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08│特别报道 2016年7月14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李宗宽 美术编辑 单莉伟

“洪魔”袭城，看新乡怎样应对
□本报驻新乡记者站集体采写

7月 9日凌晨 1点，雨水悄悄降落在酣眠
中的牧野大地，给炎热的新乡带来了一丝凉
意。

然而，谁也没想到，这场雨竟越下越大，从
零星到大滴，从大滴到瓢泼，从瓢泼到倾盆！

两个小时后，家住科隆大道244号院一单
元一楼的杨贵英老人，从睡梦中惊醒，吃惊地
发现雨水已经漫到床头，沙发上的衣物都已漂
在水里！

凌晨4点，有急事要赶往获嘉的市民杨先
生，来到中同街下穿涵洞时，发现汽车大灯照
射之处是一片汪洋，早已不见涵洞踪影！

早上5点，被雨声吵醒的宝龙小区居民张

明，担心自家新买的轿车，急忙拉上妻子撑伞
前往查看，结果令他们惊呆了：3米多深的地下
车库竟然被雨水灌满了！

直到中午时分，倾盆大雨还在继续，没有
一点停歇的迹象，地面积水水位持续上升，红
旗区告急，卫滨区告急，辉县市告急，卫辉市、
新乡县、牧野区、凤泉区……新乡全面告急！

截至7月9日19时，新乡多个监测点雨量
超过 400毫米，市区最大降雨量 461毫米，日
降水量不仅突破了新乡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
大值，还突破了新乡汛期常年平均总降水量的
342.4毫米！

路上水可行舟，主干道上到处是“趴窝”的
汽车，居民小区停水停电……市区内涝严重，
大雨造成大灾，新乡陷入瘫痪……

一直紧盯雨情的新乡市防汛指挥办公
室，当天凌晨 3点就紧急发出预警通知，及时
启动了Ⅲ级应急响应机制。7 月 9 日上午 8
点，新乡市召开紧急防汛会议，市委书记舒
庆要求全市所有干部必须全部到岗到位，防
汛抢险成员单位负责人必须到一线指挥，把
抗灾抢险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全力以赴做
好抢险救灾工作。市长王登喜在指挥调度
抢险救灾的同时，深入市区各严重内涝点查
看雨情灾情，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这天正是周六，有的党员干部本已离开
新乡，但听到消息后都想方设法克服困难、
冒雨蹚水回到市区……市委市政府要求全
市所有干部，必须全部到岗到位参加抢险。
同时协调驻新部队、武警官兵参与救灾工
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采取果断
措施，紧急细致排查危房、交通、道路、电力、
通信等安全；最大程度地保障群众财产安
全；全力确保南水北调干线工程等重要设施
安全……

新乡的灾情，引起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7 月 9 日上午，省委书记谢伏瞻在第一
时间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加强对新乡市防汛
工作的指导，确保京广高铁、京广铁路运营
安全；确保南水北调工程安全，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水利厅、省住建厅、省
民政厅、省南水北调办、郑州铁路局、省电力
公司、省通信管理局等单位要加大救灾力

度，要加强水库调度，防止溃坝；加强天气预
报预警，要尽快恢复供电、供水、交通、通
信。必要时请求武警和驻军支持。

省长陈润儿指示：要迅速启动防汛救灾
应急机制；各级领导到岗到位指导救灾工
作；要抓紧转移受灾群众和财产，确保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做好排水排险工作，努力保
证交通畅通；维护好社会秩序，保证社会大
局稳定；做好灾情统计工作。

副省长王铁也对新乡防汛救灾工作作出
批示。

获悉新乡灾情后，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
部第一时间派出两个工作组到新乡指导工
作。9 日上午，省防指副指挥长兼秘书长、
省水利厅厅长李柳身到新乡市防汛抢险救
灾一线了解汛情、灾情和抢险救灾情况。新
乡市连夜向国家防办请示，从中央防汛抗旱
物资新乡仓库调用 20 台套大功率离心泵，
支援当地抗洪排涝抢险，最大限度减轻灾害
损失。

位于新乡市东区的宝龙小区地下车库
积水达 12 万立方米，3 天时间才排完所有
积水……针对暴雨造成多个小区内涝严重
的问题，新乡市五大班子领导还对全市受灾
较为严重的 33 个居民小区实行分包责任
制，协调相关部门，以最快速度解决小区断
水断电问题，将灾情对群众的影响降到最
低。

7 月 9 日凌晨 3 时 57 分，新乡市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

“110吗？我是北干道利民公司家属院居
民，我们这儿快被大水淹了……”

接警员时珍放下电话，赶紧联系市政管理
处。在连续接到几起暴雨求助报警电话后，
110指挥中心赶紧将情况报至市政府值班室，
并指派路面防控车在各辖区巡逻查看，及时排
除险情，救助被困群众。7月9日当天，110指
挥中心共接报涉强降雨警情 3500余起，出动
警力3784人次，救助群众1520余人次，解救、
转移1522人次。消防部队参加抢险救援157
起，出动消防车辆 314车次、警力 1884人次，
抢救被困人员295人，疏散群众900余人。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两路电源没电，告
急！”

“金家营铁路配电所王铁线电源没电，告
急！”

“温州地下步行街两路电源没电，告急！”
……
7月9日凌晨，暴雨突袭，不给人喘息的时

间，到处是告急声！新乡电力遭遇前所未有的
考验，全市10千伏线路跳闸132条，13.5万户
居民断电！国网新乡供电公司立即出动1040
名抢修队员，连续奋战24小时，1000多人在水
里整整泡了一天。截至7月13日下午5点，共
抢修排除线路故障132个，保证了铁路、医院、
通信等重点单位和48个受灾小区恢复正常供
电。

受特大暴雨影响，南水北调新乡市辉县段
I级防汛风险点杨庄沟渡槽 9日发生险情，渡
槽下游右岸渠道边坡出现局部滑塌，杨庄西公
路桥左岸上游防护堤出现冲口，如不及时进行
加固，很可能阻断河水，冲垮桥梁，后果不堪设
想。第 54集团军某猛虎团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在参谋长韩涛的带领下，200余名官兵火
速赶到现场，在缺口处倾斜度较大、大型机械
无法进驻的情况下，官兵们肩扛手提沙袋，经
过5小时的奋战，把危险消除。

当天上午，驻新乡第 54集团军某陆航团
出动由50余人组成的先遣分队迅速赶赴内涝
城区展开救援。该集团军通信团、工兵团也召
集500余人、50辆车、15艘冲锋舟和20艘橡皮
艇，投入救援战斗。

长济高速新乡东站东侧入口焦作方向匝
道由于地势特殊，暴雨后积水异常严重，交通
完全阻断。在新乡军分区指挥和协调下，7月
11日12时起，牧野区人武部、凤泉区人武部和

红旗区人武部出动干部、职工和民兵 300 余
人，车辆近60台；驻新54集团军某部出动300
名官兵，车辆10台，奔赴现场投入抢险。新乡
军分区司令员万丽华、参谋长张键全程现场指
挥，并与官兵一起跳入齐腰深的积水中，靠肩
扛手抬沙袋构筑围堰。经过 18个小时奋战，
截至7月12日下午6时，长济高速新乡东站东
侧入口焦作方向交通得以全面恢复。

突如其来的暴雨，让新乡市区一片汪洋。
早上5时，大部分市民还在沉睡，8个公交分公
司运送车长的通勤班车已经准时发出。但因
为路面积水，8台通勤班车都无法按时将车长
送到场站。同时，由于部分公交场站地势低
洼，致使三场一站积水达齐腰深，近 300台公
交车泡在水中。公司在积极开展自救的同时，
要求有条件的分公司尽可能组织车辆随机上
路，免费接送沿途被困群众。他们还派车往返
7趟帮助化纤厂、火电厂200余名滞留职工脱
困。7月10日上午7点，全市90%公交线路恢
复运行。并在 107国道和荣校路口交叉口设
立接驳点，转运往返高铁的乘客，全天接送乘
客12000余人次。

暴雨造成新乡市区3个水厂多处透水，其
中孟营水厂被迫停运。水务部门迅速启动防
汛应急预案，组织实施各项供水应急保障措
施，做好应急状态下水源管理监控，全力保障
城市供水。在入住率较高、因停电或地下室进
水造成加压设备故障的近40个高层小区设置
免费取水点，一直持续到各高层小区恢复供水
为止。

市住建委连夜对全市所有建筑工地、重点
路段进行安全隐患排查，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市政管理处迅速赶到一线巡查积水情况，对缺
失或打开排水的窨井盖，及时设置警示标志。

铁路部门对京广铁路新乡段上下行及时采
取封闭措施，指挥经过列车进入两端车站停留
待避。火车站增开退票窗口，不间断为旅客办
理全额退票、改签手续。工作人员全部到岗，疏
导、安抚滞留旅客，冒雨检查抢修线路设备，并
保障晚点列车食品、药品和饮用水的供应。

南太行景区部分游步道、拦水坝被淹没，
沿途落石不断。为确保游客安全，立即决定关
闭轿顶山、宝泉、八里沟、万仙山、关山、秋沟等
景区，通过各种方式发出紧急通告，及时排查
并妥善安置游客3847人，确保游客无一遇险。

民政部门迅速行动，储备了棉被、帐篷、棉
衣、救灾折叠床、多功能睡袋等，向受灾群众提
供充足的救灾物资。

7月9日凌晨5点，家住新乡市向阳路与
牧野路交叉口的红旗区洪门镇镇长郭潇漪被
一声闷雷惊醒。他起身一看，外面暴雨倾
盆。本想着夏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可到
了6点，暴雨丝毫没有停的意思，郭潇漪坐不
住了，赶紧叫上住在同一个小区的镇党委委
员马静茹立即赶往镇政府。小区里，大街上，
早已经水深如河。到单位不足 3公里的路
程，俩人硬是蹚了俩小时。

洪门镇位于城乡接合部，地势低洼不均，
是本次新乡特大暴雨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
辖区内的宝龙、世纪村、洪门新村内涝十分严
重。9日早7点，全镇100多名党员干部涉水
到岗，组成 7个应急小分队分头排查情况。
从9日凌晨5点到11日上午50多个小时，镇
长郭潇漪没有休息，手机打到烫手，嗓子早已
经喊哑说不出话。

57岁的新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七
大队民警刘兴跃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依然
和战友一起参加抢险。7月 9日 11时许，刘
兴跃在南环路朱召铁路桥地下道跟同事蹚水
帮市民推车时，不慎跌入半米深的排水沟内，
膝盖流血不止。他站起来继续推车，最终将
抛锚汽车推到安全区域。

今年 32岁的红旗区诚城社区党委副书
记刘涛，从7月 9日上午，就开始奔走在辖区
的小区和庭院之间，组织抢险自救小分队，带
领群众清理杂物、淤泥，扛沙袋，开展抢险自
救；和社区干部一起逐户敲门排查，急救独居
老人，发放救灾物资。三天三夜，刘涛饿了渴
了就啃口面包喝口矿泉水，累了就打个盹，7
月 12日下午，在挨家挨户发放救援物资时，
劳累过度的他突然晕倒在地，被紧急送到医
院救治。

9日早上7点多，地处辉县市区南郊的孟
庄镇南李庄社区，面临被洪水围困的危险。
南李庄社区党支部书记范海涛第一时间冒着
大雨，蹚着齐腰深的洪水赶到现场，带领 20
多名党员组成抗洪抢险先锋队，社区群众积
极响应，及时调来铲车、沙袋，历经两个多小
时的抢险，很快将社区门前的地基抬高了 2
米，成功挡住了水患，排除了险情，确保了社
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据统计，新乡本次暴雨共造成52.13万人

受灾，直接经济损失14.98亿元，农作物受灾
面积41.67万亩，倒塌房屋444间，严重损坏
房屋431间。

7月 11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尹晋
华赶赴新乡抢险一线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在高铁新乡东站，在南水北调总干渠百泉
镇杨庄渡槽，在石门水库，在辉县市胡桥办
事处南观营村……每到一处，尹晋华都实
地察看灾情，询问抢险进程，了解受灾群众
情绪，鼓励群众积极生产自救，要求各级各
部门都要增强防汛主动性，打好防汛主动
仗，确保安全度汛。

新乡市枫景上东、宝龙小区等十几个地
下设施或居民小区由于积水严重，影响了群
众生活。7月12日，市委书记舒庆用整整一
天时间，先后深入16个积水严重的小区，查
看督导排水情况，看望受灾群众。舒庆说，
早抢险一分钟，受灾群众就少一分钟煎熬。
相关部门要将排除小区积水当作一项重大
政治任务来抓，全力以赴，科学施策，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抽排水进度，尽快帮助受
灾群众从煎熬中摆脱出来。

京港澳高速平原路立交桥地势较低，水
量较大，排水困难，造成内涝严重，若不及时
排除，有可能影响京港澳高速正常通行。7
月 13 日下午，100 多名武警官兵还在蹚水
作业，一方面填装沙袋设置围堰防止积水倒
流，一方面用水泵全力排水。据武警新乡市
支队副支队长苏丹介绍，他们已经连续作战
几十个小时，预计14日可以完全排空。

据了解，新乡还从郑州、安阳等地联系
调度多台大型设备抽排积水。

新乡市发改委对全市物价加强监测，对
哄抬物价、串联涨价等行为严厉打击，一旦
发现一律按照最高限处罚。当地米、面、油
等生活必需品价格基本保持稳定。

新乡市卫计委针对个别超市低价处理
一些被水浸泡过的食品等存在的安全隐患
问题，及时予以查处，杜绝了问题食品流入
市场。

新乡市委市政府要求，要千方百计克服
困难，保障灾后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做好城
市除涝，重点部位排水、抢修交通、供电、通
信设施以及东孟河、西孟河泄洪等重点工
作。积极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做好灾情
统计和赈灾工作。强化防汛意识，持续做好
防汛的各项工作，对险工、险段、险点进行风
险加固，真正做到有备无患。加强社会管
理，确保全市社会大局稳定。③5

史上最大暴雨没有挡住爱情的脚步，一
对新人风雨无阻如期举行婚礼。7月 9日下
午1点半左右，穿着拖鞋、背心，一身湿透的
新郎敲响了新娘的房门。没有了“挤门”的
环节，因为门外只有一个人。

举办婚礼的酒店断电了，300多人的宾
客只到了10多位至亲。

“不论发生什么，我都要嫁给你。”新娘
周甜说，“没有宾客，没有关系。没有车队，
没有关系。没有礼花鞭炮，没有关系。只要
有你就好，哪怕你全身湿透已没有了新郎的
模样。”——这句话感动了无数网友。

9月 10日早晨 7点多，联通嘉苑的一名
孕妇即将临产，可家住高层，因停电无法下
楼。消防官兵接到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用
担架将孕妇从20楼抬到楼下送到医院。从
9日上午到 10日早晨 7点，全市共有 10名
临产孕妇被安全送到医院顺利生产。

大水退去，很多熄火车辆需要被拖去维
修，全城每个红绿灯前都排起了长队，但几
乎没有一辆车抢道、抢行，也没有急不可耐
的催促喇叭声……

本文开头提到的杨贵英老太太，今年已
经 80岁，独居在家，家中积水严重、停水停
电，家具和电器全都泡在水里，老人正在一
筹莫展时，社区干部和邻居赶到她家，帮她
把家里的积水清理出去，把财物转移到高
处：“多亏了好邻居，帮俺渡过了难关！”

“我们要自己拯救家园。”在抢险救援
“大部队”赶来之前，宝龙小区的业主们自发
募集救灾资金，通过现金、微信红包、支付宝
转账等方式，很快募集捐款 3万余元，全部
用于救灾排水开支。业主刘晓红动情地说：

“为了拯救自己的家园，大家不等不靠，有钱
出钱，有力出力！”

河南省应急救援协会组织18辆汽车组
成的爱心车队，7月9日下午2点赶到新乡市
区，刚进入救援状态，就接到当地救援协会
的求助电话，把一位被积水困住的临产孕妇
紧急送往医院；紧接着，郑州市城管局市政
工程管理处的18名员工组成救援队来了，郑
州同济医院的医护志愿者也来了……新乡
的灾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得到了全国广
大网友的“声援”，“新乡挺住”、“新乡加油”、

“天佑新乡”……一时成了网络热词。几天
来，来自省内外的救援力量和爱心救灾物资
不断涌向新乡。

战胜洪魔
温情成为强力“武器”

迎战“洪魔”
各级领导靠前指挥

快速反应
帮助群众脱险解难 分秒必争

帮群众“摆脱煎熬”

1

2
3

关键时刻
党员干部一马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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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携手在长济高速新乡东站抢险保畅通。 范孟忠 摄

民警街头紧急救助群众。 张志辉 摄

新乡市枫景上东小区居民抢险自救。 王永乐 摄

新乡供电公司配电员工深夜为受灾小区
群众架设临时电缆保证供电。 张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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