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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间

疫后打响抗洪保卫战
——湖北省红十字会系统防汛救援救助工作侧记

■ 涂文涛

6 月 8 日入梅以来，湖北省连续遭
遇9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给灾
区群众生产生活带来较为严重影响。
针对汛情猛、险情多、灾情重的实际情
况，湖北省红十字会在省委坚强领导和
总会的指导下，积极主动，认真履职，及
时组织全系统开展防汛救援救助工作，
尽最大努力做好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全
力以赴当好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得
力助手。

解群众之所忧

7月 13日，总会连夜向湖北派出以
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孙硕鹏
任组长的防汛救灾工作组，指导湖北省
红十字系统有效开展汛期救援救助等
工作。

14日，工作组先后深入洪湖市洪湖
围堤滨湖北合垸、三八湖、螺山新螺垸
泵站和螺山镇小学群众转移安置点实
地查看灾情，现场指导荆州市、洪湖市
红十字会开展汛期救援救助。

了解情况后，工作组决定把当日 9
时从湖南岳阳调集的红十字救援队派

往三八湖防汛大堤驻守，接受当地防汛
指挥部指挥调度，协助开展巡堤排险、
转移安置群众、防疫消杀等工作。

14日下午，堤坝上擎起岳阳市红十
字救援队旗帜。“9时许收到消息，10时
30分集结出发，中午 12时 20分到达现
场，这是队伍的常规速度。”救援队队长
陈华作为一名资深救援人员、红十字志
愿者，收到出发救灾的信息后，立刻奔
赴救灾一线，同时抵达的还有9名队友、
两辆应急救援车和6艘冲锋舟。

“救援队任务是坚守大堤，值守到
险情结束。”陈华立下“军令状”。他迅
速将队员分成两个小组，划段巡查，每
两小时一轮。当晚，陈华和队友们在三
八湖大堤上分班巡堤，排查管涌、加高
挡水沙袋，累了就在堤上临时搭建的帐
篷里就地和衣躺下，通宵达旦。

由于雨势暂缓，洪湖地区汛情趋
稳，根据防汛救灾工作安排，救援队在
洪湖值守任务暂告一段落，于16日中午
撤回岳阳备勤。“救援队会继续关注汛
情，做好再次出征的准备。”陈华表示。

同时，应洪湖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紧
急请求，总会工作组决定由省红十字会
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负责紧急追加饼

干、矿泉水、毛巾被、消毒液等防汛急需
物资，同时沿防汛大堤上也加密了帐篷
布设，用于卫生所、防汛人员轮休等急
需。

7月 15日，工作组先后赶至黄冈市
黄梅县濯港镇十里益海中心小学、大河
镇天门小学安置点和黄石市阳新县排
市镇中心小学安置点看望慰问受灾群
众，深入黄石市排市镇河北村、沿城区
富河大堤和网湖分洪闸查看汛情，并现
场指导黄冈、黄石两地红十字会有效开
展汛期救援救助等工作。

在益海中心小学安置点。家住桂
坝村的宋大姐领到了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送来的赈济家庭箱。一周前，突降的
暴雨将她家淹了，全家人什么都没拿就
跑了出来。“终于可以好好收拾一下自
己了，这几天都是凑合着过。”她笑着
说。

16日上午，工作组先后深入武汉市
蔡甸区消泗乡兴无垸、洪南桥实地察看
灾情。蔡甸区是武汉市本次受汛情影
响较重地区，截至7月15日8时，汉江蔡
甸站水位28.70米，超警戒水位1.20米；
北垸闸外水位 27.05 米，超警戒水位
0.55 米，防汛形势十分严峻。7 月 9 日

21时，蔡甸区启动防汛Ⅰ级应急响应，7
月15日12时调至Ⅱ级应急响应。

在消泗乡中学群众转移安置点，工
作组深入了解消泗乡群众安置转移情
况，看望慰问部分受灾群众。孙硕鹏叮
嘱省、市、区三级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要
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为第一位，因
地制宜、竭尽所能地开展救援救助工
作，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受灾群众心理疏
导工作，鼓励他们树立信心，共克时艰。

截至 7 月 20 日，总会、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累计向湖北调拨 10000 条毛巾
被、10800个赈济家庭包（箱）、5200床棉
被、2500 件夹克衫、2000 件冲锋衣和
600顶帐篷、150箱小海豚能力方、2000
箱消毒液、710 箱杀虫剂气雾剂、10000
箱脉动饮料等防汛物资，已全部分发至
灾区群众手中。

立足于防 着力于救

7 月 14 日，湖北洪湖省级湖长、省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尔肯江·吐拉洪和
孙硕鹏带领省红十字会等单位赴洪湖
市调研防汛工作，指导红十字会系统开
展防汛救援救助工作。

（下转三版）

采取有效措施 全力抢险救援
各地红十字会积极组织救援救助力量持续抗洪救灾

本报讯 （宗合）7月以来，南
方多地遭遇因强降雨引发的内
涝、山洪等灾害，已致千万群众受
灾。自灾情发生以来，各地红十
字会及时响应，积极救灾，持续救
助受灾群众，助力当地尽快恢复
生产生活。

贵州：救援队闻“汛”而动
帮助3.3万受灾群众

6 月入汛以来，贵州省出现
多轮强降雨天气，造成 9 个市
（州）不同程度受灾。面对严峻的
防汛形势，贵州省各级红十字会
先后派出红十字大众卫生、搜救
救援队和志愿服务队等 9 支 869
人次，深入受灾地转移受困人员、
宣传卫生健康知识、安置转移群
众、发放救灾物资和安全隐患排
查等，帮助受灾群众 3.3万人，提
供志愿服务近4万小时。

遵义市正安县“6·12”洪涝灾
害发生后，市红十字会迅速组织
红十字虎鹰应急救援队 13 名队
员奔赴灾情现场参与救灾抢险工
作。桐梓县“6·22”洪涝灾害发生
后，贵州省红十字大众卫生救援
队及当地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第一
时间赶赴木瓜镇参与应急救援工
作，搭建3个红十字救灾帐篷，发
放方便面、矿泉水等救灾物资，并
对该县木瓜镇、羊蹬镇的 1100余
户受灾群众开展大众卫生入户宣
传，发放宣传品，卫生包、家庭包
等物资。7月 14 日，道真县大磏
镇福星村合心组因降雨出现山体
滑坡，倒塌农房户数 26 户，倒塌
房屋间数78间，紧急转移群众48
户71人。15日，市红十字会派出
救援队携带帐篷、家庭包等物资，
赶赴滑坡安置点开展紧急救助群
众。

6 月 23 日，黔南州惠水县红
十字应急救援队及时组织搜救队
24人，紧急奔赴该县摆金镇高寨
村开展抗洪抢险工作，利用搜救
艇等工具，转移受困群众 57 户
146人。

7月8日，铜仁市松桃县甘龙
镇石板村田堡组因连降暴雨引发
山体滑坡，造成 6人失踪、6人被
困，紧急转移安置群众79户。接

到灾情报告后，省红十字会当日调
拨13余万元救灾物资，并派出省红
十字大众卫生救援队 20 名队员奔
赴灾区，于 9 日在临时安置点甘龙
中学搭建起 61顶 12平方米救灾帐
篷，临时安置200余人。

铜仁市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积极
参与江口县坝黄镇金龙村、江口县
城（内涝）、松桃县甘龙村洪涝灾害
抗洪救灾工作，出动124人次，服务
时长 29760小时，营救、转移疏散群
众650余人次。

黔东南州红十字会迅速组织
红十字大众卫生救援队和红十字
志愿服务队，奔赴凯里、麻江、锦
屏、雷山、三穗、剑河、从江、榕江、
丹寨等地，勘察灾情、疏散受灾群
众、搭建临时安置点、发放救灾物
资。为让受灾群众提高灾后防病
意识，救援队在入户发放救灾物资
同时，还向每户受灾家庭讲解灾后
卫生防疫知识，最大限度地预防传
染疾病发生。

重庆：救灾救援，红十字持续发力

截至 7月 18日 16时，强降雨导
致的洪涝、地质灾害，已造成重庆市
万州、涪陵、沙坪坝等32区县516乡
镇（街道）633150人受灾，因灾死亡
13人，紧急转移安置23833人，需紧
急生活救助10374人。

此轮洪涝灾害中，总会向市红
十字会调拨 10 万元救灾备用金和
价值 114.95万元的家庭包 2500个、
棉被1500床和冲锋衣1500件，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捐赠价值 9.2万元的
2000件达能脉动饮料，市红十字会
自筹救灾备用金 10 万元，针对“7·
15”洪涝灾害和“7·16”地质灾害共
筹集救灾款物合计144.15万元。根
据受洪涝灾害影响程度，市红十字
会向受灾较重的 14 个区县调拨了
第 4 批总价值为 144.05 万元的棉
被、家庭包、冲锋衣及等救灾物资和
资金。

6 月入汛以来，市红十字会先

后启动应急响应5次，向总会、中国
红基会上报灾情及需求，获得救灾
款物支持共计 355.77万元，市红十
字会分 5批次调拨总价值 365.77万
元的救灾物资。

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会长李如元强调，全市各级红十字
会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总
会防汛救灾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和全
市防汛救灾工作视频会议精神，进
一步提高认识，增强工作责任感和
主动性；要完善预案，进一步提高应
急响应处置能力；要严格规范，进一
步做好救灾物资的接收管理发放；
要多方筹集资金和物资，加强对受
灾地区紧急援助。

安徽：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冲

入汛以来，受长江上游来水和
多轮强降雨影响，安徽省枞阳县境
内河湖爆满、全线告急，共发生江心
洲崩岸、玄武岩矿山塌陷等58处较

大险情，受灾人口26.35万人。面对
灾情，枞阳县红十字志愿服务队闻

“汛”而动，积极参与防汛救灾，哪里
需要就往哪里冲，红十字志愿服务
队的旗帜在灾区高高飘扬。

7 月 15 日，大批应急救灾物资
需要及时运送到各安置点，装卸搬
运及分发时间紧、任务重，县红十字
志愿服务队在微信群里发布求助信
息，很快有近百名志愿者报名参加，
共搬运物资 200 多吨，为应急救灾
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志愿者周淑
萍是县烟草公司的一名退休职工，
是服务队里的热心大姐，她冲锋在
前，30 多斤的应急折叠床扛在肩
头，一趟又一趟来回搬运，不停歇不
言累，她笑称从没搬过这么重的东
西，干起来才发现自己这么有劲。
像周大姐一样的志愿者还有很多，
他们不遗余力，为防汛救灾工作默
默奉献。

枞阳县城关小学安置点集中安
置了铁铜江心洲221名老弱病残小
受灾群众，其中有不少学龄儿童。
为了减少灾情对孩子们学业造成影
响，刚参加完高考的浮山中学学生
吴凡、枞阳中学学生周洁主动报名
加入县红十字志愿服务队，每天去
安置点为孩子们辅导功课，他们就
地取材，教孩子们学剪纸、玩游戏、
画画……安置点里充满了孩子们的
欢声笑语。

城关小学安置点 94 岁高龄的
老人何汪氏，行动困难，生活难以
自理。志愿者吴琳带领一班志愿
者专门为老人洗衣、铺床叠被、送
水送饭……忙个不停。老人被照
顾得舒舒服服，笑呵呵地逢人就
夸：“这些伢子服务真好，比我的女
儿孙女儿还贴心，我都舍不得回家
了。”

解放军某部 1000 余名官兵开
赴枞阳县抗洪抢险多日，部分官兵
的头发长长了无法打理。志愿服务
队组织曹中海等 10 余名理发师多
次冒着倾盆大雨前往官兵驻地，利
用休息间隙，为战士们义务理发。

云南：紧急调拨物资驰援受灾群众

7 月 18 日，受西南气流和切变
线影响，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出现
暴雨局部大暴雨天气，导致该县平

原镇、苏典乡、芒章乡等 14 个乡
镇 1 个农场不同程度发生洪涝、
山体滑坡灾害。截至 7 月 18 日
22∶30 时，“7·18”强降雨洪涝滑
坡自然灾害共造成盈江县 14 个
乡镇1个农场10000多人受灾，因
灾失联 3 人，疏散转移群众 2460
余人。

面对灾情，省红十字会坚决
落实省委、省政府领导批示要求，
快速响应，紧急从省红十字备灾
救灾中心仓库调拨家庭包 100
个、衣服200件；协调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将达能（中国）食品饮料
有限公司定向捐赠云南省红十字
会，用于灾害救助的 1000件功能
饮料直接运往灾区。目前，这批
价值17.3万元的救灾物资已连夜
装车驰援盈江灾区。

德宏州红十字会第一时间成
立了工作专班，强化值班备勤，做
好应急处置工作，及时向省红十
字会上报灾情并请求给予物资支
持。同时，从德宏州红十字会备
灾救灾仓库向盈江县红十字会调
拨价值近 40万元的毛毯 460条，
防水雨衣 400 余件，儿童防水雨
衣3000余件、衣物1000余件驰援
盈江受灾群众。

江苏：志愿服务队连夜
赴高淳发放生活物资

当前，江苏省防汛进入关键
期，南京高潮位已超过 10 米，太
湖水位超警戒已达半个多月，南
京市高淳区水阳江连续4天超警
戒水位，该区域防汛应急响应提
升为 I级。

7 月 16 日下午，南京市高淳
区政府决定将位于水阳江沿岸的
村民转移至安置点。省红十字会
充分发挥救援救灾职责作用，从
盐城备灾仓库紧急调拨 1300 床
棉被。当晚至凌晨，省红十字会
机关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5名队
员在陈小兵副会长带领下抵达现
场，与市、区红十字会部分工作人
员及辅警一起连夜卸货，1300床
棉被放置在淳溪中心小学安置
点，待村民转移后及时发放到每
个村民手中。

▲贵州省铜仁市松桃县受灾群众在安置点领取红十字救灾物资 （黔红）

习近平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强调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弘扬企业家精神
推动企业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

新华社北京 7月 21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7月21日下午在京主
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逐步建立和不断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市场体系不断发
展，各类市场主体蓬勃成
长。新冠肺炎疫情对我

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
巨大冲击，我国很多市场
主体面临前所未有的压
力。市场主体是经济的
力量载体，保市场主体就
是保社会生产力。要千
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
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企
业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
大发展，为经济发展积蓄
基本力量。

“红十字应急救护工作站”驰援乌市
中国红基会助力乌鲁木齐开展免费核酸检测
本报讯 （红基）7 月

21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以下简称“中国红基会”）
支援乌鲁木齐的首批正压
核酸采集防护设施“红十
字应急救护工作站”从北
京启运，两套工作站由伊
利集团和水滴筹水滴公益
捐资定制。

7 月 16 日，乌鲁木齐
市报告新冠肺炎感染病
例，随着流调和筛查工作
展开，陆续有感染者确诊。
为有效降低疫情扩散风
险，乌鲁木齐市 18日进入
疫情防控“战时状态”，七
月的乌鲁木齐骄阳似火，
医护人员等防控一线工作
者等忍受酷热坚守在工作
岗位，防护服下汗水浸透
衣衫。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
就是责任。为了给核酸检
测医护人员提供更好的工

作环境，了解调研防控需
求后，中国红基会紧急向
乌鲁木齐调运在北京疫情
期间广受好评的正压核酸
采集工作站，支持乌鲁木
齐市按照“应检尽检、愿检
尽检”原则开展免费核酸
检测。

“ 红 十 字 应 急 救 护
工作站”是由中国红基
会按照疫情检测需求定
制的核酸采集设施，占
地仅 2 平米，采用生物实
验室级别的不锈钢密封
箱体、钢制密封门、洁净
新风、手套接口，工作站
内具备 10-15pa 微正压、
冷暖空调和外倾角工作
窗，有效阻止外部气流
进入。每台工作站综合
成本约为 3 万元。在保
障医护人员健康与安全
的同时，提升检测采集
工作舒适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