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新闻

2021 年 7 月 22 日
责编：
舒展

版式：
卢雄华

星期四

责校：
正杰

5

长江日报记者星夜兼程见证一路风雨一路情

武汉救援队携直升机
“龙吸水”
千里驰援郑州

装载皮划艇应急救援装备的车辆驶往市区。

武汉雄鹰救援队在郑州街头展开救援行动。

武汉水务局多辆
“龙吸水”
赴郑州救援。

7 月 20 日，河南郑州遭遇特大暴雨袭击。山
川同域，风雨同心，近邻武汉闻讯而动，应急局、
消防队、抢险队、救援队、企事业单位、校友会、车
友会、志愿者，带着“龙吸水”、冲锋舟等抢险救援
设备和物资，千里驰援郑州。21 日凌晨，长江日
报记者星夜赶赴郑州采访。

记者星夜赴郑州，
一路风雨一路情
21 日凌晨 5 时，
记者采访车进入河南省境内，
渐渐透亮的天空突然黑了下来，郑州方向乌云沉
沉，
一阵狂风袭来，
车外噼里啪啦下起大雨。
7 时 23 分，记者抵达郑州，在通往城区的高
速路口看到，车身写着“救援”
“抢险”的车辆川流
不息。
进入城区，雨依旧在下，记者在郑州市东三
环桥下看到，渍水没膝，有水务人员站在水中窨
井旁抢险，行人涉水过来，就大声提醒。路口，有
交警疏导车辆绕行，秩序井然。
由于 20 日下午暴雨袭击，许多上班族都被
挡在了回家的路上，郑州各单位纷纷开放了办公
区，让没有回家的人就地留宿。
在金水东路，河南爱家校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内有数十名这样的留宿者。
公司会计高丽娟告诉记者，20 日下午，由于
地铁进水，公交停运，70 多名员工滞留公司。到
了晚上，雨越下越大，公司大楼下聚集躲雨的市
民越来越多，有人怀里还抱着小孩。公司干脆腾
出会议室，将办公桌椅拼在一起，搭成临时床铺，
供大家休息。天亮后，公司还专门让后勤师傅贾
建彬蹚水到菜市场，买回小米和鸡蛋，给大家做
了一大锅小米粥、200 个鸡蛋当早餐。
由于城区大面积积水，导致多地断电断网，

■关爱

长江日报记者王怡人 摄

队员供图

长江救援队正在搬运抢险物资。

手机支付购物就成了难题，为了方便大家，许多
超市开始记账。
在郑东新区，昼夜便利店的货架几乎被一扫
而空。老板王乐丹的账本上则记满了周围“邻
居”的“欠账”，其中大多数人她都不认识，可她依
然让对方记账后将所需物品拿走。
“非常时期，大
家应该互相帮助！”

武汉多支救援队携直升机
“龙吸水”驰援
大雨无情人有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近
邻武汉紧急伸出援助之手。
21 日，接到上级命令，武汉市消防救援支队
第一时间调集全市抗洪抢险专业力量，共 167 名
消防指战员、29 辆消防车驰援河南。当天下午 2
时，湖北省各地消防救援队伍已在河南许昌集结
完毕后，奔赴灾情最严重的郑州参与抗洪抢险。
除了消防救援队伍，另一支“国家队”中国安
能武汉救援基地也紧急调度 40 名工程救援力
量，携带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主战装备
以及全地形两栖车、冲锋舟、
“龙吸水”等专业装
备 18 台（套）组成第一梯队于 21 日 9 时紧急赶赴
郑州参与抢险救援任务。该基地负责人在两个
小时前已经带水文、
地质、
爆破 5 名专家先期赶赴
郑州向当地党委政府请领任务，第二梯队救援力
量已做好增援准备。为高效应对各类灾情险情，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已指导该基地开通视频指挥
系统，统筹救援力量，严密组织抢险救援行动，依
托通信指挥车成立前进指挥所，同时要求正在该
基地备勤的救援直升机做好各项准备。21 日下
午，中国安能武汉救援基地水上搜救分队携“龙
吸水”和一体化泵车已在郑州站西广场开展抽排
水抢险，并安排工程救援力量携带推挖装大型设

队员供图

备前往焦作黄河大堤踏勘备勤。
7 月 20 日，河南暴雨导致郑州大学附属第一
人民医院积水蔓延至一楼大厅，水深达 1 米多，
中建三局闻“汛”而动，连夜赶赴现场救援。次日
5 时，又有 100 余人组成应急抢险队，携带 16 台水
泵、800 米水袋、1300 余个沙袋增援。
“ 路上全是
积水，还有抛锚的车辆，我们开了 4 辆卡车，如果
绕行远路，我们很多人干脆下车扛着设备步行到
医院。”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中原分公司现场救
援人员仝乐介绍，他们踩着地上的淤泥，帮医院
抽排积水，将带来的两台柴油发电机启动，保证
医务中心 ICU 病房供电。截至 21 日中午 11 时
30 分，
医务中心供电恢复了，
正在紧急排水。
20 日暴雨当天，在汉央企中铁大桥局一公
司彩虹桥项目部迅速成立 180 余人的抢险突击
队赶赴郑州，投入到抢险救灾中。
中铁大桥局彩虹桥项目书记沈勇军介绍，20
日下午 4 时，抢险地区开始断水断电，铁路边坡
东西两侧受水流冲刷后，出现大面积垮塌，突击
队员立即对冲刷严重区域进行土袋回填、加固，
并在下穿公路入口设置水马障碍和警戒绳，劝返
想要冒险蹚水的市民。半小时后，水位暴涨，最
深处达 2 米，由于有突击队员在此巡查，避免了
溺水悲剧的发生。目前，该局正在从武汉调集两
台大型
“龙吸水”设备，
紧急驰援郑州。
21 日下午 6 时许，按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统一部署，武汉市区水务部门及市水务集团的
85 名排水队员，在武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
室指挥下，组成的湖北武汉支援河南郑州排水抢
险救援队，带着 16 辆大型“龙吸水”，紧急奔赴河
南郑州一线救援。
而当天，位于武汉的民航湖北空管分局宣
布，当今世界上仍在服役的最重、最大的直升机

“胡辣汤挺住，
热干面和你一起扛！
”

最新

武汉高校关心河南受灾地区学生

截至目前

河南等地遭受洪涝灾害后，武汉大学、华中
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等武汉多所高校要求各单位、院系及
时做好学生安全教育提示，
并做好受灾地区临时
困难学生的摸排帮扶。
武汉大学通过官网、官微表示，希望各位同
学（包含 2021 年拟录取新生）密切关注汛情变
化，注意自身安全，做好防雨防汛。如因洪涝灾
害造成人员伤害或重大经济损失，
可与辅导员老
师说明情况，向学校申请临时困难补助。学校官
网上还公布了河南全省的救援电话以及暴雨洪
灾来袭时的自救攻略。
华中农大党委书记高翅、
校长李召虎专门向
河南校友致慰问信。信中说：
“7 月 18 日以来，河
南大部地区遭遇千年一遇的特大暴雨侵袭，郑州
尤为严重，汛情灾情深深牵动全国人民的心。你
们和家人的安全令我们格外牵挂，
在此，
谨代表母
校全体师生和校友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
”
慰问

长江日报记者刘斌 摄

信饱含感情：
“洪水无情人有情。母校与全体校友
将持续关注河南的雨情、
汛情和灾情，
坚定地与你
们同舟共济、共克难关。我们将尽一切可能为你
们提供帮助与支持，
如有困难和需要，
请随时联系
学校和各地校友会。有山即有路，有河就能渡。
我们坚信，
中原大地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
”
华中科技大学要求各单位、
院系及时做好学
生安全教育提示，并做好受灾地区临时困难学生
的摸排帮扶。武汉理工大学也表示，
如同学们家
中因极端天气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可及时向学校
反映，或者直接在学校智慧学工系统临时补助模
块中提出申请帮助。校方还公布了暑期资助热线。
网友们纷纷称赞武汉的高校为
“有温度的学
校”，一位网名美若黎明的学生说，2021 级河南
新生感到很温暖，河南可以挺过去的！一位武大
校友留言：胡辣汤挺住，热干面和你一起扛！
（长江日报记者赵家新 通讯员吴江龙 谢小
琴 王潇潇 将朝常）

河南省 89 个县（市、区）、
560 个乡镇、1240737 人受灾
25 人死亡、7 人失联
目前，部队、
武警官兵、
民兵、
公安、消防等各方救援力量正陆
续投入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据河南省气象台消息，预计
21 日夜里到 22 日，河南省仍有降
雨 ，其 中 21 日 夜 里 降 雨 强 度 较
大，郑州有暴雨、
局地大暴雨。22
日开始雨势减弱。
据新华社 7 月 21 日电

在汉央企中建三局在郑州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救援。通讯员仝乐 供图

米-26 从湖北调机前往郑州参与救援。

一呼百应，
武汉志愿者组团救援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多支社会救援力量也
赶赴河南抗洪抢险一线。”武汉市应急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武汉雄鹰救援队、武汉长江救援
志愿队、武汉蓝天救援队、银河俱乐部水下救援
志愿队、黄鹤救援队等社会救援力量已经赶往河
南。此外，武汉轰九应急救援队等救援队伍已做
好行动准备，随时整装待发。
较早出发的社会救援队伍系武汉雄鹰救援
队。20 日晚 10 时，他们根据中华志愿者协会的
安排，已经安排一车 4 人紧急出动赶往郑州，受
当地指派已在郑州市中牟县开展物资转运工
作。21 日中午，队长郑军又带领第二批队伍出
发。临行前，他受武汉轰九应急救援队委托带去
救生衣等装备。
21 日下午 3 时 21 分，记者收到武汉蓝天救援
队发来的视频。视频中显示，他们接任务，已与
荆门、随州等多支救援队汇合，前往荥阳救援。
与此同时，武汉银河车友俱乐部水面救援志愿队
8 名队员携带动力艇等专业设备也赶到了郑州，
投入抢险救援中。
下午 5 时，武汉长江救援志愿队赶到郑州。
“2020 年，武汉发生疫情时，全国人民都自愿
来帮助我们，在其他省市发生灾情时，我们作为
武汉人的代表，又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去帮助郑
州人民战胜灾害，义不容辞！”21 日晨 6 时许，武
汉长江救援志愿队队长张建民在工作群里发出
倡议后，短短几分钟，就有 15 名队员报名。
原本拟定组成 10 人救援队，谁知秘书长郝
振海带队出发时，53 岁的大堤口支队队员龙江

■亲历

拦车加入。因为 11 名队员全部是有着十多年的
水中救人经验的老队员，当晚，这支来自武汉的
救援志愿队生力军被郑州防汛指挥部门编入抢
险突击队，随时待命。据气象部门预测，21 日晚
郑州有大雨。
21 日晚上 7 时，经反复拨打，记者拨通了武
汉蓝天救援队队员陈越峰的手机。他告诉记者，
按当地应急管理部门调派，他们正赶往河南荥阳
一乡镇转移受灾群众。由于泥石流、山体滑坡等
原因，当地部分房屋已经垮塌。队员们开车已围
着镇子转了好多圈，正在找通行进镇的道路。话
音未落，陈越峰的手机信号中断。
湖北、河南，一衣带水，河南的灾情牵动了千
万武汉人的心。记者通过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
联谊会了解到，武大校友企业家纷纷伸出援手。
泰康保险集团宣布，通过泰康溢彩公益基金
会，向河南紧急捐助 5000 万元，小米公益基金会
紧急捐款 5000 万元。小米称正在紧急调度全集
团资源，筹措并启运受灾地区急需物质，全力协
助抗洪救灾行动。同时，已经紧急动员小米河南
分公司全体员工积极参与当地救援行动。融创
公益基金会也宣布向河南捐助 2000 万元，助力
河南省防汛救灾工作。
截至 21 日晚发稿，记者获悉，武汉黄鹤救援
队与有关部门一起，正携带着两套抽水机和两套
发电机驰援郑州；而武汉稻盛禾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王成辉也押运 4 车食品及生活物资正
在赶往郑州的路上……
(长江日报特派记者尹勤兵 刘斌 长江日报
记者施政 陶常宁 李慧紫 赵家新 王怡人 史
强 万凌 覃柳玮 王谦 见习记者石丽青 魏旭
平 通讯员王腾 廖宇智 马云飞 张静 实习生左
心悦)

旅途一波三折有惊无险

21 日下午，记者在武汉站遇到了一群年轻
姑娘，她们是江苏一家公司的员工，本来要去郑
州培训，最终在郑州打了个圈，到现在还滞留在
武汉。
同行的谭女士介绍，她们一行 10 人，19 日
晚 6 时乘坐 K62 列车从江苏出发，原本应该在
次日早上 6 时 30 分就到达郑州，但凌晨 5 时左
右，列车就停在阜阳，她们一直等了 5 个小时才
收到通知，前方塌方无法到达郑州，无奈只能下
车。
随后她们选择了迂回路线——先坐公交车
到阜阳西站，再转高铁，辗转下午才到达郑州东
站。
可此时恰逢郑州暴雨，公司虽然派了车来
接她们，但那时候水已经漫到膝盖，因为行李不
好拿，她们才犹豫约 10 分钟，车站一楼就开始
进水。
“我们拖着行李找楼梯，疯涨的水势让人心
里慌，想着上一层楼会好点。在躲水的路上看
到地铁口没多久也被淹了，沿途的商铺不断跳

闸停电。”谭女士说，地面都是水，每个人只能把
重重的行李箱提在手上，
她们一直撤退到三楼，
但三楼屋顶在漏水，当晚她们就在三楼找了个
角落在行李箱上睡了一晚。
20 日晚上，郑州东站停电停水，网络也不
稳定。后来手机也没电了，在为数不多没有被
淹的两三个便利店，她们 10 人买了两只鸡先垫
肚子。
谭女士说，这次出行也有许多感动的时
候。在三楼睡觉的时候，铁路工作人员给了很
多垫子。即使没有票，工作人员最后也让大家
进入候车室等待。
21 日早上 6 时许，解放军就来发放了食
物，有沙琪玛、牛奶、饼干、面包、方便面、火腿
肠……
然后她们乘坐政府安排的临时动车来到了
武汉。接下来她们打算在武汉住一晚后，次日
从汉口站回泰州。
（长江日报记者王谦 实习生张楠楠 通讯
员孟立 李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