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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静 曾鸣）7 月
20日以来，郑州特大暴雨牵动亿万人
的心，多家企业纷纷捐款捐物支援防
汛救灾。其中电商平台企业利用线
上线下优势，一方面为居民提供紧急
救援、医疗服务等帮助，另一方面开
放物资储备，为居民免费发放生活物
资，积极参与保供工作。

21日，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宣布
捐助 1.5 亿元，用于救灾和灾后恢复
工作。阿里旗下高德地图发布“河南
暴雨积水地图”，为用户及时提供避
灾信息；阿里云“郑州城市大脑”医疗
120 急救系统全力支持救护车调度
保障；菜鸟物流调动郑州及周边地区
的运输配送力量，24小时响应，全力
支援抢险救援和居民生活物资配送；
盒马集市河南仓向郑州市 7000个社
区免费提供首批 45万件蔬菜、粮油
等生活日用品。

蚂蚁集团宣布捐赠 1 亿元支援
防汛救灾。其中，首笔 1000 万元由
支付宝公益基金会联合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河南省妇联，为郑州等地
的受灾社区、一线救援队、武警官兵
紧急支援3万包物资，包括1万个“防
疫包”、1万个“生活包”、1万个“食品

包”。
美团公益基金会宣布捐赠 1 亿

元，为河南受灾群众生活安置、灾后
卫生防疫等提供服务。此外，美团免
费开放郑州地区的零售仓储物资，第
一批捐赠物资包括水、米面粮油、果
蔬等 63万件商品，将在防汛指挥等
部门指导下，做好应急物资调配。

21 日，拼多多宣布首期捐款 1
亿元助力河南抗灾，并紧急上线“应
急救灾物资反馈入口”。郑州“多多
买菜”加急盘点本地所有网格站点
的食品、药品等救急物资，免费用于
保障周边市民救灾及生活需求。拼
多多技术团队第一时间开发上线

“应急救灾物资反馈入口”，提供信
息对接和物资支持，受灾群众及相
关社会机构均可通过此入口反馈相
关信息。

21日中午，京东首批 20余辆车
的捐赠物资抵达中牟县。河南发生
汛情后，京东快速组织力量，从距离
最近的郑州亚一智能仓库紧急调拨
大批铁锨、救生衣、雨衣、胶鞋等防汛
物资以及矿泉水、方便面、火腿肠等
生活物资，由京东物流紧急驰援受灾
地区。③5

□本报记者 李林

7 月 21 日午后，郑州的雨渐停。
城市迅速进入“恢复”状态。

13时 24分，记者在郑州市花园路
看到，农业路至国基路段积水已退，路面
较为畅通，尽管部分交通路口的红绿灯
还未恢复使用，但车辆行驶却相当有序。

一夜的大雨将道路上的隔离带冲
散，一批市政工作人员在加紧清扫路
面和归位隔离墩，相关负责人表示：

“等大雨完全停下来，还会马上补种花
草，道路照样会好看得很！”

据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反馈的消息
称，截至 21日下午，市内部分主干道
已经退去积水，通行顺畅；积水尚未退
尽的路段，也加派市政人员进行现场
抽水作业，环卫人员清扫保洁，加速道
路恢复通行能力。

“车动起来，人动起来，城市正常
的生产、生活秩序就可以加速恢复
了。”在农业路值守交通岗的一名民
警，已经在路口奔走到腿部抽筋，但仍
在为城市的“复苏”坚守岗位。

雨停间隙，不少行人骑上了共享
单车出行。为此有关部门及时发布消

息：已协调在郑共享单车企业，开展免
单服务。这暖心的举动、柔性的管理
更加助推城市的“复苏”。

趁着雨歇，有憨厚的瓜农大哥在
立交桥下卖瓜，还是大雨前的老价钱，
一块五一斤！朴实无华的信念，是城
市加速“复活”的动力!

在一个十字路口，记者看到有坐在
私家车后排的人向窗外用力挥手，似乎
是在向亲人报平安。一场大雨，让更多
的人发现了自己内心的珍惜与真爱！

远处还能看到乌云飘来，也许还会
有雨，但城市的“复苏”不会停歇！③9

城市加快“复苏”

八方紧急驰援郑州

本报讯（记者 李倩）近日，河南
多地遭遇大暴雨，郑州遭受严重内涝
灾害。7月 20日，河南省红十字会启
动一级应急响应，广泛动员全社会力
量加入抗洪救灾工作，在全省范围内
动员调配 11支专业红十字应急救援
队伍奔赴救灾一线开展救援。

7月 21日凌晨2时 20分，郑州市
红十字会向社会发布接收防汛救灾

捐赠款物方式，众多社会企业、爱心
人士和网友纷纷解囊相助。据统计，
截至 7月 21日 17时，郑州市红十字
会已接收社会各界捐款 17605.85万
元，首批资金 6660 万元已安排向社
会发放。红会也将对捐赠款物进行
公示，邀请纪委、审计等相关部门进
行监督审计，保证使用好每一分资
金。③5

郑州市红十字会

已接收捐款17605.85万元

本报讯（记者 孙静）河南省商务
厅7月 21日发布消息，目前郑州市肉
蛋菜等物资储备正常；大型商超和便
利店大部分正常营业，正积极调配货
源。

目前，郑州市储备企业肉蛋菜商
业储备均正常，其中双汇猪肉储备2万
吨，藏金源猪肉储备2000吨，汇德牧
业鸡蛋储备50吨并保持正常每天鸡蛋
生产20吨，但不同程度存在向市区配
货难问题。农贸批发市场方面，全市
138家农贸市场，开门营业110家。市
场库存可保证市民3天消费需求。

商超方面，丹尼斯、永辉、大润发
等大型商超企业纷纷发出保供稳价
承诺函，承诺保障民生商品供应、不
涨价。同时调配全国资源，加大蔬

菜、粮油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障
库存、供应充足稳定。

目前，省商务厅已紧急成立省防
汛保供领导小组，向全省商务系统发
出做好防汛保供稳价和安全经营工
作的通知，同时启动生活必需品日
报，对全省 220家商贸企业、11个大
类、72个品种商品实施监测，每天10
点前报送前日监测情况，以进一步加
强对全省商务系统生活必需品保供
指导。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暴雨
导致的供货迟滞是短期问题，郑州市
生活必需品物资储备丰富，商务部门
及企业正积极协调解决配货问题，让
生活必需品配送车辆可以优先通行，
市民无须囤积日常生活用品。③7

生活物资储备充足
积极调配确保配送

□本报记者 吴烨 李倩

7 月 21 日，有一条微博热搜持续
数小时“霸屏”，话题叫作“昨晚的微博
评论太好哭了。”

2.5亿人次阅读量，数万网友留言，
其中有一条评论点赞者众多：亲身经历
这场暴雨，我由衷知道了，什么是深藏
在国人骨子里的无私奉献。那一刻，被
救的不仅仅是我的命，还有我的思想。

7月 18日至 21日，郑州遭遇强降
雨，众多人在行动，无数人被牵挂。一
句发自内心的问候、一个收留路人的决
定、一道飞扑施援的身影……灾难面
前，总有一件件小事、善举，让我们心涌
热流，让我们铭记前行。

那些隐藏的爱都显露出来了

21日凌晨4时，雨一直下，郑州市花
园路农业路路口的积水漫到成人腰部。

附近一家电影院里，却是难得的

静谧一幕：宽敞的放映厅里，几乎每个
座位上都半躺着前来避雨的人，有老
人，有孩子，还有孕妇。

“没想到这个夜晚能这样平安度
过。”在两公里外一家公司上班的孙宁
宁说。走进这家电影院前，她已经在
漆黑的路边站了三四个小时，“老板打
开门招呼我们喝水、休息，看到亮起的
灯，我特别想哭。”

经三路一家中医馆，在门头的电
子屏幕上打出免费提供雨伞、热水、电
源的字样；

东风路一家包子店，老板拿出所
有食材包成包子，全部送给往来的路
人……

孙宁宁说，自己第一次明白，人世
间有很多爱，平时都隐藏着，危难时候
它们都显露出来了。

让女生、老人和孩子先走

被困的那一刻，李英豪心头闪念：

我不能走，必须留下。
7月 20日 18时许，这位去年参加

我省援助湖北医疗队的河南省人民医
院的护士，和几百名乘客一起，遭遇了
郑州地铁5号线惊魂一刻。

由于暴雨积水，地铁在海滩寺站
被迫停运，乘客被困在车厢里。

一声巨响，车窗被击破，李英豪听
到有人呼喊：让女生、老人和孩子先
走！

“那是最无助的瞬间，也是我最为
郑州自豪的瞬间。”眼泪一下子涌出
来，李英豪顾不得擦，和在场男士一起
手拉手，为妇孺老人让出一条生命之
路。

随后的 5 个多小时里，李英豪和
车上其他 3 名医务人员一起，在沙口
路地铁站为需要救治的乘客做心肺复
苏。

5个多小时，3万多次按压，连续救
治14人，等救护车到来时，他的两个膝
盖已高高肿起，完全站不起来了。

温暖就在身边

“前面有坑，车往后退往后退！”65
岁的邵喜福连连大喊。

从20日中午12时起，在丰华路与
北三环路口，因为路面塌陷又被水覆
盖，他站在雨中，提醒过往的司机和行
人，一站就是 8个多小时，水位最高时
齐腰深。

一个被提醒后幸免于难的年轻
人不走了，和他一起维护交通。

“一、二，一、二”，商场前众人挽着
胳膊，喊着口号蹚过积水；

幼儿园老师全部留下，搂着哄着
回不了家的孩子们入睡；

女子被大水冲走，身边素不相识
的男子一把拽住，拼尽全力把她拖到
安全地带；

……
天灾无情，压不垮坚韧脊梁；人间

有爱，看中原众志成城。③5

郑州暴雨获救者说，那一刻——

“被救的，不仅仅是我的命”

7月 21日 11时，郑州市经三路上，消防人员出动橡皮艇救助受困
群众。⑨6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摄

7月 21日，郑州一菜市场内，蔬菜水果供应充足，市民正在选购。⑨6 本报记者
郭宇 摄

7月21日，中建三局中原分公司抢
险队员正在进行抢险救援。⑨6 本报记
者 王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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