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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达

洪水来临时，80岁的曹爷爷带
着老伴随村民一起匆匆撤离。

“啥都没带出来，户口本都给泡
烂了。”曹爷爷是河南省巩义市小关
镇水道口村村民，两个儿子在郑州
打工，家中只有他和老伴二人。

7 月 21 日，特大暴雨引发的山
洪来临时，他甚至连家里的现金都
没来得及取出，就被村干部和村民
紧急转移到村委会新建但尚未启用
的办公楼里。这是水道口村唯一的
受灾群众安置点，里边暂住着 200
余名家园被毁的村民，绝大多数是
老人、妇女。

曹爷爷和老伴就住在其中一
间。不大的屋子里，挤着 5 张床和
18个地铺，每个地铺之间的距离不
足30厘米。因为年龄较大，他们得
到了其中一张床，是别人帮忙从已
坍塌的屋中抬来的。

“现在最缺的就是折叠床、驱蚊
灯和夏凉被等生活物资。”村支书
说，该村共有 1000 余人，受灾面积

达 95%，是巩义市受灾最重的几个
地方之一。目前，安置点统一起伙，
21日开始供应热食，23日又新建了
4个临时公厕，生活得到基本保障。
因为撤得急，很多村民目前急需基
本生活用品。

“灾情发生后，我们按照响应级
别迅速启动赈济家庭箱项目，从湖
北、山东、甘肃等地调配首批 5000
个家庭箱驰援河南，其中 4000个在
郑州发放，1000个在新乡发放。”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救灾工作组成员胡
星奇介绍，根据灾情判断，中国红基
会计划向郑州、新乡、鹤壁等地提供
约5万个家庭箱，其中第二批11000
个已经在路上，于 26 日运抵，第三
批的32400个正在紧急采购中。

25日上午，曹爷爷所在的水道
口村安置点村民领到了这批远道而
来的家庭箱，附近村民也闻讯赶来，
协助卸车、搬运、登记填表。

“我们也是这里的村民，虽然这
批箱子要优先提供给安置点的灾
民，但大家乡里乡亲，所以专门过来
帮忙。特别感谢政府、红十字会和

社会各界对我们水道口村的关注，
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村民吴先生
说。

因为年龄较大，曹爷爷获得优
待，很快就领到了家庭箱，并由志愿
者（附近村民）帮忙送到房间。

“有拖鞋、碗筷、牙膏、牙刷
……”坐在床上，曹爷爷现场开箱，
一样样打开清点，递给老伴。出来
时啥都没带，这一箱看似普通的生
活用品，将是他们在安置点最重要
的“家产”。

“这被子质量真好，晚上就能用
上了！”看到曹爷爷最后从箱子中拿
出一条漂亮的夏凉被，舍不得拆封，
一名围观妇女说道。她是曹爷爷的
邻铺，一床薄薄的褥子又潮又脏，下
面是坚硬的地板砖，她一夜没睡踏
实。

“里边要是再有点蚊香和消毒
用品就好了。”一名村干部有些不好
意思地提出要求。洪水过境，蚊子
肆虐，村民家里的生活用品和家具
都被淤泥泡过，驱蚊和消杀用品的
需求很大。

“好！这一批来不及，我们下一
批箱子就加上这些！”现场工作人员
立即记下了他们的需求。目前正在
进行采购的 32400 个家庭箱中，已
经加入了蚊香、口罩、消毒湿巾、乳
胶手套和84消毒液。

“每次救灾，在基本生活用品保
持不变的情况下，我们都会根据灾
区需求进行临时调整，比如在四川，
可能会装上两瓶泡菜，能开伙的话，
会有米面油。”胡星奇说。

赈济家庭箱是中国红基会的传
统赈灾项目，目前已向河南调拨首
批 5000 只，第二批、第三批也在运
输或采购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
灾情发生后，向河南紧急调拨了
6000个赈济家庭包及单帐篷、毛巾
被、夹克衫等，该批物资已悉数发到
受灾群众手中。

来自全国各地的 70 余支红十
字救援队正在灾区持续开展水域救
援、防疫消杀和赈济分发等工作，目
前已搜救和转移受灾群众3万余人
次。

7 月 26 日上午 9 时，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700只赈济家庭
箱运抵河南省新乡市凤鸣区耿
黄中心小学安置点。

（刘长春）

本报讯 （宗合）近日，河南持
续遭遇强降雨，郑州等城市发生严
重内涝，一些河流出现超警水位，
个别水库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灾情发生后，中国红
十字会系统迅速行动，向灾区捐款
捐物，并派出救援队，全力援助河
南省抗洪救灾工作。

“河”你一起，共渡“南”关
中国红十字会系统紧急驰援河南暴雨洪涝灾区

7月21日晚，广西中恒集团通
过广西红十字基金会向河南省捐
赠价值100万元的生活用品、药品
等物资，支援河南省抗洪救灾工

作。
22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

字会向河南省红十字会援助20万
元，用于支持抗洪救灾工作。

根据河南地区洪涝灾情发展，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将河南省洪涝
灾害应急响应调至二级，向灾区追
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棉被
等救灾物资和救灾款。

根据河南省红十字会灾情需
求，总会已调派安徽、陕西、宁夏红
十字赈济救援队配合河南省、郑州
市、新乡市红十字会开展捐赠物资

接收、调拨、发放工作，调派山东、
江苏、浙江、安徽红十字水上救援
队和湖北英山、四川泸州红十字救
援队骨干队员在新乡灾区开展受
灾群众救助转移安置工作，调派湖
北、贵州红十字供水救援队评估小
组进行需求评估，救灾工作进展有
序。

总会：追加救灾款物，调派多支救援队

灾情发生后，河南省红十字会
立即启动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
在总会指导下，从全省调派专业红
十字应急救援队伍 37 支，开展人
员搜救、转移安置等工作，并拨付
紧急救灾备用金采购受灾群众急

需物资。
河南省红十字基金会成立抗

洪救灾筹资领导小组，加强与省民
政厅协调配合，在腾讯、水滴公益
平台开通了救灾善款捐赠渠道，为
社会爱心力量开辟高效捐赠通道。

河南红会：调派37支红十字应急救援队

7月21日，江苏省红十字会党
组决定，紧急向河南省红十字会捐
赠资金30万元。全省各级红十字
会安排专人24小时值班接受爱心
企业和爱心人士为河南灾区捐赠。

截至 7 月 23 日 17 时，省红十
字会累计接受捐赠款物1608.03万
元，其中资金1601.18万元、物资折
合人民币6.85万元。

7月21日上午，齐力建设集团
通过张家港市红十字会向河南灾
区捐赠总价值 4.86万元的冲锋舟
10 艘，并于 21 日下午紧急运往河
南灾区；21日下午，追觅科技有限
公司通过苏州市红十字会定向捐
赠50万元；22日上午，江苏斯迪克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泗洪县
红十字会捐赠100万元；江苏中南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海门
区红十字会定向捐赠 1000 万元。
同日下午，海门爱心市民石玉花联
系海门区红十字会，表示自费包车
向郑州灾区捐赠 3 万瓶矿泉水。
目前，该批物资已于 22 日傍晚紧
急运往郑州。

23 日下午，南通师范学校第
二附属小学23名学生在家长陪同
下来到南通市红十字会，代表 48
名同学捐款 8550 元；常州山东商
会会长王伟代表30余家企业通过
常州市红十字会捐赠15万余元善
款。

江苏红会：紧急支援河南救灾救援工作

7 月 22 日，继向河南省红十
字基金会拨付 455 万元救灾资金
后，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再向河
南省新乡市红十字会捐赠 170 万
元。

省红十字会表示，此次捐赠的

170万元用于采购排水设备、生活
用品、食品等救灾物资，支持新乡
抗洪救灾工作。

截至 22日 18时，江西省红十
字基金会已拨付625万元，支援河
南暴雨洪涝灾区。

江西红会：再向河南捐赠170万元

7月22日，陕西省红十字基金
会紧急启动应急预案，经省民政厅
批准，在腾讯公益平台申请“驰援
河南”筹款项目，立项100万元，用
于保障当地群众人身安全和紧急
采购救灾物资。仅用18个小时便
募捐100万余元，善款已转捐至河

南省红十字基金会。
25 日下午，陕西省红十字赈

济救援队接到总会通知，迅速集结
10 名队员，赴河南洪涝灾区开展
救援，重点协助当地做好社会捐赠
物资的管理和发放工作。当晚 21
时，10名队员赶赴郑州。

陕西红会：募捐100万元援助河南

7 月 23 日，根据总会统一部
署，浙江省红十字会迅速派出水上
救援队，奔赴河南新乡参加暴雨洪
涝灾害救援行动。

当天上午，省红十字水上救援
队迅速抽调绍兴市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2名、省红十字（绍兴）赈济救
援队队员 11 名、省红十字（新昌）
应急搜救队队员 10 名、省红十字
无人机救援队队员2名，共计25名
救援骨干。水上救援队迅速调集

包括 6辆装备车、6艘动力艇、4块
桨板、2 套夜间照明无人机、水上
救生单兵装备和后勤补给设施等
在内的一批救援设备。为保障救
援队员的人身安全，省红十字会为
每位队员购买了保险。

经过 16个小时的长途跋涉，7
月 24日上午 10时，浙江省红十字
水上救援队25名队员赶到河南省
新乡市，按照总会救灾工作组安
排，赴牧野区开展救援工作。

浙江红会：水上救援队转移受困群众

按照总会统一部署，安徽省红
十字会立即组建赈济救援队和水
域救援队赶赴灾区。赈济救援队
6 名队员于 7 月 22 日下午到达郑
州，在当地开展救灾工作。省红十
字会另外从淮北市红十字救援队
抽调 20 名骨干队员，赴新乡市开
展救援工作。

省红十字会通过省红十字基
金会，利用支付宝公益、腾讯公益
等平台发起“洪灾救援皖红在行
动”公益项目开展募捐活动，短短
两天时间募集救灾款600余万元。
目前省红十字会已向河南省红十
字会紧急拨付500万元，支持当地
抗洪救灾工作。

安徽红会：派出救援队并紧急拨付500万元

7月21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
市昆都仑区红十字人道救援志愿
服务队向区红十字会提交请战书，
申请赴河南开展救援行动。22日
9时，救援队派出14名志愿者，1台
设施完备的救护车、两台私家车及

专业救援装备和社会捐助的救灾
物资，赶赴河南受灾地区。

23 日凌晨 3 时 40 分，救援队
抵达郑州。当日 10 时，救援队和
其他多支救援队一起赶往新乡，参
与人员转移任务。

内蒙古红会：救援志愿服务队抵达河南

7 月 24 日，根据总会统一部
署，宁夏红十字会立即集结 12 名
赈济救援队队员，携带救援装备，
迅速赶赴河南省新乡市开展救灾
救援工作。

截至目前，自治区红十字会系
统共接受河南暴雨洪涝灾害捐款
14.42 万元，物资价值 59.90 万元，
总计74.32万元。

宁夏红会：赈济救援队紧急驰援新乡

广西红会：捐赠总价值120万元款物

7月23日，云南省红十字会将
第一笔救灾款20万元拨至河南省
红十字基金会，其中 10 万元用于

灾害救援紧急备用金，10 万元用
于采购救援物资。

云南红会：首笔捐款20万元驰援灾区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向河南受灾地区紧急调拨5.4万余个赈济家庭箱（包）

洪水过后的“方舟”

接 力

王可赴河南指导红十字系统防汛救灾工作

本报讯 （宗红）根据河南省洪
涝灾情发展，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
灾区调拨的 370 顶单帐篷、3000 件
冲锋衣、1000 件夹克衫、4000 条毛
巾被、7500床棉被、16000个赈济家
庭包、34200 份即食食品、15000 箱
饮用水及营养品和救灾资金，已按

照救灾需求、使用计划进行发放和
执行。

截至 7月 26日，总会协调各地
红十字会派赴河南的救援队伍共
78支，主要包括水上救生、搜救、赈
济等类型，救援队已在郑州、新乡等
地搜救和转移受灾群众 3 万余人

次。
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四

川、湖北等地红十字水上救援队
在郑州、新乡灾区开展受灾群众
救助转移安置，安徽、陕西、宁夏
红十字赈济救援队配合河南省、
郑州市、新乡市红十字会开展捐

赠物资接收、调拨、发放工作。同
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正在组织
红十字志愿者配合社区开展消杀
防疫等工作。7 月 25 日，湖北、贵
州的红十字供水救援队奔赴河
南，为受灾地区群众就近提供洁
净生活用水。

78支红十字救援队奔赴河南，转移受灾群众3万余人次

本报讯 （记者 王达）7 月 25
日，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王可率
总会工作组抵达河南郑州，深入郑
州市、新乡市洪涝灾区查看灾情，现
场检查指导红十字系统防汛救灾工
作，走访慰问受灾群众，看望奋战在
救灾一线的红十字工作者、志愿者
和救援队员，并召开河南省红十字
会救灾工作会商会。

王可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重要
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切实履行法定职责，增强责任
担当，充分发挥红十字会作为党和
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和联系群
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竭力为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贡献
力量。

王可要求，重点做好五方面工
作。一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把红十字会的救援、
救灾工作纳入当地党委政府应急
管理体系，进一步加强与应急管
理、气象、卫生健康、民政等部门的
沟通联系，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
导下，在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调度
下，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
会法》赋予的职责，做好防汛救灾
各项工作。二是积极开展对受灾
群众的生活救助，对接政府相关部
门，了解转移安置需求，及时调拨

储备的各类生活物资和社会捐赠
物资，切实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
活需要。三是严谨细致做好社会
捐赠款物接受分配和信息公示工
作，款物分配计划要经当地政府或
防指审核，确保公示数据准确、表
述严谨、手续规范，及时聘请第三
方进行跟踪审计，并配合政府部门
审计，自觉接受各方监督，切实做
到高效运转、公开透明。四是充分
发挥红十字应急救援和志愿服务
职能作用，根据需要积极调派红十
字应急救援队伍参与受灾群众转
移安置、物资分发、心理疏导、防疫
消杀与卫生宣教等工作。五是大
力宣传救灾一线涌现出的先进人

物和模范事迹，宣扬红十字精神，
弘扬正能量，及时回应社会对红十
字防汛救灾工作的关切。

21 日以来，为应对河南灾情，
总会连续派出三批工作组奔赴河
南，深入郑州、新乡、鹤壁等重灾区
考察评估灾情，指导和参与红十字
系统防汛救灾工作。

截至 7月 26日，全国红十字系
统共接受支持河南防汛救灾社会捐
赠资金15.92亿元，接受捐赠物资价
值 5278万元；总会协调各地红十字
会派赴河南的救援队伍共78支，主
要包括水上救生、搜救、赈济等类
型，救援队已在郑州、新乡等地搜救
和转移受灾群众3万余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