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不得了，再走要熄火！”7月2日，蒲江县
大雨倾盆，寿安镇白岩寺村的村道被积水覆盖，
最深处达到1米多，62岁的王华泰大爷站在积水
中，迎着暴雨为行人和车辆指路。

2日一早，王华泰就在村道设置警示标志，同
时及时劝返涉水车辆。从早上6点到下午6点
过，不知不觉，王华泰已经在雨中站了12个小时，
双腿被雨水泡得逐渐发白。

雨中指路 双脚被泡得发白肿胀

中午过后，雨一直在下，暴雨中王华泰对每个
行人和司机叮嘱着：“小心点，前面水深得很。”

凌晨5点过，王华泰被哗啦啦的雨声吵醒，他
再也睡不着了。“这么大的雨，出去看看情况。”6
点钟他就出了门，赶到村委会附近的路上，和其
他几人拉起了一条红色的警戒线，提醒过往行人
和司机涉水危险。同时，他也站在雨中，为大家
充当“人肉警示牌”，头发和衣服也被肆虐的雨水
打湿了。

“我就怕他们走深的地方熄火了，有些不听
劝，非要开进去。”王华泰说。

中午，同事为王华泰送来了午饭，扒了两口
后，他马上又站回水中。积水在王华泰的脚下流
过，他伸出自己的双脚，脚趾已经被泡得发白肿
胀。

当组长23年 村民评价“人很热心”

下午6点左右，村道上的积水慢慢退去，王华
泰也遵循自己的承诺，在水退去后离开。“人肉警
示牌的”任务已经完成。

“他在六组工作23年了。”2日下午点，记者
联系到了白岩寺村支部书记杨亚琼，“王华泰是
六组的队长，当了23年组长了，因为敬业和热心，
他在村民中很有号召力。”

王华泰还是个热心肠，哪家有困难他就喜欢
往哪家跑。“去年这儿一个村民因病去世，家属忙
不过来，王华泰二话不说就跑去帮忙，也不嫌
累。”杨亚琼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田之路何方迪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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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黄色预警
强降雨持续到今晚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
清 实习生 王安忆）7月2日，又
一轮区域性暴雨袭击盆地，相比
前几天“走马观花”露个脸的阵
雨，这一次的雨水，爆发力和耐
力兼具。2日16时，四川省气象
台将此前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
升级为黄色，今天白天，降雨还
将持续。

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你会
发现，即使打个雨伞也不顶用。
倾盆大雨、瓢泼大雨、狂风骤雨
……在7月2日的大雨面前，任
何词语都已经苍白。不只成都，
整个盆地都笼罩在雨水中。根
据省气象台的数据，1日20时到
2日13时，广元、绵阳、德阳、成
都、雅安、眉山、乐山降了暴雨，
局部地方大暴雨，已达到区域性
暴雨的标准。

雨水还在“亢奋”中。省气
象台预计：2日 20时～3日 20
时，盆地大部仍有强降雨，其中
巴中、南充、遂宁、达州、资阳、内
江、自贡、眉山、乐山9市及广
元、绵阳、德阳、成都4市东部，
宜宾、泸州2市北部有暴雨（雨
量70～100毫米），局部地方有
大暴雨（雨量160～220毫米，个
别地方将超过250毫米）。

漏了个洞的“天”，什么时候
才“补”得好？省气象台首席预
报员康岚介绍，雨区正在逐渐向
东推进，降雨将持续到今天夜
间。4日白天，盆地大部的雨水
将“止步”，只有达州、广安还有
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鱼塘被冲垮
村民期待保险理赔

直到2日下午6点，张述昌焦虑的心情才
平复了一点。

7月2日，蒲江西来镇遭遇强降雨，张述
昌是白马村5组村民，从事养殖业。早上5点
左右，张述昌听到有雨声，立马跑到自家鱼塘
前检查情况，“那会儿，水已经漫出塘来了。”
这场突降大雨，让他今年的收成变成了一个
未知数。

积水从村民窗户灌进屋

“路面积水深度至少在1.2米以上。”张述
昌说，强降雨来得迅猛，当时天已经亮了，可
以清晰地看到积水从各户村民家的窗户漫过
来，流进房屋。水量在 9 点左右达到最高
峰。村委会立即启动预警，挨家挨户通知村
民转移。

大约两个小时的忙碌后，全村人基本全部
被转移到安全地带。张述昌一家住在一栋二
楼小洋房中，他认为二楼加顶层的建筑足够抵
御这场强降雨，所以没有转移。但站在自家楼
房房顶，他却焦虑无比——从楼顶望下去，全
是雨水冲刷后鱼塘满目疮痍的样子。

鱼塘被冲毁等保险理赔
这个承载着张述昌致富梦想的鱼塘，就位

于自家门口。平时没事就打理鱼塘，他把所有
的心力放在这里，也期待今年能有一个好收
成。

“水太大了。”张述昌介绍，从上游一路来
势汹汹的水流中，夹杂着不少树枝，鱼塘的围
墙被全面冲垮，“鱼儿也就跑了不少。”

另一边成都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
司的陈炳银同样焦急地赶来，却被一条警戒
线阻隔了他前往张述昌家的路。从西来镇
通往白马村的路原本有多座桥可以通行，受
强降雨影响，仅有敦厚大桥尚未被淹没，不
过也早早地拉起了警戒线。“上午10点就过
来了，一直没进去。”下午两点，陈炳银仍在
等待，他期待能够第一时间到张大爷家查看
受损情况。

下午6点，积水渐渐变低，张述昌稍许平
静了些，“待明天通行后，让保险公司来看看情
况再理赔吧。”

一天鱼塘垮塌漫塘73起
“我的全部家当都在这，我不能走。”与张

述昌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蒲江县寿安镇松华
社区的李文祥、李伟父子。

“跟到我爸喂鱼有5年了，从来没见过这
么大的水。”今年34岁的李伟在家乡从事水产
养殖业，突然造访的强降雨冲垮了他家鱼塘的
围网，失去遮挡的鱼儿便跑了出去。

李伟说，寿安镇松华社区大约在5点钟开
始涨水，直到下午两点才趋于稳定，逐渐开始
退水。村委会一早组织人转移到高地，李伟一
家人却守着鱼塘不动。

成都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的陈
炳银介绍，当天他们收到的暴雨导致鱼塘垮
塌漫塘等案件共有73起。提醒各位市民在
雨天提前做好预警措施，注意人身安全和财
产安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摄影报道

这一轮强降雨
全省11.59万人受灾
国家防总工作组抵达四川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晨）
7月2日晚10时，四川省防汛办
通报，据初步统计，7月开始的
新一轮强降雨致成都、德阳、广
元、乐山、眉山、绵阳、雅安、阿坝
等8个市（州）22个县（市、区）
145个乡（镇、街道）11.59万人
受灾，无人员伤亡；农作物受灾
面积4.44千公顷，公路中断162
条次。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59亿元，其中成都、雅安、广元
损失较重。

1日 20时至 2日 20时，盆
地西部、东北部降大到暴雨，成
都、乐山、广元、眉山、绵阳、雅
安、巴中、德阳8市局部降大暴
雨，绵阳个别地方降特大暴雨，
最大为梓潼县马鸣站315毫米。

受降雨影响，大渡河支流峨
眉河苏稽站2日7时10分超警
0.25米，目前已回落至警戒水位
以下；涪江支流芙蓉溪游仙站2
日16时50分超警0.38米，水位
现正在回落。嘉陵江、岷江干流
和部分支流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目前全省各主要江河控制站无
超警超保水位。

据当日各地报告，成都市区
4处下穿隧道、16个道路点位出
现积水，天府新区地铁广福站深
基坑被淹；邛崃市回龙镇蒲江河
洪水上岸，回龙场镇进水；广元
市青川县3条乡镇道路被冲断，1
座桥梁受损，2所学校进水，全市
提前转移550余人；乐山市6个
县（市、区）8个乡（镇、街道）2.26
万人受灾，因灾转移1100人，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1600万元；眉
山市丹棱县6个乡（镇、街道）
1.87万人受灾，因灾转移103人，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438万元。

2日晚，国家防总工作组抵
达四川，省防指组织4个工作组
3日将赴相关地方指导强降雨
防范应对和抢险救灾工作。

一村民执意留守家中
消防用皮划艇救他出来

“非常感谢消防官兵的及时营救，要不然后
果不堪设想。”杨建彬被营救出来后，仍然有些惊
魂未定。因为没有听从转移安排，他被困在西来
镇双流村好几个小时，最终在消防官兵的合力营
救下成功脱险。

今年45岁的杨建彬是西来镇双流村村民。2
日早上5点左右，双流村村民在村干部的组织下，
开始有秩序地转移。“我想雨下一会儿就会停，就
执意在家。”杨建彬介绍，留在家的他12点左右就
被困了，但后悔已有些晚了，“当时房屋周围的农
田都被淹没，水齐膝盖，并有持续上涨的势头。”

据蒲江县防汛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杨德强介绍，
去往双流村原本有诸多桥梁可以通行，不过除了敦
厚大桥未被水漫过外，其余桥梁均已被淹。这也意
味着敦厚大桥成为通往双流村的唯一通道。

2日下午两点，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在
现场看到，敦厚大桥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大桥这
头，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展开救援，大
桥那头则是被困的4名双流村村民，杨建彬是其
中一位。

艰难地熬过了几小时，杨建彬在3点左右看
见了希望，“消防官兵用皮划艇朝我过来，开展救
援。”彼时水都漫到他的大腿，“以后遇到类似的
情况，我一定及时听取村干部劝阻。”

下午4点左右，在众多救援力量的合力下，被
困村民成功转移至安置地点。

这个村“预防大于救援”
组建22人防汛抢险队伍

7月2日7时14分，蒲江县启动防汛蓝色（四
级）预警，蒲江县甘溪镇箭塔村立即组织防汛抢
险队伍，深入到各重点点位和农户家中排查险
情。不久后，箭塔村河心岛已经拉起了警戒线，
并安排人员全天值守，确保群众安全。

“我们是临河村，年年都要防洪，经验比较丰
富。”箭塔村第一书记伍茂源告诉记者，箭塔村制
定有防汛预案，并按照预案储备充足的防汛物
资，组建有22人的防汛抢险队伍，定期组织开展
防汛应急演练，“预防大于救援。”

截至当天下午两点，箭塔村险情地段的8人
已经转移安置2人，成功疏散6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秦怡

当地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路面积水达1.2米
蒲江9565人转移

7月1日晚至2日16时，成都市蒲江县普降
暴雨，其中西来镇累计降水量达313.2毫米，属于
特大暴雨级别。蒲江河、临溪河分别达到警戒水
位。蒲江县防汛指挥部办公室于2日11点05分
报经同意启动防汛橙色（二级）预警。

蒲江县通报的数据显示，7月1日20时到2日16
时，西来镇降雨量达到313.2毫米，西来镇铜鼓村
306.6毫米，鹤山街道龙头村263.0毫米，大塘镇
197.7毫米，寿安镇189.4毫米，国家站185.2毫米，
复兴乡184.7毫米，成佳镇182.8毫米，朝阳湖镇
143.1毫米，青龙水库130.5毫米，长滩水库128.4
毫米，甘溪镇105.5毫米，光明乡官帽山104.0毫米。

这场强降雨，让西来镇一度陷入窘境。“每家

每户都受灾了，路面积水深度至少在 1.2 米以
上。”西来镇居民张述昌介绍，一些来不及转移的
居民，只好躲在自家楼房顶楼等水消退。

截至 2 日下午 4 点，蒲江河朱濠大桥水位
7.23米，超保证水位2.03米；临溪河雷河大桥水
位4.7米，超保证水位1.7米。百丈水库、长滩水
库等均在安全水位下运行。

当地公安、消防、乡镇等部门目前已投入救
灾队伍4599人，转移被困群众9565人。暂未收
到人员伤亡报告。

灾情方面，截至14时35分，蒲江县受灾人口
14082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3426.46万元，具
体灾情还在进一步核实之中。

大爷雨中站12小时
当“人肉警示牌”指路

村民鱼塘被大水冲垮。

蒲江西来镇洪水暴发。

王华泰大爷站在积水中提醒过往车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