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谣言成灾
2日四川多地暴雨时，连续出现多起谣言并冠以“有

图有真相”，比如谣传绕城高速双流北被淹没，德阳火车
站广场被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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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成都（17时）
AQI指数 24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康定、雅安、巴中、乐山、
绵阳、资阳、眉山、德阳、西昌、广元、
达州、自贡、内江、遂宁、宜宾、泸州、
广安、攀枝花、南充

2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AQI指数 39—69
空气质量等级 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
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3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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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8076期
开奖结果：07、18、28、29、32、06、08，一等奖4
注，单注奖金7818546元。一等奖追加3注，
单注奖金4691127元；二等奖127注，单注奖
金55940元。二等奖追加54注，单注奖金
33564元。三等奖1071注，单注奖金2576
元。三等奖追加458注，单注奖金1545元。
（5950663010.7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四川省）第
18176期开奖结果：207，直选3694（182）
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
346元；组选6：7689（358）注，单注奖金173
元。（12343834.7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176期开奖
结果：20784，一 等 奖 55 注 ，单 注 奖 金
100000元。（250873767.42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四川）第

18087期开奖结果：33211111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

为准）

暴雨来临，
你做好防汛安全准备了吗？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席秦岭 杨晨）据
中国天气网消息，近期，四川频繁出现强
降雨天气，受其影响，盆地多地出现了城
市内涝、农田被淹、房屋损坏等现象。预
计未来三天强降雨仍将持续，其中部分地
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公众需加强预防。

暴雨来临，你做好防汛安全准备了
吗？四川省安全监管局为您专门准备了
暴雨天气下你不得不知的安全知识。

提前预防，主动防范。每日出门前应
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备好雨具、雨靴等，做
好预防准备。如遭遇雷雨、暴雨天气应尽
量待在建筑物中，减少外出。

暴雨来临时，应关闭门窗，防止雨水
灌入屋内。一旦屋内进水，要立即关闭电
器电源，切断煤气。

短时间内大量降雨会导致城市内涝，
出行时要注意自身安全。由于夏季多雨
潮湿，正适合苔藓生长，降雨后的路面会更
加湿滑，因此步行外出切忌快速奔跑，防止
意外跌倒受伤。开车出行需减缓速度，随
时观察路面情况，及时了解路况信息。

如在外被暴雨所困，不要慌张，注意
不要呆在桥下、铁架下，远离排洪沟或水
井，尽快找到安全的避雨处，如高楼、商场
等，直到暴雨高峰过后再继续出行。不要
冒险走不认识的路，特别是积水较深路
段。下暴雨时，有些不熟悉的路不要走。

如果暴雨天气雷电交加时，注意不要
在室外打电话，远离路灯、高压电线，不要
在空旷地带及树下逗留。

2日，成都及四川多地暴雨，随之倾泻而下还
有各种与暴雨相关的信息、图片及视频，不少谣言
也夹杂在了这暴雨的信息洪流，由网络扩散而
出。其中在朋友圈传的最猛，并冠以“有图有真
相”的，一个是“成都绕城高速双流北被淹没”的图
片，另一个是“德阳火车站广场被淹”的图片。但
很快，官方辟谣称这是老照片，与今次暴雨无关。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谣言常与自然灾
害“结伴”。心理专家分析称，这有着社会心理层
面的原因，灾害时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更迫切，而这
个时候，判断也往往更感性，加上少数人为了博眼
球，恶意编造谣言，让很多人在短时间难辨真伪，
反而成了传谣的“帮凶”。

四川省公安厅网安总队就此提醒：网上信息
成千上万，在转发一些信息的时候，应更加理智和
慎重。编造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严重者可
能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谣言一
绕城高速双流北被淹没？
辟谣：实为5年老照片

7月2日，一张绕城高速“双流北”出现大面积
积水、车辆被淹的照片迅速刷屏，引起许多网民强
烈关注，“双流是不是出现灾情了？”“开启看海模
式”……一系列留言迅速引爆网络。

很快，权威消息来了——该图实为一张几年
前的老照片，请市民不要被误导了。

“该照片实为2013年7月10日刊发，点位为
九江街道成新蒲与绕城高速相交的江安立交（双
流北）进出口！现在该进出口已更名为‘绕城高速
成新蒲站A入口，根据现场的勘查，目前没有出现
积水的情况！’”双流区交通运输局发布信息称。

记者也从双流区获悉，7月2日双流区出现大
面积降水，部分地段出现一定程度的积水，该区西
航港街道、东升街道、九江街道、公安、水务等相关
部门按职能职责迅速组织人员加强巡查、维持交
通秩序，采取机械强排、开启雨篦子、豌导管道等
措施措施消除积水。

经与气象部门会商，目前该区大部街道仍有
短时强降水雷暴、阵性大风。下一步，双流区水务
局、区防汛办将针对当前形勢，加强与气象部门的
会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态勢，会同相关责任单
位重点加强城镇易淹易涝区、重要交通道路、安置
小区、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巡查、排险工作。

谣言二
德阳火车站广场被淹？
辟谣：也是往年拍的

7月2日，德阳连降暴雨，部分路段、下穿隧道
出现少量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出动大量人力上
街执勤，德阳气象局发出暴雨橙色预警。但与此
同时，不少市民的朋友圈和微信群里都在流传德
阳火车站广场被淹的照片和洋洋百货“看海”的视
频。

2日下午4点过，德阳交警支队发布辟谣信息
称，网上疯传的火车站照片和洋洋百货视频都不
是当天拍的。针对德阳火车站广场被淹的照片，
中国铁路成铁局绵阳车务段也紧急辟谣。绵阳车
务段表示，此系以前的旧照片，目前德阳站一切正
常，工作人员正全力以赴应对因暴雨造成的列车
晚点。

德阳交警支队辟谣称，德阳火车站站前广场
积水图是2013年站前广场排水系统还未建好时
的照片。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当时站前广场的
石刻雕塑还没建好。

而从交警公布的实时图片可以看到，德阳站
站前广场并未出现积水情况。目前，站前广场地
下落客平台通道前已设置了防洪沙袋进行临时管
制。

而洋洋百货南街“看海”的视频，也是往年所
拍。从交警公布的洋洋百货南街店门口实时监控
画面显示，道路虽有积水，但车辆、行人能正常通
行。

雨|情|播|报
北川一山体塌方5000方

因为短时间内屡降大雨或暴雨，这对绵阳
市境内道路、山体等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自然灾
害。7月1日18时40分左右，四川北川垭都路
段贯岭乡水埝村一组发生塌方，塌方5000余
方，目前塌方体仍不稳固，还有小规模的落石。

塌方路段位于北川贯岭乡-白坭乡-接关
内北松路到开坪乡，因为乡镇干部和派出所民
警警惕性较高，发现该处存在塌方隐患后及时
采取了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确保塌方发生时的
安全。据介绍，当地派出所和交警发现塌方后，
第一时间设置了警戒线，并派出警力现场执勤，
给过往群众司机解释，做好安抚工作。

记者从北川县委宣传部获悉，目前塌方路
段机械已在抢通，除塌方处岩林村、水埝村电视
信号中断、到场镇需步行约600米，两个乡镇物
资供应充足，水电通信正常，生产生活无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虎

辟谣！
暴雨后自来水不会浑浊两三天

7月2日下午，一则“刚刚成都全市防汛紧
急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今天晚上开始至明天有
特大暴雨（有可能98年那么大洪水）”的谣言再
次出现。其中“今天白天大家储备好用水，大暴
雨后自来水可能会浊两三天”这句话引起市民
注意。就“供水是否会出现问题，成都市居民用
水是否能够保证”这一点，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致电都江堰管理局供水科科长徐兴文，
了解相关的准备工作。

“该谣言已经存在很多年了，不可信。但同
时，我们也作好了准备以应对近日强降雨带来
的影响。”据徐兴文介绍，由于上游白沙河来水
浊度偏高且有可能持续增长，2日中午，都管局
正式启用了应急水源地——磨儿潭水库，向成
都输水。“来水的浊度已经超八千度，而要是超
过一万度就难以进行制水加工处理。所以我们
提前作好准备，启用磨儿潭应急水源地，保证供
水质量。”

今年汛期，磨儿潭水库的储备水量也在
450万立方米左右，单单是磨儿潭所储水量，就
能够保证成都市主城区和都江堰中心城区一天
的应急供水。而只要岷江上游来水正常，磨儿
潭进出水平衡，就可以一直保障对成都的供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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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暴雨一来
“假图”“伪视频”刷屏？
专家：公共管理部门一定要第一时间正面发声，实现正向传播

大|转|移
铲车船只上阵

营救1093名被困师生
华西都市报讯（梁卫东 记者 李

庆 见习记者 王越欣）7月2日，天府新
区眉山片区普降20年一遇的暴雨，位
于清水镇的清水小学1039名小学
生，54名教职工被困约一米水深的校
园内，情况万分紧急。

灾情就是命令，一千多名师生的
安危，牵动着天府新区眉山管委会、
仁寿县和清水镇党员干部们的心，当
即启动防汛应急预案。

党员干部分工明确疏散遇困群
众、设置警戒线、组织救援车辆、船只
运送学生，学校老师组织、清点学生
上车、上船井然有序。截至当天下午
6点20分，清水小学1093名师生全部
安全转移。

灾害时对信息更渴望
但越关切判断越感性

“双流北”被淹的照片热传之时，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教授、博导李静也在微
信上看到了这张图片。

“为何每次自然灾害来的时候，谣言也会接
踵而至，这确实值得思考。”李静说，从社会心理
层面来看，每当灾害事件发生，人们往往会产生
恐慌情绪——人财物有没有损失、对亲友有没
有影响，这种状态下，谣言就有了土壤，很容易
在人与人之间快速传播。因为这个时候，大家
对信息的需求更加渴望，对任何跟自然灾害有
关的事会更加关切，相比于冷静的状态下，对信
息的判断也更感性，“这也导致了大家这个时候
很容易相信谣言。”

此外，在自然灾害发生时，很多自媒体为了
吸引眼球，对谣言不加核实地进行传播，则加重
了恐慌情绪，再加上有些人盲目跟风，谣言扩散
也就更加迅猛。“遇此情形，公共管理部门一定要
在第一时间正面发声，实现正向传播。”李静说。

编造虚假险情疫情灾情
严重者将被追究刑责

2日，记者从四川省公安厅网安总队了解
到，自然灾害发生时谣言随之而出的情况已不
是个例了，“之前出现了很多次，全国都一样，浪
费了很多公共资源。”网安总队相关民警说，“相
对灾情，谣言的危害也不小。”

该民警说，之前，很多人认为在网上随便
说，过过嘴瘾，还能博眼球。殊不知刑法修正案
早已把编造、传播这类谣言列入刑事责任的范
畴。

四川省公安厅网安总队就此提醒，网上信
息成千上万，在转发一些信息的时候，要尽量避
免自己成为谣言传播的帮凶，更加理智和慎重
的对待自己要发布和转发的信息，适当的求证
和甄别，对于已经被证实是谣言的就不应再予
以传播。如果已经发出不实信息，在证实其不
实性后，网民更应果断删除信息或发布辟谣信
息，以阻止谣言的进一步传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柳锋 董兴生
见习记者 王攀韩雨霁 实习生 方艺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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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屏网络的谣言，却是5年前的旧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