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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河市区段凶险莫测，请您远离危险
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年来，洛河已吞噬百余条性命
记者沿河实地探访并采访相关人士，为您解读五大危险水域地图

提醒 | 游泳戏水时需注意四点

阅读提示 | 洛水悠悠，见证洛城千年历史变迁；
洛河汤汤，
承载洛城风土人情。自古以来，
洛河都是洛阳的象征之一，也是洛城人的寄情之处。然而，
就在这悠悠的洛水中，也有不幸与惋惜。
3 月 24 日，本报 AⅡ06 版以《16 岁少年洛河大坝玩耍不幸溺亡》为题，报道了 3 月 22 日宜阳县一名少年戏水溺亡事件，这是今年见诸报端的首次洛河溺亡事件。而每年此类溺水事件仍有发生，据
洛阳市神龙水上义务搜救队（前身系洛阳市红十字会水上义务搜救队，
下称“搜救队”
）不完全统计：2011 年 36 人溺亡，
19 人失踪；
2012 年 34 人溺亡，
22 人失踪；
2013 年 30 人溺亡，
16 人失踪。
近日，
大河报记者实地探访洛河 15 公里市区段。并采访搜救队队长杨红山，
分析洛河水域的五大危险区域，
以及相关的溺水施救措施。

每年暑假来临前，杨红山都会和搜救队的队员们来到大、
中、小学，社区以及外来务工人员住地办安全讲座，通过宣传
提高其安全意识，减少悲剧发生。采访中，杨红山为市民提醒
四个方面：
1.夏季游泳、乘凉应到正规的游泳馆、游乐园，其配备有专
业救生员和救生器材，且医疗设施完整。而公开水域没有专
业的救生员，一旦发生意外，
救援力量很难及时赶到。
2.水深在两米以上的湖泊在夏季会出现冷热不均，水的温
差较大，盲目下水游泳将会出现抽筋或身体不适等危险状况。
3.不要在接近水面的位置洗手、洗脚。沿岸河堤有多级台
阶，台阶下面是一个长约 2.5 米的 45 度陡坡，一般都长满绿苔
比较湿滑，易失足滑入水中。
4.不要在橡胶坝下游戏水。因河水从坝上快速流下成激
流，下游受激流长期冲刷易形成深坑，一旦落水后果严重，十
分危险。

□策划 调查评论部 统筹 魏朝林 执行 记者 李彬 胡公岗 文 张琮 摄影

事件 | 16 岁少年不幸溺亡

走访 | 市区段五大危险区域

3 月 22 日 13 时许，当日气温达到 22℃，宜阳县一
名 16 岁少年和同伴来到该县城洛河河坝附近戏水“消
暑”。玩耍时，该少年不慎跌水中，不见踪影，随即其同
伴报警。18 时 35 分，宜阳县公安消防在该县义务搜救
队的协助下，
将溺水男孩打捞上岸，
已不幸丧命。

杨红山告诉记者，穿城而过的洛河段共 15 公里，共建有 6
座橡胶坝，由西向东依次为西苑桥附近的周山橡胶坝、王城大
桥附近的上阳宫橡胶坝、七一路附近的同乐园橡胶坝、洛神赋
橡胶坝、李楼橡胶坝等，其危险区域大致可分为 5 大危险水
域。这 5 大危险水域现状如何？存在哪些潜在危险？记者进
行了实地探访。

据洛阳市神龙水上义务搜救队不完全统计，2011 年
该搜救队在洛河搜救 68 起，13 人救出，36 人溺亡，19
人失踪；2012 年搜救 65 起，9 人救出，34 人溺亡，22 人
失踪；2013 年在搜救 58 起，12 人救出，30 人溺亡，16 人
失踪。

李楼橡胶坝
在危险标识附近，仍有市民在戏水游玩。
危险区域五
此处水面平静，
但底部深坑多。

夏季放水
时 ，此 处 水 深
3.5 米~5.5 米。

解析 | 两类事故高发人群

洛神赋橡胶坝

同乐园橡胶坝

桥

危险区域二

记者走访时注意到，在周山橡胶坝东侧约 100 米处的
斜坡下，七八位市民正在钓鱼，其中两名市民站立在河水
中钓鱼，不时抬起手中的鱼竿。此外，还有两位市民坐在
河流中的板凳上垂钓，
记者隐约看到水流已没过其膝盖。
不少受访者为在河中垂钓的人捏了把汗。
“这岸边都
有‘水深危险’标语，他们都没看见？都拿生命开玩笑
啊！”
李大爷指着站在河水中的钓鱼者说。
随后，记者来到上阳宫橡胶坝西侧，这里水面宽阔，
呈深绿色。在洛河北岸有栏杆，橡胶坝两边也设有铁栅
栏，同时有“水深危险，禁止攀越”的提示牌。记者离开
时，
仍未见工作人员前去制止站在河流中的垂钓者。

此处河堤呈 45°
斜坡，水深 2.5 米。
昨日，记者来到西苑桥西侧的周山橡胶坝。该
橡胶坝共分为 5 段，其中 2 段正在开闸放水，其上游河
面宽阔，水面看上去平静。
“这里的水很深，一不小心掉下去就上不来了。”
采访中，一位女士说，平时很少有市民在附近垂钓或
乘凉，不过夏天来这里洗澡的人不少，曾多次发生溺
水事件。

洛神赋橡胶坝东侧与西侧明
显不同 ，河道突然变窄，斜坡处
依稀可见青苔，
河床凸现，
河底因
河流冲刷低洼不平，部分河底裸
露出水面。
随后，记者在洛神赋橡胶坝
下游约 500 米处看到，仍有多名
市民垂钓、放风筝。走访中，记
者看到，在洛浦公园南侧“水深
危险，请勿下河”警示语仍在，其
他堤岸旁很少设置警示语。

很多垂钓者翻越护栏在橡皮坝旁钓鱼

链接

一名垂钓者穿着胶鞋在浅滩上钓鱼

周山橡胶坝

上阳宫橡胶坝

1

自救

2

抽筋

3

施救

不会游泳者落水，首先要保持冷静及时呼救，保持体力，
尽量放松身体，采取仰卧姿势，使身体浮于水面，此时应快吸
气，慢呼气；也可利用木板、树枝、泡沫块、球类等物品争取救
援时间。如果不慎呛水，首先不要慌乱，保持踩水状态使头部
露出水面，将水咳出，并保持咳水节奏防止再次呛水。
会游泳者如在游泳时发生体力不支、突发疾病时身体也
可采取以上自救办法，待体力恢复和身体状况好转慢慢游回
岸边或就地呼救等待救援。

一到夏天很多市民都到桥下游泳

此处河面最宽约
1100 米，桥东约 100
米处是事故高发
区域。

在同乐园橡胶坝西侧，记者留意到，橡胶坝至牡丹桥东
侧河段北岸段，有一个凸向洛河的“小岛”，五六个市民在洛
河边垂钓，或戏水。在牡丹桥东 20 米处，有附注“水深 2.5 至
4 米，水深流急，水情复杂！”等警示牌。然而，在河边仍有七
八个少年追逐游玩。
在王城大桥西侧，上阳宫橡胶坝下游，有 20 余人在周边
垂钓或网鱼。橡胶坝东侧围栏已被破坏，行人可直接到河
边。几处水流从橡胶坝处急湍而出，在一个水坑旁，一个垂
钓男子一手拿着鱼竿，另一只手抱着约 2 岁的孩子。

洛神赋橡胶坝两边设有铁栅栏，
其北岸的铁栅栏沿河堤向西延伸了
200 米，而另一边的铁栅栏长度不足
30 米，由于橡胶坝拦截上游来水，形
成一个巨大蓄水面。记者注意到，沿
岸堤坝与水面长期接触的斜坡上都
长满了青苔。
在同乐园橡胶坝东广场入口处，
一块警示牌上写着“堤下 30 米处危
险，
请勿靠近”
，
在该广场西南角、
南侧
围栏处均有危险警示牌。然而，在警
示牌处，
仍有数十位市民垂钓或网鱼。
一位正在垂钓的老人告诉记者，
“我一手拿着钓鱼竿，一手拉着栏杆，
不会有事。
”

支招 | 搜救队奉上“施救宝典”
洛阳市神龙水上义务搜救队成立已经 8 年有余，水上救人
近千人，队员们都有着丰富的水下救援经验。3 月 24 日，杨红
山通过本报详细讲解他们实战中总结的“溺水施救宝典”，教
大家如何自救和施救。

危险区域三

据该搜救队队长杨红山介绍，每年 5 月天气转暖，
下水游泳、戏水者就会增多，7、8 月份是事件突发期。
其中，在校大、中、小学生，多数时常公开水域戏水，因
自我保护意识淡薄等，溺水事故频繁出现；还有外来务
工人员，
因对当地域情况缺乏了解而发生溺水事件。

制图：扈森

此处东西 200 米河
段，水深 2.5 米~4 米，水
底有深坑。

一

数据 | 3 年溺亡百余人

危险区域一

危险区域四

近年来
部分溺亡事件
●2010 年 5 月 17 日晚 7 时许，洛铜技工学校
的张同学在洛河附近散步时，看到水中有人影晃
动，随即报警。尽管民警、消防官兵、搜救队等联
合施救，不幸却再次降临。溺水者是一名 45 岁左
右的妇女，施救人员分析可能因不慎在岸边踏
空，
失足落水。
●2011 年 8 月晚 8 时许，一名在洛上班的外
地小伙饮酒后到南关橡胶坝附近游泳，因水温不
适应，在河中腿部抽筋开始挣扎，其朋友大呼求
救，
幸好杨红山在附近，随后将该小伙成功救起。
●2012 年年初，两名来洛打工的青岛小伙到
南昌路附近的橡胶坝附近涮脚，其中一人突然滑
入 3 米多深的水中，另一人在救援时也被拽下
水。在岸边钓鱼的市民用鱼竿刚救起一人时，另
一人已溺水，
再次发生不幸。
●2013 年 8 月 29 日凌晨 4 时许，一名钓者来
到洛河南关橡胶坝钓鱼，发现岸边有摆放整齐
的衣服和鞋子，随即报警。最终，施救人员打捞
出已溺亡的一名 11 岁与一名 12 岁的孩子的尸
体，其家人悲伤不已。
“ 他们应是晚上结伴到浅
滩游玩，掉进 2 米多深的河水后溺亡。”施救人
员分析说。

胳膊抽筋：前臂及上臂前面肌肉痉挛时，用手抓住痉挛的
手臂尽量向手臂背侧做伸腕运动，反复几次即可缓解；前臂后
面肌肉痉挛时，用手拖住患臂的手背尽量做屈腕动作，反复几
次则可缓解；上臂后面肌肉痉挛时，将痉挛的手臂屈肘向后，
用手托住其肘部向后用力，反复几次则可缓解。
腿抽筋：大腿前面肌肉痉挛时，用同侧的手拖住脚脖向后
用力屈腿，反复几次则可缓解；大腿后面肌肉痉挛时，用同侧
的手按住膝盖，另一只手抓住脚趾尽量往上抬或双手抱住大
腿使髋关节做局部的屈伸动作反复几次就可缓解；小腿前面
肌肉痉挛时，先用手抓住脚趾用力下压，反复做几次即可缓
解；小腿后面肌肉痉挛时，先用手按住膝盖，另一只手抓住脚
趾用力做勾脚动作，反复几次即可缓解；腹部肌肉痉挛时，先
平躺于水面，双手在腹部做顺时针按摩，反复几次就可解除。

水中救援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救援工作，没受过专业救
生培训的人不要盲目下水施救。
1.发现有人落水时应及时报警求助，然后派专人在就近路
口接应，以便救援队快速准确到达事发地点。
2.水中救援应遵守“先器械，后人工”的原则。利用身边所
能利用的器械或物品进行施救，例如救生圈、木板、泡沫块等
都可抛投给溺水者，也可用竹竿、树枝、绳索等抛给溺水者进
行施救。此外，施救时要蹲下或趴下使身体重心向后或向下，
以防被溺水者拉入水中发生意外。
同时，切记不要采取“人链”方法施救，一般湖泊河流岸边
都是 45 度左右的斜坡，
“ 人链”最后一个人所承受拉力相当
大，一旦承受不住脱手，后果不堪设想。
3.未成年人、不会游泳者请勿下水施救，一旦盲目下水不
但救不了溺水者反而危及自己生命。
下水前应脱去身上所穿的衣裤和鞋子，在不明水底情况
时，不要采取鱼跃式入水。要从背后接近溺水者，求生的本能
会让溺水者抓住一切可抓住的东西，施救者一旦被抓住将很
难脱身。
4.水下搜救，
当溺水者已沉入水时，
首先施救者要采取头上
脚下潜水方法确定其位置，
如脚部碰到溺水者可用脚勾住向上
挑，顺势弯腰抓住溺水者将其带上水面等，或重新换气采取头
部朝下双手在前的潜水方法直接抓住溺水者将其带出水。
5.上岸后紧急施救，首先马上清除溺水者口鼻中异物，接
着施救者单腿屈膝，将溺水者俯卧上面，轻拍其后背使积水排
出。然后将其平放于地面上，若发现溺水者已没有呼吸、心
跳，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急救，等待医护人员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