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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News

洪水下的民间救援队

现场搜救

据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
降水是从 7月 7日凌晨开始增大
的，夜间曾两次出现短时强降雨。
后据官方通报， 这次洪涝灾害是
安徽歙县 50年一遇的洪涝灾害。

当天凌晨 4 点，胡歌接到歙
县应急管理局电话，有人在家中
被洪水围困。 那是一户江边的居
民，家里水深已近 2 米。 胡歌穿
着救生衣游进去，背出了一位 40
多岁的女性。

上午 11 点， 胡歌和同伴完
成了紫霞路护送考生的任务，接
下来的一整天，他们继续救援。

医生被困在家里， 无法上
班， 他到各个小区护送 40 余名
医生护士上班，再运送食品等物
资；下午再次接到求助电话，6 名
人员被困楼上，水深近 3 米。“中
途有位老太太被困，我破窗进去
救出来。 ”胡歌告诉记者。

而这样的搜救，从刚进入主
汛期的 6 月就开始了。

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
司长田以堂在新闻发布会上的
介绍，截至 6 月 11 日，今年我国
总共发生 18 次强降雨过程，6 月
2 日以来是最强的一次， 强降雨
过程涉及 12 个省份， 降雨范围
非常大，强度很大。

6 月 7 日， 远在广东佛山的
菠萝公益救援队收到一条求助信
息， 桂林阳朔景区内的一家民宿
有人被困，紧急求援，经过研判，
他们决定参与。次日，菠萝救援队
驾驶橡皮艇， 将遇困的历史学家
秦晖解救出的照片在网络热传。

这场救援颇有“菠萝”特色，
救人于水火之中。 作为专业民间
救援队伍，成立 8 年来，他们救
援场数超过百次， 足迹遍布 11
个省份，地震、危化品、火灾、洪
水等多种救援都能胜任，目前有
10 位专职救援队员。

之所以前往广西救援，菠萝
公益救援队创始人王治勇认为，
主要是看到了“未来几天的降
水”有救援的必要性。 当时，桂林
持续强降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

天气，6 月 6 日 8 时至 6 月 7 日 8
时甚至打破了日降雨量历史纪
录，达到 272 毫米。

当晚， 菠萝救援队一行 10
人出发了，两辆紧急救援车备好
了各类救援工具，拖上四艘救援
艇、一艘摩托艇。

5 个多小时抵达阳朔县城。
据菠萝救援队队员甘文兴回忆，
整个县城都浸泡在水里，街上一
片漆黑，“只听到隆隆的水声”，
水已没过膝盖，队员们需要斜着
脚走以防被冲跑。

凌晨 3 点，洪峰过去，次日
上午 9 点左右，他们抵达救援现
场。 游客已经困了近 30 个小时，
缺少食物，情绪接近极点。 而队
员们并不能轻易横渡救援。 每次
救援， 都要首先分析当前的情
况，眼前一百米的河段建有两段
两三米高的溢水坝，当时可能是
做景观 ， 现在已成为致命威
胁———一旦横渡时，救援船动力
不足，漂至溢水坝，则大有可能
翻船，救援人员卷入洪流。

菠萝救援队用摩托艇测试
横渡马力，大概 30 码，就能成功
横渡。“可以”，他们拉起安全绳，
沿着绳索用橡皮艇救援。

“拉绳子的时候，他们（游
客）问我们，为什么还不行”，甘
文兴能感受到他们深深的焦虑。

专业辅助

6 月、7 月，持续降水，让重
庆、湖北的汛情相继成为人们的
关注热点。

在社交媒体上，武汉网友拍摄
的江滩公园的人形雕塑正在逐渐

“消失”，7月 1日只是没过脚踝，7
月 3日没过膝盖，7月 7日已经淹
没头顶， 周边是白茫茫的江水。 7
月 7日 7时，武汉长江汉口水位已
达到 27.3米，进入警戒水位。

这段时间， 武汉市云豹救援
队队长向东很紧张。湖北江河多、
湖泊多，再加上降雨时空不均匀，
历年来的防汛任务很重， 今年新
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更增忧虑。

组建于 2009 年的云豹救援
队， 是武汉本土民间救援队伍，

从一批资深驴友逐步成长为从
事山地救援、 城市高空救援、水
域救援等多种突发灾难救援的
综合型队伍。

2016 年，他们曾为长江流域
的大型洪灾奋战整整一个月。

“满目疮痍”，向东用了四个字总
结那一个月的救援经过。

长江武汉关水位超警戒线
后，云豹队内的应急响应提升至
一级，24 小时值班， 各组骨干队
员归队，在队部吃饭休息。

仓库的救援艇以三艘为一
组备好，五辆抢险救援车盘点结
束，随时准备出动。

2020 年 7 月 2 日， 为做好
汛期应急抢险救援工作， 武汉
市应急管理局组建了由市城
投、地产、市政等组成的市级防
汛应急抢险救援大队。 云豹救
援队等 8 支社会救援队， 被纳
入市级防汛抢险应急力量。 向
东认为，在洪灾抢险救援方面，
云豹的特色在于高科技手段丰
富，能用无人机快速搜救，投放
救生圈等。“我们主要去那些难
的（救援现场）。 ”

据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解，
目前大多专业应急救援队，都在
辅助当地应急部门进行人员转
移和搜救。 贵州弘剑搜救队委员
会委员张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应急管理部门成立后，民间公
益救援队与政府应急力量联系
越来越密切，他们常参加政府部
门的联合演练。

2019 年 5 月，应急管理部举
办过一场为期三天的应急力量
技能竞赛，全国各地有 333 支社
会应急力量队伍报名参加，赛前
六个国家级培训基地对 27 个民
间救援队，开展为期近一个月的
训练。

2019 年 5 月 30 日， 贵州省
应急管理厅授牌弘剑搜救队为
贵州省水域公共安全救援队，张
楠说，目前弘剑搜救队每次出队
行动，都向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报
备，信息互通有无。

2020 年 6 月 8 日，惠州蓝天
救援队就是接到了龙门县龙华
镇政府的求援，需帮助转移受困
村民。

6 月初的强降雨在广东惠州
下了一周，当地龙潭镇累计降雨
达 1140 多毫米。 赶到现场后，当
地的整条街已经淹至二楼，通讯
信号已断。 被围困的村庄里，每
座房子都像孤岛， 周围一片泽
国。“有人吗？”“有人在里面吗？”

救援队员的任务是逐户搜
索，转移受困人员。但水流急，“水
冲着船走”，惠州蓝天救援协会会
长利立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三
个行动小组忙乎了一整天， 直至
22时 40分，救援任务才结束。 他
们共转移受困人员 116 人； 搜索
楼房近 100 户； 运送物资约 10
次，往返巡回 30余次。

灾后重建

面对洪灾，除了应急救援，也

有一批救援队致力于灾后重建。
2014 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发

起一个人道救援网络，国内外 29
家公益组织参与，目的是快速响
应救灾。

该网络采取属地原则，由当
地的公益机构就近报灾。 广西心
香公益社工服务中心是该网络
在广西的枢纽机构。

6 月 11 日，广西心香公益社
工服务中心理事长李冬靖前往
广西荔浦市双江镇保安村勘察
灾情。

灾后的道路泥泞不堪， 原来
水泥路上铺的沥青被洪水切割成
块，冲向旁边的稻田，房子倒塌的
人家都被安置到镇上过渡， 村支
书带着几个村民帮忙清淤。 每家
每户门口，都是成堆的，被水浸泡
的衣服、鞋子、锅碗瓢盆、电器，自
行车，沾满黄泥，滴着污水。

李冬靖站在灾后的黄泥浆
里，看着门口的荔枝树。

据村民讲述， 洪水袭来时，
84 岁的爷爷拉着小孙女出了门，
找高处躲，门前荔枝树下恰好放
了一把纳凉的板凳，老人和孙女
踩着板凳爬上树，10 多分钟后，
房子在洪水中倒塌。 眼下，板凳
则早已被冲走，而老人心心念念
要回来，在废墟上搭帐篷。

灾后生活急需应急资源。
李冬靖向基金会申请了 500

套家庭保障箱，内有衣物、棉被、
妇女用品等临时应急物资。 可卡
车最后开来的时候，600 箱物资
得分一半给其他受灾地区。“灾
多物少也只能这样了”， 李冬靖
有些无奈。

6 月汛期以来， 壹基金也启
动了它的联合救灾网络， 在贵
州、重庆、四川、广西、广东、湖
南、湖北共七省份，响应开展 27
次救灾行动。

在湖北，壹基金救灾网络的
协调枢纽是孝感市义工联。 孝感
市义工联合会会长周文告诉南
方周末记者，2016 年， 长江中下
游流域发生洪水灾害，媒体称为

“再现世纪洪水”。 当年，面对洪
灾， 他们感到自己参与其中，但
响应不迅速、不及时，救援也不
专业，而外地的公益组织进驻湖
北救援，又不如他们熟悉情况。

在 2016 年的洪灾后， 他们
决定通过壹基金的支持，搭建湖
北省救灾联盟。 哪里发生灾害，
由当地的公益伙伴核查、 勘灾、
快速上报，壹基金拨付资金及物
资，孝感义工联负责协调、转运。
今年 2 月，这个网络在新冠肺炎
疫情的抗疫支援中也发挥了极
大作用。

他们参与救灾主要提供灾
后过渡期的应急保障，物资里有
棉被、粮油等，还有锅碗瓢盆。 壹
基金“儿童温暖包”里有应急物
资、书包、画笔等。 但基金会、公
益组织没有资源和能力承担大
面积的重建，田里的稻谷只能等
待政府统筹救灾， 下拨种子、化
肥，弥补一定的损失。

（下转 11 版）

““2020 年 7 月 5 日以后，
梅雨趴在长江流域上空 ，大
雨暴雨几乎紧贴长江干流 。
重庆、贵州 、湖北、安徽等省
份都进入防汛关键期。

7 月 7 日，高考首日，安
徽歙县河水倒灌进城区，导
致城市内涝。 歙县中学和歙
县二中两个考点两千多名
考生仅有五百多人到达考
场的事件迅速成为当日的
热点新闻。

当天街道上 ，黄山市山
越应急救援中心歙县分队
的志愿者成为一支重要的
救援力量。 分队队长胡歌告
诉南方周末记者 ，他们当天
凌晨 4 点开始工作 ，他个人
先后送了 20 余名监考老师，
用冲锋舟护送 60 名考生，最
后甚至护送了高考试卷。

6 月以来， 我国大部分
地区进入主汛期 ，特别是南
方地区多次出现强降雨过
程。截至 7 月 3 日 9 时，今年
以来洪涝灾害造成贵州 、四
川 、湖南 、广西 、广东 、湖北
等 26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1938 万人次受灾，87.5 万人
次紧急转移安置 ，35.5 万人
次需紧急生活救助。

在这些暴雨和洪水来
袭的日子，很多县市都有民
间救援队在密切关注气候 ，
盯着暴雨 、江面上涨等细微
变化 ， 积极投入紧急救助 ，
而灾后救助更有公益组织
组成救助网络，配合当地政
府转移受灾群众、救援受困
人员，提供紧急生活救助。

7 月 5 日，长江救援队汉口支队的队长夏肇敏划着桨板在水情复杂的位置巡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