，和曾云丰一起，组织等
候的司机们，一边观察一边清理道路
最外侧的落石。

田刚“吼停”越野车的视频，经报
道后，网友对其大加称赞。

“其实，当时就是下意识地吼了
出来，因为山体有落石，很可能会继

续垮塌，所以需要观察后通行，这是
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幸好当时将
司机吼住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田刚说。

13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从平武交警大队获悉，田刚今年29
岁，四川平武人，2013年6月从成都理
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毕业。2013年3
月至今在平武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工
作。2015年—2018年连续4年被评为
平武县公安局优秀辅警。

平武交警提醒，目前，暴雨仍在
继续，司机行驶山区路段时，一定要
观察通行，服从交警指挥。

李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辅警一声“怒吼”：

往后退
救了两车8人

前方有落石前方有落石，，塌方之前塌方之前

开车过漫水桥被冲入河中

漂了两公里
被救上岸

9月 13日
上午11时许，四
川平武交警在
平武至青川道
路排查时，发现
道路塌方，两辆
车往前冲时，被
辅警直接“吼”
停，当车辆停下
的一刹那，前方
道路出现塌方。
经核实，两辆车
上共有8人。随
后，交警组织等
候的司机清理
了道路最外侧
的落石，开出
一条车道，在
观察后，一辆
一辆放行后面
等候的车辆。

12日晚8时起，绵阳境内普降暴雨，平武
交警在辖区道路内进行排查。13日上午11时
许，当交警在平武至青川道路排查时，发现前
方有落石，交警下车查看情况，发现有继续塌
方的可能，正在交警准备采取相关措施时，一
辆越野车冲了过来。

“等一下，下来，往后退！”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从交警提供的执法记录仪看到，当
车辆冲过来时，交警大声喊停，当车辆停下
时，距离两三米远的塌方处再次出现塌方，辅
警再次大声怒吼“往后退，冲啥子呢？”，这时
越野车急忙后退，避免了被塌方落石砸中。

13日中午，记者从平武交警大队获悉，
将车辆“吼停”的是龙安中队辅警田刚。随
后，记者电话联系上田刚，他介绍，当天由于
降雨持续，导致多条道路出现塌方，而平武

至青川的道路，由于从青川、广元方向过来
的货车较多，中队长曾云丰就带着他到平青
路巡逻。当巡逻至古城镇青杠村路段时，发
现前方道路上有落石，于是停下车辆，下车
查看山体是否有可能继续垮塌。

当田刚走到落石路段附近时，一辆越野车
冲了过来，刚开始曾云丰用警车内的喊话器大
喊“停车、停车”，但越野车还是冲到了落石路
段附近。随即，田刚“吼停”了越野车。而在越野
车后面，还有一辆面包车，也一同被“吼停”。

据介绍，这辆越野车上只有司机一人，
事发时，越野车后还紧跟着一辆载有7人的
面包车。

越野车和面包车往后退后，田刚组织两
名司机将车停在了警车后面。越野车司机走
下车来，不停地给曾云丰和田刚说“谢谢”。

前方落石
辅警一声“怒吼”，救了两车共8人

辅警田刚
幸好当时将司机吼住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微信群视频
看到当年写给未来自己的信

地窖里的
“时间胶囊”

十年十年，，程彦峰说程彦峰说，，当时觉得是一个很长的当时觉得是一个很长的
时间时间。。栗晓东记得栗晓东记得，，信里他的开头还是信里他的开头还是““遥远的遥远的
20152015年年”。”。十年间十年间，，同学们毕业各奔东西……同学们毕业各奔东西……

十年
很远

““感受到自己的初心感受到自己的初心，，炽热炽热、、真挚真挚。”。”他说他说，，
尽管生活并不总是条直线尽管生活并不总是条直线，“，“但是我还是走到但是我还是走到
了了20052005年我想要走的那条路年我想要走的那条路。”。”

十年
很近

收到14年前自己的来信
34 岁的他热泪盈眶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
20052005年年，，现居成都的程彦峰还是山西原平的高三学生现居成都的程彦峰还是山西原平的高三学生，，和班上其他和班上其他1818名同学给一起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了一封名同学给一起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了一封

信信。。程彦峰的同学栗晓东程彦峰的同学栗晓东，，是当年写信的组织者是当年写信的组织者，，他还记得他还记得，，自己用三卷胶带把自己用三卷胶带把1919封信缠了又缠封信缠了又缠，，和干燥剂一起放进和干燥剂一起放进
坛子里蜡封后放在了地窖坛子里蜡封后放在了地窖。。20192019年中秋年中秋，，比约定晚了四年比约定晚了四年，，栗晓东回到老家开启了这个地窖里的栗晓东回到老家开启了这个地窖里的““时间胶囊时间胶囊”。”。

““感受到自己的初心感受到自己的初心，，炽热炽热、、真挚真挚。”。”再看到信封上那些稚嫩的笔迹和那时对十年后生活的畅想再看到信封上那些稚嫩的笔迹和那时对十年后生活的畅想，，栗晓东栗晓东
热泪盈眶热泪盈眶。。他说他说，，尽管生活并不总是条直线尽管生活并不总是条直线，“，“但是我还是走到了但是我还是走到了20052005年我想要走的那条路年我想要走的那条路。”。”

每年从成都回山西原平老家，
程彦峰都要和高中同学聚会。前几
年的一次再相逢时，他突然想起来：
大约十年前高中同学曾一起给十年
后的自己写过信，组织者是栗晓东。
聚会里他提出来后，程彦峰印象里，

“栗晓东搬过家，好像说得找一下。”
就这样，几年便过去了。直到

今年中秋节假期的第一天，程彦峰
注意到，栗晓东在微信群里发了一
段视频，里面正是2005年大家写给
未来自己的信。程彦峰的信很好
认，因为喜欢画圣斗士，信封上都
是圣斗士的画像。至于内容，他已
经不记得了，“应该是对未来的一
些畅想吧，具体记不起来了。”

写信的时候是在高考前，组织
者栗晓东在程彦峰的印象里是“班
长”，之后信也是交由“班长”保管
的。高考后，程彦峰来到成都求学，
之后参加工作，并定居成都。“很长
一段时间大家都把这个事情忘
了。”程彦峰说，这次“班长”发了这
个视频，他和其他同学都很兴奋，

“特别想看一下现在生活有没有达
到当时的期望——估计满足不了
吧。”他大笑着说道。

9月13日是中秋节。和成都的狂风
暴雨不一样，原平是多云的天气。联系
上栗晓东时，他正拿着十多封信往快
递站点走去。程彦峰的记忆出现了一
点偏差，栗晓东说：“我不是班长。”高
中的时候，他和程彦峰一个宿舍，当时
在宿舍的外号叫做“掌门人”——离门
最近，开关门的。

“我比较爱张罗事。”栗晓东说，那
个时候他们看得比较多的是《读者》

《青年文摘》一类的杂志，“给十年后的
自己写信的故事，应该也是在杂志上
看到的。”看过之后，在2015年2月份一
个晚自习课上，他说，自己突然有了想
法：这事我们也可以做啊！在晚上寝室
的“卧谈会”上，他提出了这个想法，

“大家都说支持。”班上其他一些同学
听说这个想法后也要加入。

“买了20个信封，最后收回来19
封信。”每个信封上除了名字，还会有

“2005-2015”的字样。栗晓东说，他买
了三卷胶带把包好的信缠了又缠，

“就是怕自己提前打开自己的信。”随
后，信被栗晓东放在了老家。“找了一
个坛子，里面放上干燥剂，信就放了
进去。”他说，坛口封好后，还用蜡封
了。坛子被放进了家里的地窖。

2005—
“给十年后的自己写封信吧”

十年，程彦峰说，当时觉得是一个很长的时
间。栗晓东记得，信里他的开头还是“遥远的
2015年”。十年间，同学们毕业各奔东西，甚至还
有人去了国外。每年大家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
少，只是每年正月初四，回了老家的人都要聚
一下。栗晓东家也从老屋搬走了，后来辗转去
了武汉。“这一次回到老家，除了过中秋节，还
有一个事情，就是找到那个时间胶囊。”今年已
34岁的栗晓东说道。因为坛口的蜡太厚重，他
最后是摔开了坛子，“信都保存完好，没有潮。”

“热泪盈眶。”栗晓东看2005年自己的来
信时，眼里都是泪。“看到了自己的初心吧，
炽热、真挚。”他觉得那时候同学们都是一样
的，“没有多少物质想法，大家想的都是：我
以后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19个同学里，栗
晓东联系上了大多数，除了几个身在本地
的，其他人的信，他都在中秋节当天通过快
递发了出去，天津、山东、四川、浙江……

在成都的程彦峰特别期待，因为信是
写给2015年的自己，现实里那一年他结了
婚，程彦峰很想看下，2005年的自己对婚
姻是怎么预想的。

在栗晓东看来，尽管生活并不总是条
直线，“但是我还是走到了2005年我想要
走的那条路。”至于有一些没有实现的想
法，比如学历，“或许会在以后的日子里我
会努力实现吧。”

2019—
34岁的他看到信时热泪盈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挺 彭亮

当年的一些信（视频截图）

塌方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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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舒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梓潼警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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