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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市场搬迁改造加速
成都物联港成“北改”项目重要承接地

树倒砸中路人
女学生赤脚抬树救人

7月3日，记者来到了成都大
学女生二宿舍，找到了一位参与
救援的宿管阿姨黎女士。她告诉
记者，事情大约发生在2日下午4
点刚过的时候，那个时候风雨很
大，她就坐在宿舍门口，眼瞅着一
棵大树倒下，将一个坐在电瓶车
上的人就压住了。

“事情发生之后，好多过路的
学生都聚集过去想帮忙抬树，我也
赶忙冲了出去。”黎女士回忆说，后
来他们有人喊着口号，一起发力抬
树，其间又有不少学生从宿舍里跑
出来帮忙。“当时有不少女学生光
着脚、穿着睡衣就来帮忙了。”

在参与抬树救人的女学生
中，赵同学也是其中之一。据她
回忆，事发时，她正准备回宿舍，
突然听到有人尖叫“快救人！”她
和同学想都没想，就跑去帮忙。

“感觉自己挺厉害的！”回想
起当时的场景，赵同学嘴角不自
觉地上扬起来，“女生嘛，不试试，
怎么知道自己有那么大力气！”

成都大学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昨日下午，伤者就被送到了医
院救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事发
突然，但学生们的反应很了不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柳锋
见习记者 韩雨霁 实习记者 宋潇

实习生 方艺滢

四川连日来持续遭受强降雨袭击，造成地质灾害频
发。截至3日16时，强降雨造成全省24.05万人受灾，倒
塌房屋0.03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18.02千公顷；公路中
断162条次；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72亿元。

好消息是，7月3日15时30分，四川省气象台将暴雨

预警降为蓝色。目前，强降雨系统已经一路向东移动，“雨
水大军”也跟着向东撤退。

四川省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7月3日17时发
布预警，7月3日20时至7月4日20时部分地方有2级至3
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3级（黄色预警）预警区

域包括：广元利州区、朝天区、旺苍县，巴中巴州区、南江
县、平昌县、恩阳区，达州通川区、达川区、渠县、宣汉县、开
江县、大竹县，南充营山县、蓬安县、仪陇县，广安广安区、
华蓥市、岳池县、邻水县、前锋区，凉山昭觉县、美姑县、冕
宁县、喜德县、越西县、甘洛县。

背影

暴雨中涉水“逆行”
“我爸瘫痪了，我要回去把他弄上楼”

李家是回龙镇本地土生土长的农家，有几分薄田，
种了些柑橘。为了补贴家用，李周强平时也要打些零工
赚钱。最近他在镇上一家奶牛厂当保安，上两天班休息
两天。7月2日上午，下了夜班，他在厂里打了个盹儿，
快中午时，迷迷糊糊起来回家。

雨已经下了一夜，走出厂门他就打了个哆嗦，顺手
抄个草帽戴上，急急忙忙往家里赶——路边水已经积起
来了，84岁的老父亲半个月前得了脑梗瘫在床上，没人
背可怎么上楼？回家只有一两公里的路程，水一点一点
涨起来，刚走到邛彭路口，眼前的一幕让李周强焦心：平
日的大道不见了，两边的麦田不见了，麦田旁的玉米秆
子也不见了。雨水、雷声，天地之间一片昏黄。前方没
有路了，可是爹还在家里。

“你们能不能帮我去救下我爸爸？我爸爸就在前面！
他瘫痪了，我要回去把他弄上楼。”李周强向路边一辆越野
车求助，可水势已经不允许车辆通过。他只问了一遍，转
头看了看天，头一低、把草帽往下一压，转身就走。

水流很急，水位不断上涨。蹚水赶路，拖鞋有点碍
事，李周强脱下拖鞋抓在手上举得老高，光脚走进滔滔
水中。暴雨一直在下，道路早已看不清，旁边就是蒲江
河，潮水一直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水越来越深，
他越走越快。潮水没过他的小腿，没过膝盖，慢慢到腰，
逐渐没到胸口……近千米距离，李周强没有回过一次
头，只在茫茫的暴雨和潮水里，留下一个越来越小、越来
越模糊的背影。

这背影左右摇摆，速度不曾减慢，飞快地往前走，他
只想快点回家去。

牵挂

一个背影打动无数人
网友牵挂：他父亲和家人平安吗？

在随后的24个小时里，这个背影在网络上打动了
无数人。他是谁？他平安吗？他的父亲和家人也平安
吗？许多人都在为这一家人的命运担心。

7月3日中午12点过，记者再次见到了这个背影，
他叫李周强。

在邛崃回龙镇曹埂子小区，潮水退去后留下一地厚
厚的淤泥，李周强弯着腰拿个大扫帚，一遍一遍清理屋
里和家门前的地面，昨天穷追不上的这个男人，此时的
背影看起来平平常常，不像印象中那样高大。二楼客厅
里，80岁的李周强妈妈端着一碗饭就着一碗腊肉，一口
一口喂老伴儿吃。

半个月前，李周强父亲像平日一样出门溜达了一圈
儿，喝了一下午的茶，回家后坐在平日坐惯了的竹椅上
休息，突然，身体就动不了了。随后送到医院检查，诊断
为脑梗，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身体硬硬朗朗的老大爷，
再也说不出话也翻不了身。为了方便照顾，从这天起，

一家人搬到了一楼房间里住。
说起前一天中午的经历，老太太几乎快要哭出来：

“我拉不动他（李周强父亲）啊，水看到来了，一直往上
涨，我拉不动。”

细节

是邻居救了他的父亲
“水都淹到肩膀了，感谢隔壁王大姐”

回龙镇紧邻隔壁蒲江县寿安镇，是这次特大暴雨受
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7月2日凌晨下了一夜的雨，上
午8点过，水就涨上来了。

“（水）涨得飞快，我和妈妈两个人，拖不动爸爸上
去。”李周强的妻子收拾着桌子，桌上一次性塑料碗里是
两口子今天的午饭，一碗凉拌素菜，两碗白饭，吃得干干
净净。“我吓惨了，到隔壁找王大姐帮忙。王大姐身体
壮，帮着我们把爸爸抱上了楼。”而那个时候，李周强还
在回家的路上。在涉水而过的这近千米路上，水越来越
深，从脚下一直淹到了他的肩膀。走到家门口时，这个
汉子差点哭出来，水几乎淹过了一楼，父亲生死未卜。

“还好有王大姐帮忙，太感谢了。要是等到我回来，
我爸爸就救不到了。”李周强说。

3日中午的曹埂子小区，太阳晒得皮肤发烫，家家
户户都在收拾屋子。和李家相隔5米，今年55岁的王
殿君嗓门洪亮，忙活着冲洗地面。对于昨天的“壮举”，
她并未放在心上。“哎呀，我那时候也忙着搬东西，他媳
妇儿来找我帮忙，我就去了噻。”旁边，有其他老邻居们
夸她仗义，她头一扭：“好大个事嘛。”

心愿

收入不够父亲理疗费
“我想带爸去大医院，把病治好”

李家拮据，在曹埂子小区里不是秘密，有邻居悄悄拦
下记者，絮絮说了许久。“以前他爸没病还好点，现在躺床
上，家里更恼火。上次我们劝他，给老爸弄点好的吃，他说

‘哪儿有钱嘛’，哎。”在邻居们的印象里，李周强是个人缘
好的老实人，家庭也和睦，对他涉水冒险回家的事情，村民
们并不清楚，但也不意外，“他们两爷子感情好。”

李周强并不认为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那是
我亲爹，说句不好听的，要是你，还能顾得上其他的？”他
咧嘴一笑，一口白牙，说话急得像放炮仗，“我能咋办嘛，
那是我家人。”

对于家里的困境，他只字不提。问他有什么心愿，
他想了想，迟疑了一会儿开了口。“我想带我爸去大医院
看看，给他治病。”月收入只有2000多块的李周强，在过
去的半个月里，每隔一天就要为父亲支付200元的理疗
费，“他那么大年纪了，能咋办嘛。只有治噻。”

许多事情不知道“能咋办”的这个儿子，仍在盘算着
带父亲再去医院看看，可是他又担心，这病到底能不能
治好。“钱花了能治好都好办，就怕钱花了，人也治不
好。”他埋头拿扫帚扫着淤泥，不再说话了。

雨水东移 四川暴雨预警降为蓝色

7 月 3 日 ，雨 停
了。邛崃回龙镇曹埂
子小区里，李周强弯着
腰拿个大扫帚，一遍一
遍从屋里清淤，背影看
起来并不十分高大。
但是过去的 24 个小时
里，这个背影，在网上
感动了无数人——7月
2日，蒲江、邛崃一带遭
遇特大暴雨，当地居民
纷纷撤离后，李周强却
在风雨中“逆行”回家
——因为瘫痪的老父
亲还在家里。水没过
他的膝盖、没过他的
腰、没过他的胸口……
他没有放缓脚步，没有
犹豫，没有回头，一直
走，“我爸还在家头等
我。”

24小时后，李周强
站在自家屋子一楼，重
整家园的工作已经进行
了一上午；楼上，84 岁
的老爷子躺在沙发上，
刚刚吃完暴雨后的第一
顿午饭。父子平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雪 摄影报道

儿子的背影
朱自清的《背影》，写出了

一个让人鼻酸的父亲形象，而
李周强，留给了我们一个印象
深刻的儿子的背影。有网友
说：“最感人的背影，就是逆流
而上为家里的父亲走去，父母
养我长大，我扶父母变老。”他
戴着草帽举着拖鞋，义无反顾
丝毫不回头也不停留的身影，
成为这场冰冷的暴雨里，一个
温暖的注脚。

7月2日的暴雨中我偶遇
他，追着他跑了半程追不上。
走到半路地势高处，水已经又
涨了许多，我不敢再往前走：看
着水没过他的腰，我看着他“高
大”的背影，觉得如果换成我，
恐怕这水已经没过胸口了吧。

再次找到他，我发现，其
实他并不比我高多少。

记者手记

网友牵挂网友牵挂：：他和家人还好吗他和家人还好吗？？ 记者回访记者回访：：目前父子平安目前父子平安

7月2日，成都
暴雨如注，成都大
学 两 栋 女 生 宿 舍
间，一棵大树被狂
风吹倒，正好将一
位电瓶车上的男子
砸中。

男子被压在树
下，伤情较重，动弹
不得。此时，一群
女生冒着大雨从宿
舍冲了出来，合力
抬树，之后，越来越
多的人赶来帮忙。
一旁插不上手的，
则帮忙跪地为受伤
的男子撑伞。

7月3日，见证
这一幕的宿管员黎
女 士 向 华 西 都 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
还原了救人过程。

“当时外面的雨下得
很大，很多女学生赤
着脚、穿着睡衣就跑
出来抬树了，还有人
跪地为伤者撑伞，
很多人浑身都湿透
了。”黎女士说，“孩
子 们 实 在 是 太 勇
敢、太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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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学学生大雨中抬树救人。

暴雨中的

“瘫痪的父亲还在家里等我”
背影 7月2日，邛崃市回龙镇，李周

强冒着暴雨在洪水中“逆行”回家，
因为瘫痪的老父亲还在家里。

李周强和父亲平安。

邻居王殿君在涨水时帮忙
将李周强的父亲抬上了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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