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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日四川掀起一波“回忆杀”
80、90、00后齐上阵，回忆那些年做过的广播体操

2018年全国“全民健身日”活动四川分会场。

大家一起做广播体操。

青白江区紧盯问题整改 提升群众满意度

好消息
地铁2号线

今日起延时运营15分钟

金马河上游突然来水，又现耍水者被困险情

直升机跑赢急流
河心岛救他上岸

兄弟分别42年后终相见
川籍烈士张仁强亲属赴新疆扫墓

直升机与水流抢时间，最终成功救起被困者。

张仁强烈士之墓。

8月8日下午3时04分，都江堰青城山
消防中队接到了一通求救电话——

“在驾青大桥，有人被河水困住了。”
准确定位后，中队长叶涛带着救援队迅

速赶赴现场。金马河边，两名站在桥下河滩
处的求救人员很快被转移到安全地带。但
同行的侯先生却被江水阻隔在五十米开外
的河心石滩上，无法接近。

见大型工程车都无法施以救援，叶涛即
刻拨通了驼峰通航的电话。下午6时左右，
驰援赶来的直升机在河心“捞”起了被困人
员，顺利解除危机。

地上 救生软体拉回两名求救者
8日下午，侯先生一行三人驾车经过金

马河驾青大桥处。
“河滩有好多人耍水，我们也下去耍一

下。”把车停稳后，三人脱了鞋下到河滩，准
备凉快凉快。据侯先生回忆，当时所处的石
滩上并无水，索性就往外多走了几步。

哪想上游突然来水，且水势凶猛。“半小
时内就起码涨了一米多深。”侯先生当时所处
之地位于河床的较高处，但河水袭来后渐有
包围并漫过之势。远在一两百米外的同伴也
被突涨的河水困住……情急之下，侯先生的
一同伴拿出手机向消防求救。十分钟后，救
援队便赶到了现场，并通过救生软体和绳索
拉回了在桥下河滩上的两名被困人员。

但侯先生的救援条件并不理想。因其
所处地带至岸边的水深已有三到四米，形如
河心孤岛，以致于大型工程车也无法开入，
且湍急的水流也让救援冲锋艇不敢冒险挺
进。“叫直升机救援。”叶涛当机立断，下午5
时20分，拨通了驼峰通航紧急驰援的电话。

很快，一架红色直升机从北边向河心岛
呼啸而来。

空中 直升机增援救起被困河心者
“收到塔台的救援指令时，我正在带游

客看都江堰。”机长江浩和副驾刘桂军携机
务王荣迅速返回景区平台，将游客安全送达
后，起飞赶至城外的事发地点。

虽然平时的飞行任务主要集中在都江
堰城区，但在汛期，江浩等飞行人员也会配
合金马河沿岸的安全检查，在空中进行巡视
或应急突发状况。“从景区平台到事发地，一
个来回大概需要半小时，但基本路线我们也
比较熟悉，并能够很快判断救援方式。”

救援现场传回的视频显示，当救援直升
机赶到时，所幸侯先生所在地未被河水漫
过，直升机得以从容降至石滩裸露处，顺利
地将侯先生接入机内。

下午6时左右，侯先生安全降落于都江
堰离堆公园旁的空中游览接待中心。“说句老
实话，我再也不敢去河边玩了，太惊险了。”已
脱离危险的侯先生仍惊魂未定。“未曾料到上
游会来水，我也不是本地人不太清楚这边有
相关的提醒，但下次一定得注意了。”

叶涛表示，今年汛期以来，中队已解救
了多名类似的被困人员。“目前仍然处于汛
期，上游泄洪或者降雨都会导致下游突然涨
水，游客们切勿随意下河玩耍。”叶涛在此提
醒，都江堰外江承担着防汛抗洪的任务，希
望市民和游客能够能遵守河道管理规定。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席秦岭 罗田怡）
“你好，请问你们小区的消防通道堵塞、监控
设施较少的问题解决了吗？”近期，成都市青
白江区纪委监委督查组走访群众，了解第一
季度“亮身份、听民情、解民忧”主题活动收
集问题整改完成情况。

今年以来，青白江区纪委监委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多渠
道多方式收集民情民意，严格督导问题整
改，严查不作为、慢作为问题，确保问题整改
到位，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每季度组织开展一次“亮身份、听民情、
解民忧”主题活动，前两季度在各乡镇（街
道）人群集中区域设立33个活动点位，103
名纪检监察干部零距离倾听群众诉求，面对

面收集问题线索。同时，不定期组织纪检监
察干部、特邀监察员走村入户，宣传信访举
报方式，以“唠家常”方式收集群众意见建
议。截至目前，已收到群众反映的饮用水未
解决等民生问题131条。

对收集的问题，及时建立问题台账，制定
整改方案，逐项细化任务分工，明确责任单
位、完成时限。每月收集整改推进情况，分类
整理研判，对办结问题进行“一对一”回访问
效，掌握群众对问题整改情况的满意度。目
前，已整改完成71条，公示情况35次，其余
问题持续整改中。同时，组织督导组定期到
基层检查整改情况，严查“庸懒怠”问题。今
年以来，开展督查70余次，立案查处不作为、
慢作为等问题9件11人，通报曝光2件2人。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秦怡 实习生 刘书
铭 萧子矜）住在龙泉驿的朋友，今天起你们
回家的地铁末班车要延时15分钟啦！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成都地铁了解到，8
月9日起，成都地铁将实施2号线犀浦站与
国铁末班车衔接方案，届时地铁2号线往龙
泉驿方向末班车将常态化延时运营15分
钟。

延时运营15分钟，对市民而言也意味
着坐地铁回家的时间充裕了15分钟。“有时
候运气好点就会赶上最后一班地铁，如果没
赶上的话，就只能打网约车或者出租车了。”
家住大面站附近的王小昕在天府软件园上
班，有时候一不留神加班到深夜就会错过末
班地铁，2号线延时运营15分钟就意味着她
加班也可以坐地铁回家了，“省下了一部分
通勤费，确实带来了很多便利。”

记者了解到，地铁2号线犀浦站开往龙
泉驿方向末班车发车时间将由原来的22:
30调整为22:45，可满足成灌铁路由都江堰
开往犀浦方向末班车乘客的接驳需求，切实
实现国铁末班车与地铁末班车的无缝衔
接。与此同时，地铁犀浦站也将优化站内票
务设备设置，缩短乘客排队购票时间，并在
低峰期调整站台隔离铁马位置，减少乘客同
台换乘走行路径，方便乘客出行。

另一方面，成都地铁也针对地铁1号线
线路客流特点及线网换乘客流最大车站火
车南站近期的客流情况，对地铁1号线行车
组织进行了优化提升，对大站空车开行方案
进行了优化调整。即周一早高峰组织开行2
列大站空车，周二至周五早高峰组织开行1
列大站空车，后期成都地铁将根据客流变化
对大站空车的开行方案进行动态调整，更好
地满足客流需求。

成都地铁各线首末班车时刻表

1号线：
从韦家碾开往科学城方向的首发车于

6:10发车，末班车发车时间为22:50；从科学
城发往韦家碾方向的时刻一致。

从韦家碾发往五根松方向的首班车于
6：15发车，末班车于23:00发车；从五根松
发往韦家碾方向的时刻一致。

2号线：
从龙泉驿发往犀浦方向的首班车于6:

10发车，末班车发车时间为22:45。
经过调整后，从犀浦站发往龙泉驿方向

的首班车发车时间仍然为6:20，末班车发车
时间更改至22:45.

3号线：
从军区总医院站开往太平园方向的首

班车发车时间为 6:30，末班车发车时间为
22:50。

从太平园站发往军区总医院的首班车
于6:30发车，末班车发车时间为23:10。

4号线：
从西河站发往万盛方向的首班车发车

时间为6:10，末班车发车时间为22:50。
从万盛站发往西河方向的首班车发车

时间为6:10，末班车发车时间为22:50。
7号线：
首班车于6:15从崔家店站出发，末班车

于22:55从崔家店站出发。
10号线：
从太平园站发往双流机场2航站楼方向

的首班车于6:00发车，末班车于23:00发车。
从双流机场2航站楼发往太平园站方向

的首班车于6:05发车，末班车于23:05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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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河耍水多危险
金马河屡出险情

2016年4月

消防官兵在距离金马河大桥
150米处的河心，泅渡通过安全绳
救回11名受困学生；4月13日，
消防官兵在新津金马河大桥河滩
上救回4名受困越野车乘客，当时
水已淹没越野车引擎盖。

2016年5月2日

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金马河
大桥传来险情：1辆越野车和4名
游客被困河心孤岛，水位继续上
涨，游客生命受到威胁。救援官
兵用橡皮艇接回了被困群众。

2016年7月10日

4名来自射洪县的小伙子在
双流区金桥镇金马河游玩，上游
突然涨水，4人被困河中小岛。救
援人员通过发射抛绳，把4人成功
救回。

2017年7月15日

成都一市民带着外地朋友在
都江堰景区鲤鱼嘴附近的河滩玩
水。河水突涨，8人被困在河滩中
心，湍急的河水没过了膝盖，其中
有3个大人、5个小孩。后来直升
机往返三次，采用悬停的方式完
成救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

“二哥！”8月6日中午十二时
许，新疆和静县烈士陵园，泸州古
蔺籍烈士张仁强的烈士墓前，张
仁学伫立良久，唤出了那个四十
二年不曾叫出的名字，“他牺牲的
时候，我才12 岁。”

5月8日，福建泉州，张仁学
照常在工地干活。午休时间，他
拿出手机浏览新闻，偶然读到封
面新闻《川籍烈士长眠新疆数十
载 两地媒体联动寻找亲属》一文
时，张仁学愣住了，这篇文章中提
到的烈士中，有一个他再熟悉不
过的名字：张仁强。

“每年我们都会祭拜他，就是
不知道他葬在哪。”随后，张仁学
寻找烈士亲属的消息引发社会关
注，泸州古蔺县民政局随即组织
张仁学一家前往新疆探亲。“二哥
到底葬在哪？”这个疑问终于在8
月6日解开。

愿望
希望带二哥回老家

8月3日，还在福建工地上干
活的张仁学接到了一通电话，“我
们立马要飞往新疆，你快赶过来
汇合。”张仁学立马放下了手中的
工作，请假从福建赶去与大哥张
仁林汇合，“大哥和他女儿已经连
忙赶过去了。”

赶到新疆，又辗转到和静县，
见到二哥张仁强墓已经是8月6
日中午了。张仁学与大哥、侄女
久久地伫立在张仁强的墓前，深
切缅怀他，弥补几十年来的遗憾，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祭拜他，但更
想当面看看他，就是不知道他葬
在哪里。”

张仁学说，他和大哥张仁林
如今知道二哥葬在哪，以后可以
过来祭拜，不过兄弟俩更大的希
望是，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能够
带二哥回家。

记忆
跑腿拿信念给父母听

古蔺县鱼化乡三合8社，老张
家育有三兄弟：张仁林、张仁强和
张仁学。“我二哥很聪明，那个时
候读书很厉害。”张仁学告诉记
者，张仁强一直是父母的骄傲。
在张仁学童年的记忆中，年长8岁
的二哥一直是父母要求自己学习
的榜样。

即便是因为家中经济条件不

好而终止了学业，张仁强也并没
有自暴自弃，“他出去学徒，还学
会了吹唢呐，无师自通的哦！”即
便已经过了四十多年，张仁学对
二哥的记忆依然清晰无比，“他对
我很好，有什么好吃的总是第一
时间想到我。”远赴新疆当兵的张
仁强，心中仍然放不下对家的牵
挂，时常会向家里写信，传递思
念。

在童年张仁学的记忆中，他
是牵起父母和二哥的“传声筒 ”，

“二哥写回来的信都是我去取
的。”那时候，小学时张仁学识得
不少字，蹦蹦跳跳地取完信件，总
是迫不及待地拆开来阅读，再开
心地念给父母听。

噩耗传来时，是1976年的冬
天，张仁学只记得一家人哭作了
一团。“我当时十二岁，什么都不
懂，家里突然来了好多人。”后来
他才知道，村上和乡上的领导一
起来到家中，是因为哥哥在建设
南疆铁路中牺牲了，他们抱来的
正是二哥的遗物。

“有一双鞋子，几件衣服，和
一些生活用品，简朴得很。”张仁
强的兄长张仁林现已70多岁了，
但弟弟留存下来的遗物仍然刻在
他心。唯一让他遗憾的是，这些
张仁强来过的痕迹随着家中老宅
的重建、翻修，已经不见了踪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今年8月8日是我国第十个“全
民健身日”。开展全民健身活

动，离不开体彩公益金的支持。自
1995年起，体育彩票公益金就为全
民健身计划的实施提供了资金保障。

8月4日—12日，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联合抖音、新
浪微博共同发起“寻找最美健身达
人”活动，新时代动出彩！短道速滑
名将韩天宇、长腿逆天的击剑世界冠
军雷声、仲满，还有国家射击队、国家
射箭队的神射手们……众多运动达
人，带你重温那些年跳过的广播操，
秀出不同的广播操style！

80后小伙
我是课间操的“领操人”

“第八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原地
踏步走。”相信不少小伙伴看到这段话，
就能脑补出第八套广播体操的背景音
乐了，这套于1997年推出的广播体操
几乎伴随着所有80、90后的成长。

“广播体操就是最美好的中学回
忆。”生于1989年的阿皓上学时是班
上的体育委员，工作后爱锻炼、爱健
身的习惯也一直保留了下来。不过
对他来说，广播体操或许就是最早接
触到的锻炼和健身方式。

虽说上一次做广播体操已经是
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不过阿皓仍然对
那些课间记忆犹新，“作为我们班的
体育委员，我是在前面领操的呢。”阿
皓说，因为要保证班上同学做课间操
的热情，老师特意选举他站在前排领
操，“我要起好带头作用，给所有同学
做个好的示范啊！”

“伸展运动、扩胸运动、踢腿运动、
体侧运动……”即便很多年没重温第八
套广播体操了，阿皓仍然对这套操的每
一个动作如数家珍，“他们就是陪伴我
成长的一部分。”阿皓说，做课间操的
间隙，是繁忙且重压的高中时代难得
的放松机会，如今他也在寻找其他的
锻炼方式来找回曾经的舒缓瞬间。

90后美女
在广播体操中体会快乐运动

90后小昕中学时代的课间操也
是第八套广播体操。

“我记得动作还比较简单，伸展运
动嘛！”这套广播体操在设计上就删繁
就简，设计者希望任何人都能学会它，
95后美女小昕就在做广播体操的间隙
中体会到了“快乐运动”的含义。

“高一开学之后，一开始学校的锻

炼方式是跑操，下午下课后就开始到
操场跑，差不多要组织慢跑20分钟。”
小昕回忆起来，觉得广播体操似乎更
适合读书期间劳逸结合的目的，“学校
组织运动的目的肯定是锻炼身体，但
是相对而言广播体操的方式更适合每
天锻炼。既能舒展全身，又不太劳累，
每天课间动一动就觉得放松。”

00后少女
“我们就是早上初升的太阳”

00后的颖子关于广播体操的成长
记忆似乎更多样一点了，说起来也有
些滔滔不绝，“小学做的那套广播体操
叫《初升的太阳》，后来又做了一套《雏
鹰起飞》。”她说，之所以对这两套广播
体操记忆犹新，是因为那会儿年纪小，
老师常常用这两套广播体操的名字来
打比方，“我们就是雏鹰准备起飞了，
我们就是早上初升的太阳。”

不过提到关于广播体操的故事，
比起具体动作而言，颖子更记得当时
自己的状态，“上午刚上完两节课，正

是犯困的时候，结果广播体操一做，
瞬间人就清醒了。”

还有一年就要冲刺高考了，颖子
说她珍稀每一次做广播体操的时间
和每一次与同学们相处的瞬间，给高
中时代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体彩助力全民健身
来电96111

讲述您的健身故事
从各地修建体育场馆、体育公

园、健身广场，到各地举办的“体彩
杯”赛事；从青少年到老年人，从城市
到乡村……随处都能看到体彩公益
金支持全民健身的身影。

您身边有没有特别爱健身的达
人？或许，他们迎着晨曦，或许，他们
披着夕阳的余辉，或许，他们就着淡
淡的月光，在家门口、在小区绿化丛、
在公园由体彩公益金支持下的健身
器材上修身健体。如果有，也欢迎致
电华西都市报报料热线028-96111，
讲述你我身边的健身达人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