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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牌

中央气象台拉警报：四川强降雨致灾风险高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山洪蓝色预警

社会

中央气象台6月29日下午发出警告：6
月29日下午至7月2日西南地区及湖南广西
有强降雨。
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9日下午至7月2
日，贵州、重庆、四川南部、云南、广西西部
及湖南西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其中贵
州北部和中西部、重庆东南部、云南北部、
湖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
地特大暴雨，累计降雨量100～200毫米，局
地250～350毫米；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
雨（最大小时降雨量30～50毫米，局地可达
70毫米）和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
天气。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官方网站获悉，6月
以来，四川东北部和川西高原东部的部分
地区累计降雨量达300～700毫米，
较常年同

期偏多3～8成，
局地偏多1倍以上。
蓝色预警。
6月29日20时至30日20时，
凉山
中央气象台指出，受强降雨影响，6月
州喜德县、昭觉县等县（市、区）发生山洪灾
29日下午至7月2日贵州北部和中西部、重
害可能性较大；
凉山州西昌市、
冕宁县、
德昌
庆东南部、四川东部、湖南西北部等地发生
县、
普格县、
布拖县、
金阳县、
雷波县、
甘洛县，
暴雨灾害的综合风险高。
乐山市峨边县、
马边县、
沐川县，
宜宾市屏山
气象专家提醒，在本次降雨过程中， 县、
高县、
珙县、
筠连县、
兴文县，
泸州市叙永
贵州、重庆、四川、云南、广西、湖南等地
县、
古蔺县等县（市、
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降雨持续时间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防御要求：
与前期强降雨区重叠，土壤含水量饱和， 立即通报乡镇、村和山洪灾害危险区责
致 灾 风 险 高 ，公 众 需 及 时 关 注 当 地气象
任人，所有责任人务必立即上岗到位；密
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及预警信息，防范强
切关注天气预报、降雨水位和危险区预
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
警情况；加强山洪灾害危险区巡查；按照
流洪水和城乡积涝。另外，公众也要警惕 《四川省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工作规程》，
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交
加强监测预警、适时启动预案，及时、果
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强化转移路线与安
6 月 29 日，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山洪
置区安全监管。
（川报观察）

冕宁暴雨已致12人遇难 10人失联

一家8口逃生被山洪冲倒
11岁女孩抓住树枝获救
据冕宁县政府新闻办公室
官微6月28日消息，26日18时
至27日1时，该县北部地区突降
暴雨至特大暴雨，导致彝海镇、
高阳街道及灵山景区局部地区
受灾严重。彝海镇、高阳街道等
乡镇（街道）共计2100户9880
多人受灾，安全转移群众1705
户7705人。农作物受灾500公
顷、成 灾 280 公 顷、绝 收 70 公
顷；房屋严重倒塌80户280间、
一般损坏620户2300间。
截至28日16时，此次特大
暴雨灾害已造成12人遇难、10
人失联。
在彝海镇大马乌村，短短7
个小时降雨量达到107.5mm，
面对滚滚的山洪来袭，村民地的
克依子房屋进水，他驾驶一辆三
轮车，准备逃生到对面的山下避
险。不幸的是，三轮车刚刚开到
家门口20多米远，车上的8人被
巨大的山洪冲倒，最终他和母亲
在洪流中爬了起来，11岁的女儿
抓住树枝被邻居救下。

某色莫卡布说当时小女孩
就是抓住这棵樱桃树呼救的

四川综合性消防救援专业队伍在蓉成立

飞机出现在授牌仪式上
6月29日上午，
在成都市消防救援
支队崇义培训基地，
举行了四川省综合
性消防救援专业队伍授旗授牌仪式。
仪式上，四川省地震、化工、水
域、山岳、核生化、重型机械工程以
及战勤保障等7类29支消防救援专业
队伍在此集结。700余名消防救援专
业队队员和近百辆（架）救援车辆、
舟
艇和飞机、1万余件套消防专业救援
装备出现在授旗授牌仪式上。
据了解，
针对全省复杂严峻的灾
害事故形势，
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依
据
“地域+灾种”
的原则，
科学调配21

个地市州，
1172名基层消防骨干指战
员和240名社会力量，
组建了地震、
化
工、水域、山岳、核生化、重型机械工
程以及战勤保障等7类29支消防救援
专业队伍，
实现了灾害事故类型全覆
盖、
社会力量统筹全调动。
据悉，队伍的所有指战员均是
从消防救援队伍中遴选参加过专业
培训、实战经验丰富、业务素质过
硬、有技能特长的人员，具有绳索、
潜水、地震救援、冲锋舟操作手等培
训证书。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挺 戴佳佳 消防供图

揭牌
中国首家民营飞行学院落户北川
计划今年9月正式开学

地的克依子一家 8 口被山洪冲散（图为全家逃生时乘坐的三轮车）

洪水袭来
小女孩抓住樱桃树喊“救命”
26日晚上，暴雨持续，大马
乌村开始通知村民转移。
“ 我们
家的地势比较低，洪水很快就冲
到院子里面来了。”村民某色莫
卡布回忆，当时她和家人准备跑
出门，但是眼前滚滚的山洪让他
们退回了屋内。
大约晚上十一点半左右，某
色莫卡布隐约听见院子外面有
人在呼救，
“救命，快来救救我！”
她用手电筒的灯光往院子里扫
射，才发现是邻居地的克依子家
11岁的女儿。小女孩困在洪水
中，身子快被淹没，两只小手吊
在院子的樱桃树上。
某色莫卡布赶紧让儿子出
来救人。她的儿子冒着大雨，从
洪水中慢慢地走了过去，把小女
孩救了下来，带回到屋内。“那

个山洪实在太吓人，那天晚上我
们家院子都淹了一米多深，我们
就在小阁楼躲过了一劫。”某色
莫卡布感到后怕地说。

一家坐三轮车逃生
8人都被山洪冲倒
“ 当 天 ，我 们 问 小 女 孩 ，她
说 家 人 都 被 洪 水 冲 走 了 ……”
某色莫卡布才得知，邻居地的
克依子看到山洪来临时，驾着
自家的三轮车准备逃生，结果
路上一家8口都被洪水打翻了，
目前只有地的克依子及其母亲
和11岁的女儿生还。
事后，地的克依子向亲戚们
讲述，当天，暴雨山洪来临，他家
房屋四周都被水围困，当时有点
着急了，于是将家里的农用三轮
车开出，
让家人赶紧上车，
车子刚
刚走到一个转弯处，洪水突然来
袭，他们一家8口都落水，后来他

和母亲从洪流中爬了起来……
某 色 莫 卡 布 表 示 ，当 天 晚
上，地的克依子的三轮车就是在
她家旁边的路口冲走的。
“ 你看
好吓人，三轮车都冲到下面几百
米远的地方去了。
”
在地的克依子的家门口，叔
叔地的伍呷很悲伤。他带着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走进地的克
依子的家，院子里面还有洪水冲
过的痕迹：
乱石和冲来的树枝，
和
挂着没有来得及收的衣物。
地的伍呷说，侄儿地的克依
子家里建了房，没想到装修都还
没搞完就遭遇了山洪，
“ 现在他
家找到的两人已遇难，还有三个
人失联没找到。”目前，搜救工作
还在进一步开展中，截至28日下
午，救援人员还没有发现地的克
依子家三名失联人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

6 月 29 日上午，中国首家民营
绵阳飞行职业学院依托泛美
飞行学院——绵阳飞行职业学院
通航集团雄厚的人才、资源和资金
揭牌仪式在北川隆重举行。作为中
实力，坚持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硬
国 科 技 城（北 川）航 空 城“ 大 美 羌
件设备提升，为育才树人奠定坚实
城-泛美航空科技城”的核心项目， 基 础 。学 院 与 泛 美 通 航 集 团 建 立
绵阳飞行职业学院是北川首所大 “校中有企、企中有校、校企同质、
学，是四川省 2020 年新增设的一所
融合发展”的人才培养新模式，2020
飞行学院。据悉，绵阳飞行职业学
年 3 月 30 日，绵阳飞行职业学院大
院以飞行和飞机维修为核心，开设
手笔订购了 100 架派珀 PA-28 单发
固定翼飞机驾驶技术、直升机驾驶
教练机、PA-44 双发教练机，并将
技术、飞机机电设备维修、无人机
依托泛美通航集团遍布全国的五
应用技术、空中乘务等专业，面向
大飞行训练基地，强大的飞行专家
全国招生，
计划今年 9 月正式开学。 团 队 ，200 余 架 多 机 型 飞 机 ，
在揭牌仪式前，泛美集团和北
CCAR-91 部 、CCAR-66 部 、
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签订了补
CCAR-141 部飞行执照训练资质，
充协议，明确了 40 多亿的项目投
全力保障学生飞行训练，致力于全
资，包括朗巴瓦通航小镇、通航营
方位培养覆盖民用航空、通用航空
运中心、飞机制造中心、飞行员康
全领域的国际化航空人才，为中国
养小镇等八个项目，加快北川通航
通航产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产业全链条发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餐馆老板翻遍垃圾
为顾客找回2万元牙套

罕见！
桃花水母现身成都小区池塘
目前已对该池塘进行保护，暂时不允许私自捞取

名

“水中大熊猫”
桃花水母

词

桃花水母比恐龙还
古老，它的生存年代可追
溯到数亿年前，是地球上
一种最原始、最低等的无
脊椎腔肠动物，被喻为生
物进化研究的“活化石”，
有“水中大熊猫”之称。同
时由于这种生物对环境
的敏感性以及其生存环
境 的 破 坏 ，使 其 被 列 为
“极度濒危”的物种。

解
释
年 月
6
2020

两个月前出现，
以为是沙虫子

具体种类
有待分子测序确定
桃花水母从何而来？小区物
业工作人员表示，小区里有放鱼
放乌龟的，放桃花水母没听过，

编辑 张贵仁 美编 吴卫 叶燕 校对 陈婕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0131期开奖结果：
358，
直选：
7634注，
每注奖金1040
元；
组选6：
33298注，
每注奖金173元。
20970249.8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0131期开奖结果：
35844，
一等奖15注，
每注奖金10
万元。
（466471984.5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 级 大 乐 透 第 20056 期 全 国 销 售 293376714 元 。开 奖 号 码 ：03 11 25
29 34 03+06，一等奖2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追加0注。二等奖77注，单注奖
金185738元，追加45注，单注奖金148590元。三等奖157注，单注奖金10000元。
788369268.18元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8月31日)

福彩

“两个月前就看到过，
当时以
为是沙虫子。
”该小区物业工作人
员表示，小区一共有三个池塘。
其
中出现桃花水母的池塘大约 10
米长、两米宽。
黄科介绍说，区别于我们通
常认知的生活在海洋里（咸水环
境）的水母，
桃花水母通常是生活
在淡水环境中的。早在明朝万历
年间的《归州志》中就有记录，当
时称之为“桃花鱼”
。现代的“桃花
水母”名称应该是传承自此。
“之所以叫
‘桃花鱼’
，可能来

源朴素的观察：
一是，
当时观察到
水母体出现多处于桃花开的时
候。
二是，
大量水母体仿佛桃花花
瓣飘荡在水中。
”黄科表示，
桃花
水母最大也就是两厘米左右，在
野生环境下个体存活时间不长，
大概就是十多天左右。国外人工
养殖最久的大概在三个月左右。
从三月份开始，
到九月份，
在不同
的环境中都有水母体的出现。

足彩

日 星期二
30
搜索下载红星新闻APP

“这两天小区微信群里都在
讨论这个桃花水母，端午那几天
小朋友看鱼发现的。”成都市武
侯区地铁 3 号线红牌楼站附近
一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拿出手机，
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展示
了小区居民拍摄的视频。视频中
可以清晰地看到，降落伞状、几
乎透明的水母，在水中一收一缩
游动着。
成都观鸟协会副秘书长黄科
表示，他是前天收到小区之前参
加过他们活动的小朋友和家长拍
的视频，昨天到现场看到的，
“就
是桃花水母，具体的种类还需要
分子测序后才能确定”
。

近日，成都一名男子埋头翻垃
圾袋的视频在网络上传开，只见他
独自一人坐在小板凳上，两只手在
一个黑垃圾袋里翻找，将各种用过
的餐巾纸挨个展开。这不太卫生的
一幕背后却是一个暖心的故事。
原来视频中的男子是清江东路
上一家餐馆的老板李正润，据他介
绍，6月26日下午5点，他接到一位女
士的电话，
对方称中午在餐馆吃饭，
离开之后发现有一个很贵重的牙套
遗失在餐馆，
“ 我问了所有的服务

体彩

小区池塘中游动的桃花水母

也没看到过。出现桃花水母的池
塘自带循环净水功能，池里的水
会通过一端的水管抽取进行过
滤，再通过另外一根管道放回池
塘。目前他们已经对该池塘进行
了保护，暂时不允许居民捞取桃
花水母。
“可能是一个巧合接一个巧
合。”桃花水母从何而来，黄科微
微摇了摇头，也无法做出明确判
断。
桃花水母通常有两个状态：
一
个是水螅体，
几毫米，
肉色的，
可能
附着于水生植物、石头等物体上，
很难观察到；
另一个是水母体，
就
是更容易被观察到的
“降落伞”
，
大
小从几毫米到一两厘米不等。
当条件合适时水螅体会“成
长”
成为水母体，
条件可能包含水
质、温度等。
所以桃花水母可能是
以相对“隐形”
的水螅体早早进入
到小区水池的。
至于如何进入就是
前面说的巧合了，
比如通过移栽水
生植物、
野外钓鱼装回的水等。
黄科表示，桃花水母一般生
活在静水中，
比如湖泊或者水塘；
同时对水质要求较高。
但近年来，
全国各地发现的水母很多是在人
工池塘。
“暂时还不能说有桃花水
母，
水质就一定好”
。
另外目前发现
的桃花水母属有十余种，
这次该小
区出现的桃花水母具体是哪个种
类，
有待进行分子测序后确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林聪 摄影记者 张直

捣腾一个小时，李正润从垃圾
中找到牙套

员，
都说没有看到”
。
李正润说，由于中午吃饭的人
很多，无法从监控上看到当时的状
况，
“ 如果我们的店员没有收到，肯
定就会进入垃圾桶”。但此时，距顾
客离开餐馆已经4个小时。
餐馆一位店员告诉记者，餐馆
每天的垃圾都是收装好后，放到厨
房后面的一个空地旁，由清洁大爷
来拉走，
每天中午和下午各拉一次。
顾客很着急，
李正润随后与运垃
圾的大爷取得联系，
得知垃圾还没有
送上垃圾车，
他就让大爷把餐馆垃圾
运了回来。
李正润戴上手套，
打开装
垃圾的黑色袋子，
独自一人坐在厨房
后面的墙角，
帮顾客寻找遗失物。
黑色垃圾袋里装满了用过的餐
巾纸、饮料瓶还有厕所用纸，
李正润
坐在墙角捣腾了近一个小时，
“这种
事，
也不好意思让店员来做，
后来我
找到一张白纸，打开后发现了里面
的牙套”。李正润立马与顾客联系，
通过闪送物归原主。
据丢失牙套的顾客王女士称，
这个牙套价值两万多元，如果遗失
会很麻烦。
“ 我都没抱希望了，只是
打电话问了一下，没想到老板会把
运走的垃圾拿回来翻找。”
牙套失而
复得，王女士专程给餐馆老板和店
员点了奶茶以表心意。
25岁的李正润大学毕业后，在
成都做餐饮生意。他说：
“ 既然顾客
是在店里面遗失了物品，作为商家
我们有义务帮忙寻找和保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逯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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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20009期：
030303300013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20009期：
030303300013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0009期：
0000031310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20009期：
03032120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8月31日)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
第2020132期开奖结果：
649。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20057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08 17 20
24 28 29 30，
特别号码：
27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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