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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雨绸缪，全力备战
把防汛救灾
谋在先做在前

7月 17日，根据总队命
令，全市消防救援队伍迅速
进入二级战备状态，启动抗
洪抢险应急响应机制，建立
抗洪抢险前方指挥部和基地
指挥部，成立作战、装备、政
工、宣传、保障5个工作组，
明确职责分工，细化任务措
施。队伍各级连夜对车辆、
舟艇、救援器材、通信设备和
各类防护装备进行全面检查
维护，优化力量编程，落实遂
行保障，随时准备战斗。

“接警线”就是“生命
线”。全市各级指挥中心开
放全部接警席位，全勤指挥
部和战训、通信等人员全员
在岗驻守，确保及时接警、精
准调度。接警员从这一晚开
始，彻夜不休、异常忙碌，时
刻紧盯着接警系统，生怕错
过任何一个求救电话，延迟
任何一秒救援时间。

强化研判，实时预警。
依托全市“雪亮工程”视频资
源和雨情水情监控系统，支
队指挥中心严密监视各县区
降雨量、各条河流水势和重
点地区的实时状况。同时，
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市气
象局、市水利局和市水文局
建立实时预警联动机制，每3
个小时更新全市水情、雨情
信息，及时分析研判，发布预
警提示。

“把抗洪抢险战场作为
检验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
的实践考场。”支队成立由主
官任组长、政治部和基层大
队党组织负责人为成员的抗
洪抢险遂行政治工作领导小
组，制定下发《抗洪抢险遂行
政治工作流程》，细化准备、
处置、结束3个阶段9项工作
措施。支队5名党委委员和
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到一线、
站排头，分兵把守、靠前指
挥，后方统筹、综合协调，及
时解决实际问题。

人民至上，火速救援
把争分夺秒
体现到全部环节

生命如天，兵贵神速！
7月18日10时许，信阳

境内降雨量陡增，市主城区
以及光山、淮滨、潢川、罗山
等县区，陆续接到新的警情，
群众报警求助越来越多，防
汛救灾形势陡然严峻。随
后，固始县祖师庙乡、黎集镇
开始出现大量村子被洪水淹
没的警情，众多群众亟待救
援……

灾情就是命令。针对越
来越严重的救灾形势，支队
党委迅速作出战斗部署：启
动应急预案，调集增援力量，
全力展开救援！支队迅速向
总队报告情况，同时调集支
队抗洪抢险突击队和高新、
商城、潢川、罗山等县区消防
救援大队 47辆车、21艘舟
艇、230 名指战员火速驰
援。支队刘发新政委、王建
副支队长率领全勤指挥部遂
行指挥作战！

灾情，十万火急！
7月 18日凌晨，首批救

援力量固始大队攻坚队员到
达第一处灾情点祖师庙镇王
行村。该村凌晨水位突涨，
通往村子的唯一一座桥已被
湍急的水流淹没，5户群众被
困。此刻，暴雨倾盆而下，降
雨量达到250.7毫米，部分地
点水深接近半米，齐腰深的
洪水夹杂着很多杂物倾流而
下，如不及时转移被困群众，
随时都有房屋被冲塌、人员
被冲走的危险。时间就是生
命，指战员们不敢有丝毫懈
怠，立即开辟救援通道，肩负
冲锋舟从侧方高处的稻田中
绕行，蹚过漫胸的洪水，利用
橡皮艇5次深入村子展开救
援，成功营救8名老人和4名
儿童，成功化解了第一次险
情。

随后，支队全勤指挥部
及各队增援力量陆续达到现
场，立即成立现场指挥部，一
场科学、有序、高效的指挥决
策快速形成并紧急运行，一
次又一次的被困群众疏散转
移战斗接连开展。

鏖战洪魔铸忠诚 浪尖搏击为人民
——信阳市消防救援支队抗洪抢险救援综述

信阳消防谱写新时代“火焰蓝”队伍新篇章

有一种信仰叫忠诚
可靠，党旗所指救民危
难。

有一种天职叫冲锋
在前，洪魔滔天义无反
顾。

有一种感动叫舍生
忘死，危急关头挺身而
出。

有一种坚持叫永不
放弃，一线生机彻夜救
援。

7月 18日以来，信
阳市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天气，市主城区以及固
始、潢川、商城、罗山县
等多地出现洪涝灾害，
特别是固始县多个乡镇
河水暴涨、汛情严重，大
量群众被洪水围困，祖
师庙镇告急！黎集镇告
急！赵岗乡告急……

突如其来的灾难牵
动了四面八方的心。灾
情发生后，河南省、信阳
市党委政府领导高度重
视，迅速赶赴一线指挥
救援；省消防救援总队
第一时间启动抗洪抢险
应急救援预案，成立前
后方指挥部，调派信阳
及前置驻勤的郑州、新
乡、焦作、驻马店、周口、
济源、南阳、航空港等支
队抗洪抢险突击队和攻
坚组共810人紧急投入
救援行动。作为辖区主
战力量，信阳市消防救
援支队快速响应、高效
集结、急速救援，以对党
和人民的绝对忠诚，全
力以赴应对着这场空前
的巨大考验。

□信阳市消防救援支队供稿

暴雨洪水是一场巨大灾难，
也是一场特殊考验。虽然早有思
想准备，但眼前的灾情还是比预
想的要糟。洪流来势汹汹，处处
暗藏险情，亟须确定被困群众准
确信息；暴雨如注，道路中断，救
援推进困难重重；战线点多面广，
大量群众急需救援，如何科学调
配救援力量……这一切都倒逼着
科学施救刻不容缓！

职责在肩，搏命救援
把大爱之歌奏响在救灾一线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这
是一场抢救生命的战斗！

“把救人放在第一位！”“人命
关天！我们要抢时间、争进度，争
分夺秒抢在更大的险情到来前营
救更多的群众。”在救援现场，处
处可以听到消防指战员心系群众
安危的话语。

前方指挥部在总队指挥部的
领导下，综合研判此次受灾面广
点多、被困群众多、救援难度大等
特点，整合抗洪抢险突击队人员
装备，划分4个救援分队，在当地
干部群众引导下，立即组织挨家
挨户排查、疏散，并通过抱、背、抬
等方式将人员转移到集结点，利
用舟艇护送至安置点。

最重的任务，最险的警情！
7月17日夜间，淮河1号洪水

形成。7月18日，淮河水利委员
会启动抗洪防御Ш级响应。固始
县97座中小水库全部溢洪。

固始县赵岗乡、黎集镇，是指
战员救出被困群众最多的地方。
在赵岗乡曹寨村，随着降雨量的
不断增大，整个村子已被洪水淹
没，几十名村民被困家中，且该村
大部分房屋建设年代久远，随时
存在倒塌的可能。此刻，暴雨还

在倾注而下，据事后统计当时降
雨量达300毫米以上。参战指战
员利用冲锋舟，携带救生衣等装
备投入战斗，历时7个小时将46
名被困群众全部救出。在黎集镇
袁围村，十几个小时的强降雨已
将村子淹没，漫天洪水一片汪洋，
部分地点只能看见树梢。救援人
员迅速携带救生衣、绳索，乘坐冲
锋舟、橡皮艇，冒着湍急的水流向
村子“逆流而上”，挨家挨户搜寻
被困群众。每找到一人，都及时
给其穿上救生衣，通过冲锋舟、橡
皮艇转移至安全地带。营救中，
指战员发现3名老人被困家中，由
于现场水域树木丛生无法使用冲
锋舟马达，便跳入齐胸深水中将
冲锋舟拉到被困老人身边将其转
移至“平安高地”。老人坐在船上
激动地说：“看到你们这样，我真
不忍心呀”。

一次次险情，一次次营救。
12个小时、24个小时、36个小时，
长时间、高强度作战，攻坚队员克
服了伤病、寒冷、饥饿、困倦等种
种困难，没有一人退缩、没有一声
抱怨，累计营救216名被困群众。

大堤管涌，疏散转移刻不容
缓！

7月 21日，固始县史河大堤
出现严重“管涌”倒灌现象。史河
大堤位于城区外 2.5 公里，全长
100公里，河水高于农田约4米。
此次管涌南北长约1公里，滩区9
个村庄1018户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受到严重威胁，一旦决堤整个
城区将被洪水吞噬。

最大险情实行最高戒备。按
照总队命令，支队迅速增派力量
赶赴丰港乡开展转移人员物资行
动。“投入更多的兵力，转移更多
的人员”“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
多了，快点，再快点”，一道道指令

从救援指挥部传至一线战斗小
组。参战指战员克服路况复杂、
道路中断、浸泡寒冷等困难，深入
大堤外各个村庄、社区、住户等，
挨家挨户察看搜救、转移运输，艰
苦奋战近 14 个小时，累计搜寻
210户、疏散群众385人，并成功
营救被洪水围困即将冲走的4名
群众。

除固始县外，其他县区的消
防指战员也奔波在各处战场。在
浉河区，指战员使用安全绳、橡皮
艇，成功营救15名被困家中的群
众。在平桥区，指战员冒着大雨、
急流涉水30米将被困车中的3名
群众全部救出。在光山县，指战
员连续转战3个乡镇，成功疏散营
救45名被困群众。在潢川县，指
战员奔赴桃林铺镇胡桥村，历经9
个小时的艰苦鏖战，搜救转移32
名被困群众。在息县，面对河水
倒灌，指战员深入曹黄林镇谢老
寨村，成功营救22名被困群众。
在淮滨县，期思镇祁营村祁湖自
排闸损坏，指战员长时间、高强度
奋战15个小时成功封堵泄漏部位
……

洪灾无情人有情。自抗洪抢
险战斗打响以来，全市消防救援
参战力量在总队指挥部的领导
下，全心投入、全力以赴，把人民
的安危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战洪
魔、闯急流、救百姓，累计处置抗
洪抢险警情71起，出动人员863
人次、车辆156辆次、舟艇137艘
次，搜救转移被困群众1363人，
打赢了这场硬仗！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一个典型代表一支队伍

卢晶，中共党员，固始县踏月
寺消防站副站长。作为辖区首战

力量，卢晶第一时间带领队员，转
战3个乡镇8处救援现场，连续奋
战 44 个小时，营救出被困群众
110人。祖师庙镇王行村是他们
第一处到达救援的现场，当日该
村降雨量达到390毫米，卢晶带头
跳入水中，探路摸索，架设锚点，开
辟救援通道，历时2个多小时，用
橡皮艇成功营救出8名老人、4名
儿童。在祖师庙镇杨楼村，带领队
员将2吨重的冲锋舟转运近一里
路，成功将3名群众救出。在郭陆
滩镇姬公村，面对上游水库泄洪，
连续奋战8个小时营救出52名被
困群众……由于长时间浸泡，卢晶
腿部磨出了红疮，肩膀压出了一道
道血印，身上被水虫咬出了一个个
红疙瘩，但他毫无察觉、继续战斗，
一直奋战在救援一线！

耿立彬，中共党员，支队抗洪
抢险突击队分队长。在固始县

“7·18”抗洪抢险战斗中，他带领
突击队作为支队第一增援力量，
快速反应、迅速集结、不畏艰险、
精准施救，在历时4天时间内，不
分昼夜连续转战3个乡镇，行军
120 余公里，营救被困群众 206
人，疏散管涌圩区居民385人。在
赶赴赵岗乡新堰村时，他带领突
击队冒着大雨用时1小时40分钟
急行军130多公里迅速到场，带头
跳入齐胸的污水，沿着屋基斜坡、
堰塘埂、旱厕边缘小径探索救援
路径，脚上泡脱了皮，身上泡起了
疹，没有停歇一刻。

牛永星，淮滨县桂花路消防
站四级消防士。在固始县蒋集镇
童庙村史灌河段，2名群众被困河
心，距离岸边大约50米，水流湍
急，暗流涌动，已经被困4个小时，
随时有被冲走的危险。面对命悬
一线的群众，牛永星主动请战：

“指导员，我会游泳，也熟悉船，这

个救援太危险了，还是让我上
吧”。他操作橡皮艇，从下游
位置逆流而上。救援时一名
60多岁的群众因体力不支坠
入河中，危急时刻牛永星一手
抓住老人，另一只手控制着马
达，在分秒里上演了一场生死
大营救，老人被成功救起。随
后，他们又再一次开始救援。

曹璐，中共党员，商城县
滨河路站副站长。固始县洪
涝灾害发生后，他毅然扛起突
击队旗帜，冲锋在抗洪最前
沿，带领指战员成功营救46名
被困群众。他在请战书中这
样写道：“汛情就是命令，我是
党员干部，这个时候就应该站
排头，我向组织请战！”在固始
县杨井村，由于上游大量来
水，村子与外界连接的唯一通
道水流湍急、暗流不断，且被
困的大多是行动不便的老人，
洪水大、水流急、人难救。面
对风险，他毅然跳下冲锋舟，
一步一步涉水前行，冒着被冲
走的危险架设了一条生命线，
来回6次，历时5个多小时，一
直战斗到凌晨4点，11名群众
被成功救出。

还有许许多多参战指战
员默默奉献在战斗岗位，他们
用人间大爱，挽救着无数被困
于洪水中的群众……

救灾现场的艰苦是超乎
寻常的，但全体指战员顽强拼
搏的意志也是异常坚定的！
参战指战员们长时间泡在污
水里，有的皮肤过敏、脱落，毫
不在意；有的在冷水中冻得直
哆嗦，仍然咬紧牙关坚持；有
的被水下不明物体磕碰撞击，
毫不退缩；有的为了在激流中
稳定支撑点，甚至鞋底都被刺
穿。

鱼水情深，共克时艰。
“消防员来了，我们有救

了！”在赵岗乡曹寨村，一位被
淹的老伯家里损失严重，指战
员们见到他时，他坐在冰箱顶
上又冷又饿的等待了7个多小
时救援，仍信心十足地说：“活
了60多年第一次见这么大的
水，但是我不怕，因为乡领导
说消防员来了！”同志们瞬间
感到肩上承载着党和人民的
信任和重托，唯有冲锋、再冲
锋，才无愧于人民！

“你为我撑船，我为你撑
伞”。7月18日晚，雨越下越
大。战斗之后，接着战斗。就
在下一场营救任务安排部署、
集结站队的时候，当地老百姓
纷纷跑到队列后面，自发为指
战员撑起雨伞。此时此刻，在
场的很多人泪目了。“你们是
来救人的，我们能做的，就是
不要让雨淋着你们。”这是他
们最简单、最朴实的想法，也
是对参战指战员最崇高、最诚
挚的敬意！

“深深一个吻，激励再前
行”。7月21日，固始县丰岗
乡大坝出现管涌现象，周边村

庄转移群众迫在眉睫。指挥
部立即组织抗洪抢险突击队
20名指战员投入战斗，分赴丰
港村、台地村开展人员物资疏
散转移。晚上11时，一位爱心
女士感动于消防指战员付出，
带着儿子来到救援现场，送来
了慰问物品，并让儿子深深亲
吻了消防员。这深深一吻，是
对参战指战员的万分感激之
情，更是对下一代爱国爱家、
无私奉献的最好教育和传承。

整体联动，通力协作
把服务保障作为坚强后盾

让党旗在抗洪抢险救援
一线高高飘扬！

战时思想政治工作是队
伍能打仗、打胜仗的根本保
证。“我们要将战时思想政治
工作做到战场，做到救援指战
员的心坎上，为抢险救灾工作
任务的顺利推进提供强大动
力和有力保证！”

“把党建引领做在前”。
支队第一时间成立抗洪抢险
遂行政治工作领导小组，以参
战力量为单位成立6个临时党
支部、12支党员突击队，通过
递交请战书、决心书、重温入
党和入队誓词、召开战前动员
誓师等活动，激励广大党员在
抗洪战斗中当先锋、树模范、
做表率，做到哪里有险情、哪
里就有党组织；哪里群众最需
要、哪里就有党员指战员。

“把教育鼓动做到位”。
坚持把抗洪抢险战场作为“五
个不动摇”教育实践活动的生
动课堂，坚持边集结边动员、
边开进边教育、边救援边鼓
动，随队政工干部在救援途中
和餐前饭后，通过手机及时组
织学习中央指示精神，及时传
达部党委、局党委和总队党委
工作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前方政工组累计
编发《政工快讯》3期，挖掘宣
传9名抗洪救援先进典型，联
动协调主流媒体报道宣传30
余次，指导参战力量灵活开展
战地微党课、微讲评、微谈心
等“三微”教育，不断激发指战
员敢打必胜的信心和勇气。
依托信阳师范学院心理专家
团队，开通 24小时心理咨询
热线，开展一人一事思想工
作，确保思想稳定、斗志高昂。

“把关心关爱暖到心”。
及时启动家庭受灾和困难指
战员救济，对5名家庭遭受洪
灾的指战员及家属给予帮扶
慰问。第一时间传达总队党
委政治动员令和慰问信，把组
织的勉励关怀汇聚到前线。
开展“兵情家访”工作，后方工
作组通过电话、视频连线、微
信语音等方式及时向参战指
战员家属讲形势、话家常、报
平安。

防汛救灾，保障先行。
支队党委高度重视后勤

保障工作，在抗洪抢险准备阶
段，未雨绸缪、周密安排，3次
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战勤保障
工作，制定《抗洪抢险战勤保
障清单》，定人定岗、定责定
位。灾情发生后，支队出动前
置保障车4辆、器材及保障物
资3000余件套遂行作战，投
入80余万元购置紧急物资，实
地组织做好运输、配装、医疗
等战勤保障工作。主动对接
郑州、新乡等8个地市的增援
力量保障人员，全力做好增援
力量住宿、餐饮、生活等全天
候保障。

支队通信保障组携带卫
星便携站、单兵4G图传等通
信设备遂行出动，第一时间在
灾区建立起以卫星通信为主
的消防应急通信网，为信息指
令的上传下达打通一条音视
频信息高速通道，确保通信调
度畅通有序，为各级指挥决策
提供了重要信息支撑。

前呼后应，凝心聚力为打
赢。遂行宣传人员与救援指
战员一起开始夜以继日的工
作，前方宣传员深入一线采集
第一手资料和现场图片，后方
宣传实行24小时值班制，及时
收集前方信息、编辑整理素
材、畅通媒体渠道、准确发布
新闻，全方位展示救援成效。

“安置点的安全也不能
忘！”

这次防汛救灾信阳市共
设置8个集中安置点，每个安
置点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
人，安置点的消防安全丝毫不
能大意。支队第一时间抽调
17名专业技术骨干逐一明确
包干责任，开展现场指导，推
动建立“乡镇、村、安置点”三
级消防管理责任体系，逐级明
确安置点消防安全责任人、管
理人，分解细化消防管理职
责。联合电力部门对安置点
电气线路进行维护，及时更换
存在隐患的线路和设备，走访
乡镇46个，检查集中安置点8
个，指导管理单位整改火灾隐
患22处。支队还依托乡镇专
职消防队在每个安置点建立
前置执勤点，增配消防器材、
张贴消防常识，补充1名灾民
所属村委会工作人员和4名消
防工作志愿者，落实24小时防
火巡查措施，全力确保安置点
消防安全。

洪水无情，人间有爱。洪
魔之中，一场生命的营救未曾
停歇，一曲英雄的赞歌正在
谱写。7天7夜，168个小时，
信阳消防救援支队参战指战
员以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
心，以在大灾大难面前顽强
不屈的战斗精神，以在危难
时刻赴汤蹈火、挺身而出的
英勇气概，以在险境丛中攻
坚克难、勇往直前的战斗毅
力，书写了一篇让党放心、让
人民满意的新时代“火焰蓝”
队伍壮阔篇章！

转移灾民

灾情发生后，消防员紧急投入救援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