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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
天气后，21 日，佛山有两支救援
队赶赴郑州救援纾困。羊城晚
报记者了解到，佛山菠萝救援
队完成四川广安抗洪抢险任务
后，在返佛山途中，得知河南灾
情严重后赶赴郑州的。另外一

支退役军人志愿救援队也已在
南海区迅速集结，21 日晚 8 时出
发连夜跨省驰援郑州。

佛山市菠萝救援队王治勇介
绍，20日下午，救援队在返回佛山
途中到达湖南永州时得知河南郑
州灾情严重，两辆车上的七名队

员立即携带水域急流救援装备，
连夜驾车赶赴郑州参与救援。

21 日 7 时 30 分许，菠萝救援
队 抵 达 郑 州 市 防 汛 防 洪 指 挥
部。他们立即接到指挥部的救
援任务，前往郑州经济开发区
铁湖森林公园转移被困群众。
21 日 14 时 15 分，救援队在前方
传回信息称，第一波转移救援
工作已结束，成功转移被困群
众 136 人。

“在城市里转移群众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问题，水浅处会有螺
旋桨触底等情况，只能用绳子拖
到水深的地方，再开发动机继续
前行。”王治勇说。在第一波转
移救援工作结束不久，王治勇和
队友马上投入到下一波任务中，
赶 往 经 开 第 二 十 五 大 街 航 海
路。截至记者发稿前已转移救

援被困群众170多人。
“从前天早上到现在，我们

队员都没有休息，更没有闭过
眼睛。”王治勇表示，菠萝救援
队队员具备 72 小时连续作战能
力，哪怕今晚（21 日）有险情任
务也会连夜奋战，直到被困群
众脱离危险。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
能胜，我相信是每一个退役军人
的想法。”21 日下午，一支退役军
人组成的志愿支援队在佛山南海
区迅速集结，他们将连夜出发，到
河南支援一线抗洪抢险工作。

佛山市南狮退役军人志愿
救援队政委陈梦斌告诉记者，20
日当晚得知郑州灾情严重后，
他 们 紧 急 联 系 当 地 应 急 管 理
局，向佛山的退役军人事务局、
团市委以及应急局领导请示前

往。在 21 日上午进行物资筹措
准备后，20 时这支由退役军人
组成的救援队从佛山出发，预
计在 22 日中午抵达郑州。

“我们开了四台越野车，还
携带了两艘冲锋艇和两台无人
机，其中无人机主要是用来侦察
核实情况。”陈梦斌表示。从佛
山到郑州总里程接近 1500 公里，
预计开车将近十六小时，救援队
将分成六组轮流驾驶避免疲劳。

在南狮退役军人志愿救援
队 队 员 中 ，就 有 一 名 河 南 人 。
李梅霞来自河南新乡原阳，老
家距离郑州只有 30 公里。她告
诉记者，自己一直关注着河南
洪灾的消息，老家的房子已经
被 冲 塌 ，政 府 正 在 组 织 撤 离 。
在听到救援队准备去郑州的消
息后，自己立刻就报了名。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志文报
道：记者 21 日从广铁集团获悉，
受河南地区持续强降雨影响，广
铁集团管内广东、湖南地区途经
河南地区部分列车停运。

另外，随着台风“查帕卡”
登陆后影响逐渐减弱，广州南
开往江门、阳江、湛江西方向的
始发列车已基本恢复运行，湛
江西开往广州南的列车在逐步
恢复中。

此外，记者从国铁集团获
悉，针对河南省特大暴雨对铁路
运输秩序造成的影响，铁路部门
采取多种措施，全力恢复运输秩
序。目前，南北方向（即广州到
北京方向）京广高铁、郑州往东
方向的郑徐高铁保持安全畅通，
列车运行已逐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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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省增援，连夜集结！针对
河南省郑州市连降暴雨引发险
情，应急管理部第一时间启动消
防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预案，连
夜调派河北、山西、江苏、安徽、
江西、山东、湖北7省消防救援水
上救援专业队伍1800名指战员、
250艘舟艇、7套“龙吸水”大功率
排涝车、11套远程供水系统、1.85
万余件（套）抗洪抢险救援装备紧
急驰援河南防汛抢险救灾。

截至 21日 5时，河南省消防
救援队伍接报强降雨相关警情
1496 起，出动车辆 3559 辆次、指
战员 17280 人次、舟艇 2394 艘
次，共营救遇险被困群众 5574
人，疏散群众11397人。其中，郑
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共接警出动
1205 起，出动车辆 2719 辆次、指
战员 13186 人次、舟艇 2038 艘
次，营救遇险被困群众 5093 人，
疏散群众10098人。

灾情发生后，中部战区迅速
启动应急预案，主要指挥员第一
时间进入战区联指，并紧急派出
前方指挥部，指挥战区驻豫部
队、武警部队官兵和民兵 3000
余人、车（舟）装备 80余台（艘），
在 10 个地域同步投入抢险救
灾。战区联指中心昼夜运行，实
时指挥一线救援行动。

（新华社）

羊城晚报记者直击暴雨过后的郑州米河镇

武警官兵挺进失联村庄
食品、饮用水陆续发放

佛山两支救援队，紧急驰援郑州 羊城晚报记者 梁正杰 许张超

羊城晚报特派郑州郑州记者 侯梦菲

一辆私家车被塞在
大卡车的底盘下，裹挟着
泥沙随河流滚滚而下，
淤泥里扎着车辆残骸，
岸边的民房被洪水冲走
了一半。这些都是洪水
留给米河镇的伤痕。

位于河南省郑州巩
义的米河镇，是本次暴
雨中受灾最严重的乡
镇。7 月 21 日，羊城晚
报记者赶往米河镇，直
击洪灾现场。

米河镇位于豫西山区，全镇
共有19个行政村，常住人口约3万
余人，其中镇区周边有约2万人。
7月20日，位于两条河流交汇处的
米河镇镇区被漫过河堤的洪水
淹没，大量道路损毁，房屋进水，
车辆被淹。经过米河镇的310国
道被水冲泡损毁100余米，同时
有大量的树干、车辆堵塞道路。

7月21日上午，前往米河镇
的道路被修通。不过，因道路塌
方和山体滑坡，交警部门在洛阳
偃师和郑州巩义交界处设置了
关卡，提醒并劝返过往社会车
辆，优先保障社会救援人员和车

辆进入。
记者沿着 310 国道越往里

走，受灾情况越严重。前往米河
镇的道路上铺满了黄色的泥浆，
道路两侧的山体上滑坡随处可
见。道路两侧的近十根电线杆
和交通牌被洪水掀倒，不少桥梁
被洪水冲断。

路过巩义市北山口镇东风
村时，记者看到村里道路有七八
十米的塌方。“前天下午开始停
电断水，我们现在主要吃院子里
水窖里的水。”村民周姨告诉记
者，跟米河镇相比，村里的情况
还相对好一点。

21 日 14 时许，巩义又开始
下起一阵急雨，记者抵达米河镇
发现，洪水已经退去，但地面还
有厚厚的淤泥。到处都是被洪
水损坏的车辆和房屋，居民的房
子上还留着洪水退去的痕迹。

暴雨中，商业街超市的老板
娘付桂玲正和丈夫马西文站在
齐腰深的洪水中，打捞超市货
品。镇上的十来名居民也在一
旁帮忙。

马西文从水中摸出一瓶瓶
可乐扔到岸上，招呼着大家。付
桂玲则忙着廉价处理还能使用
的货品。

“这么多货品，是不是在微信

群里吆喝一下，让大家来购买？”
“现在还不太安全，还是算

了，安全第一。”付桂玲说着也没
停下手里的活。不过，当聊起
20 日的那场暴雨，她突然停下
来，把头上的帽子往下拉了拉，

“雨太大了，洪水来得太快了，都
没来得及把一些贵重的货品抢
救出来。”她眼里噙着泪。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暴
雨，积水最深的时候有三米多
深。”64岁的马先生告诉记者，下
得最大时，洪水直接冲到二楼。

不过，随着洪水退去，镇民
也都在积极自救，忙着清理淤泥
和被洪水浸泡的物品。

暴雨之后，米河镇电力、通
讯 开 始 中 断 ，与 外 界 失 去 联
系。记者抵达米河镇后，电力、
通讯依旧没有恢复。

不过，现场记者看到大量
的救援人员、车辆和民间救援
队源源不断来到米河镇。

“我们是 7 月 20 日晚上进
入米河镇的，当时道路上的积
水有 1米左右深。”巩义消防救
援大队的一名陈姓消防队员告
诉记者，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疏
散受困群众。目前，该大队还
有三辆消防车辆在现场待命，

“其中，有一台储存25吨水的消
防水罐车，为群众提供饮水服
务”。

据了解，目前巩义市已调
集了武警及民兵共计180余人，
消防救援大队及公安干警 100
人，民间救援团队 40余人投入
救援。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部作
训参谋路开通告诉记者，武警
官兵主要是疏导受困群众，并
挺进孤岛村，为群众送去紧要
物资，并收集群众需求。目前，
武警官兵已挺进7个失联村庄，

还有 2 支队伍前往 2 个失联村
庄尚未返回。

受灾群众中的老年人、残
疾人和妇女儿童是疏散重点。
记者在米河镇镇政府遇到张犇
时，他正和武警官兵一起给爷
爷做思想工作。

“我们家被洪水冲垮了，想
把爷爷送到郑州，可 89 岁的老
爷子说什么不愿意离开家。”张
犇说，在家属的劝说下，老人最
终同意前往郑州。考虑到老人
行动不便，武警官兵们用担架
将老人送至车上。

21 日凌晨，一则求助信息
引起舆论关注：河南省巩义市
米河镇中建六局工地有一百多
名 工 人 被 困 一 天 ，没 水 没 食
物。21 日上午 8时 55 分，中建
六局官微发布消息称：经过紧
急救援，今天早上6时 22分，我
公司河南巩义市米河镇项目所
有被困人员全部脱困，撤离到
安全地带，所有人员安全！

55岁的木工郭先生就是被
困工人之一。“洪水来的时候，
我们还是挺害怕的。”郭先生告
诉记者，工友们的生活区为双
层铁皮简易房，洪水将底层的
铁皮撕掉，还好没有破坏一层
的框架结构，工友们躲在二楼
相互鼓励。

巨大的洪水，卷走了工友
们的20多辆车。“一些工友都吓
哭了，还好救援队来了，洪水也

退了，大家挺过来了。”
记者遇到郭先生时，他手

中提了两个烧饼，正在为久未
进食的工友们寻找食物。跟郭
先生一样，缺乏食物是居民面
临的共同难题。不过，21 日下
午，不断有运送爱心物资的车
辆进入米河镇。巩义市外宣办
工作人员李晓波介绍，目前已
经有十几批食品、饮用水物资
运抵镇区，下一步会尽快将爱
心物资发放到居民手中。

此外，米河镇供电所的员
工也全部出动，对镇区的电力
线路进行排查除障。“整个镇
区 电 力 线 路 受 损 非 常 严 重 ，
19 条线路近半被毁，我们正
全力以赴进行排查，尽快恢复
镇政府救援指挥部的用电需
求。”该供电所工作人员张先
生说道。

目击 道路塌方和山体滑坡随处可见

七省连夜驰援
中部战区出动

慈善机构、企业
紧急捐资捐物

京广高铁
保持安全畅通

归佛途中，调头北上；
退役军人，连夜出发

铁路

纾困

救援

自救 村民清理淤泥“抢救”物品

救援 武警官兵深入9个失联村庄

纾困 十几批爱心物资已抵达灾区

佛山菠萝救援队在郑州经开区转移受困群众 受访者供图

居民们从几乎齐腰的积水中
“抢救”物品
羊城晚报特派郑州郑州记者 梁喻 摄

暴雨过后的郑州巩义市米河镇暴雨过后的郑州巩义市米河镇，，这里这里
是本次河南暴雨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是本次河南暴雨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羊城晚报特派郑州记者羊城晚报特派郑州记者 梁喻梁喻 摄摄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玉霞报
道：河南特大暴雨，牵动亿万中
国人的心。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迅速启动
应急响应，根据灾情向河南省紧
急调拨帐篷、救灾家庭包、冲锋
衣、毛巾被等救灾物资，并派出
救灾工作组赶赴郑州详细了解汛
情灾情。河南省红十字会针对洪
涝灾情启动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
应，派出红十字水上救生、搜救等
7支救援队，开展受灾群众搜救、
转移安置等救援工作，并拨付紧急
救灾备用金，用于采购急需物资。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紧急启动
“天使之旅－驰援河南洪灾行
动”，先期支援河南省 5000 只赈
济家庭箱，每只赈济家庭箱可保
障一户三至五口人一周的应急生
活基本需求。

21 日，澳门红十字会表示，
该会心系灾区，密切关注灾情发
展，经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协
调，于当天紧急拨款30万元人民
币，用于支持灾区开展救灾救援
工作，以解受灾群众燃眉之急。
澳门红十字会表示，将与总会密
切联系，并视灾情的发展随时做
出进一步反应。

记者获悉，恒大集团21日向
河南省慈善总会捐款2000万元，
用于紧急救助物资采购、群众安
全保障及灾后重建工作。同时，
该集团旗下驻河南各产业板块将
全力以赴，助力政府和社会各界
抗险救灾。

7月17日 8时到22日 06时，
河南省新乡市出现特大暴雨，最
大降水量 907mm，全市 175 个站
点中 700mm 以上的有 14 个站
点，本次降水过程是新乡市有气
象记录以来的最强极端降水过
程。7月 22日上午，新乡市召开
新闻发布会，发布当前新乡市汛
情救灾情况。

发布会现场，新乡市防汛抗
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应急管理
局局长王洪伟介绍，受此轮强降
雨影响，新乡全市共有 7 座中型
水库溢流。共造成获嘉县、原阳
县、封丘县等 58 个乡镇受灾，截
至 21 日 22 时 30 分，受灾人口
478981 人 ，农 作 物 受 灾 面 积
55075.98 公顷，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20468.13万元。

新乡市中心城区出现道路大
量积水，平均积水达1米以上，部
分立交、涵洞水深达 2.6 米以上，
人民路、新一街部分路段塌陷，市
区交通基本瘫痪。163个建筑工
地中的47个基坑项目，20个出现
外部雨水倒灌现象，7 个出现基
坑边坡坍塌险情。目前未发生人
员伤亡事故。

灾情发生后，省、市、县派出
工作组深入到灾区一线，全市共
出动救灾救援力量 76524 人次，
抢险救援车辆1521辆，全力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据悉，与郑州市降水过程相
比，新乡此次降水过程最大降水
总量、最大小时雨强、最大两小时
雨强、最强时段降水总量均与郑
州 相 当 ，最 大 降 水 总 量 郑 州
931.5mm，新乡907.0mm；最大一
小 时 雨 强 郑 州 201.9mm，新 乡
149.9mm；最大两小时雨强郑州
262.5mm，新乡267.4mm；最强降
水时段降水总量郑州 48 小时
807.6mm，新乡812.0mm。

针对汛情和灾情变化趋势，
新乡市防指于 7 月 19 日 17 时启
动防汛 IV级应急响应，又分别于
20日、21日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
至Ⅱ级、I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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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特派郑州郑州记者 侯梦菲

羊城晚报讯 记者董柳报道：
面对来势汹汹的洪水，我们可以
怎样自救逃生？记者 21 日从应
急管理部、中国应急信息网了解
到，以下水中自救指南要记牢：

1. 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
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
结构条件，冷静选择撤离位置。

2. 认清路标，明确撤离的路
线和目的地。

3. 备足能够食用几天的食
品、充足的饮用水和日用品。

4. 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
的人员，要就近逃往高处暂避。

5.如洪水继续上涨，在暂避的
地方已无法自保，则要利用准备好
的救生器材，或门板、桌椅、木窗、
大块的泡沫塑料等能漂浮的材料
扎成筏逃生。切勿直接游泳逃生。

6.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
尽快与当地防汛部门联系，报告自
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7. 低洼处的住宅遭洪水淹没
或围困时，一是安排家人向安全
坚固高处转移，二是想方设法发
出求救信号，三是利用简易救生
器材转移到较安全的地方。

8. 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
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
东西，寻找逃生机会。

科普

洪水中自救逃生
收好这份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