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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News

闻“汛”出击
———全力救援南方洪涝灾区的公益组织

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洪形势，
多家公益慈善组织和民间救援
力量迅速启动救灾响应机制，义
无反顾地展开紧急救援行动，筑
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守护墙。

“他正抱着
洪水中的一棵树”

入夏以来，我国南方面临洪
灾考验。

“才出六安，又赶赴庐江，今
晚应该又是一个通宵。 ”7 月 22
日，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王英颉的微信朋友圈，显示他正
带队冲在抗洪抢险第一线。 当
天，平澜公益救援队在完成安徽
省六安市裕安区固镇水灾救援
任务后，紧急赶赴合肥市庐江县
同大镇连夜搜救被困民众。

晚间，当救援队与消防一起准
备连夜转移被困群众时，水位仍在
持续上涨中。据北京平澜公益基金
会理事长王珂回忆：“当时同大镇
水位上涨得很快，6米多高的电线
杆， 只有 1米多还露在水面上，平
均下来水有 4米多深。 ”

如王英颉所言，经过又一个
不眠夜，被洪水围困村庄的绝大
多数居民都已经疏散撤离。 23 日
清晨，前方救援队员驾驶救生艇
到达了一处因地形和建筑原因
形成的急流，队员们用扩音器呼
喊着“有没有人需要帮助”，就在
他们关闭发动机倾听的间歇，隐
约有呼救声传到王珂耳朵里，其
间还夹杂着养殖户家中跑出的
鸭子和鹅的叫声。

“呼救的位置距离我们大约
三四百米，树枝多且密，搜救人
员一度只能听到声音，却找不到
人。 ”王珂描述说，求救者就像藏

在了树里面， 直到他们扒开树
枝， 才看到一位老人抱紧树干，
身体已经有些发僵，他们急忙把
他拉上救生艇。

据获救老人说， 天亮后，他
游泳出门找食物，但很快就体力
不支， 幸好及时抱住了一棵大
树，这才没有被水冲走。 直到救
援人员到来将其救下，老人已经
在水里泡了两个多小时。

记者了解到，平澜公益救援
队在庐江的搜救行动一直持续
到 23 日下午， 转移民众 50 余
人。 根据需求，他们将持续在一
线开展救援赈灾工作。

“我们尽己所能，
永不言弃”

南通绿舟救援队响应联盟
号召，两车 3 艇 6 人携带相关装
备， 于 7 月 20 日中午从江苏南
通出发，向固镇挺进。

因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六安

市部分河道上涨倒灌。 晚上 8 点
左右到了固镇，队员们发现灾情
远比想象中的还要严重，他们来
不及吃一口饭就立刻投入到湍
急的水流中。 当天的救援工作持
续到深夜 11 点多， 转运受困群
众 150 余人。

哪怕已累得筋疲力尽，吃喝
只有瓶装水和泡面，心急如焚的
救援队员还是在次日早上 7 点
就赶到了固镇六合村，那里还有
被困待援的村民，他们中大多数
是留守的老人和儿童。

转运过程中，一名妇女拦下
了救生艇，想跟船去寻找患有癌
症晚期的老父亲。 当时巷子里面
船进不去，巷口还有一辆三轮车
堵着。

评估现场，救援总协调王海
峰考虑到水流太急， 安全性不
高，奈何妇女哭诉家中断电断水
已经两天，父亲救命的药也用完
了，她哀求救援人员想办法救出
两位老人。

“说实话，那时内心挺纠结，
因为现场情况实在太危险了。 可
人心都是肉长的，救人最重要。 ”
看着妇女一直无助地哭泣，王海
峰和队员商量了一下救援方案，
他们用绳子把船固定，王海峰在
船上掌舵、控制船体。

由于水下有很多障碍物，不
能使用动力，只有涉水慢慢移进
去。 艇上的队友下船后，水一下
淹过了脖子。 待救老人住的房子
是前后楼，中间是天井。 患病老
人无法下水，救援人员给他们穿
好救生衣，从后楼阳台上用梯子
搭到前楼楼顶，穿过天井，带着
一家三人一点点爬出来，再在前
面楼顶用绳子一个个把他们吊
放到船上。 在经历了一个多小时
的救援后，一家人被安全送到集
合点。

“救援难度太大， 完全超出
想象。 ”王海峰说，面对险情如果
再选一次，他还是会和队友一起
把老人救出来，“在生命面前，我

们尽己所能，永不言弃。 ”
“团队协同作战，调度得当，

哪里需要帮助， 哪里就有绿舟
人。 ”北京绿舟应急救援促进中
心主任李峰告诉记者，南通绿舟
救援队、余干绿舟救援队、铅山
绿舟救援队等应急力量均参与
了此次南方抗洪抢险。

完善机制
实现精准化救援

“我们有铲车、 有钩机”“我
们有皮划艇”“我们有冲锋舟”
……7 月 23 日上午，邯郸 6 支民
间志愿者救援队在抗洪抢险救
灾动员会上“亮家底”“表决心”

“共谋划”。 他们组成 2020 防汛
抢险救灾志愿者联盟，资源提供
给联盟共享：“发生险情时，谁的
队伍距离近谁就先到，小事故单
队去，大险情一起上。 ”

“这是我国民间公益救援的
一个缩影。 ”李峰向记者介绍了
“绿舟” 这些年面对灾害救援时
的专业操作。 每次接到求助，由
他和其他 6 名成员组成的执委
会首先进行决策评估。 诸如影响
到了多少人？ 房屋倒塌和人员伤
亡情况如何？ 如果决定前往，马
上召集报名，在自愿报名的志愿
者中选择能力匹配的。 同时，跟
政府部门报备， 组织装备物资，
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用生命挽救生命， 只有专
业技能和经验兼备，才能有效地
帮助别人并保护自己。 ”在李峰
看来，以专业化为依托，才能真
正撑起义务救援的爱心之举，
“每一次救援， 执委会始终在后
台调度，确保救援精准有效。 ”

（据人民政协网）

当洪水袭来时，来自各行各
业、 各个年龄段的志愿者们，积
极奔赴防汛一线。

他们，有的稚气未脱，有的
刚下抗疫战场。

他们，用汗水在大堤上点亮
志愿之光， 只为一个共同的使
命：保卫家园。

汛期不过不下堤

7 月 27 日凌晨 6 时， 监利
下着大雨。

长江干堤柘木乡 1 号哨所
外，11 个穿着雨衣套鞋的身影，
手拿木棍，一字排开，仔细排查
险情。

约 1 小时后，他们才回到哨
所。另一队人接过雨衣、木棍，开
始新一轮巡查。

在该哨所数十名值守人员
中，有两张略显稚嫩的面孔———
20 岁的王家乐和 21 岁的王灿。

两人家住柘木乡桥燕汪村。

不久前， 看到防汛形势严峻，他
们主动找村支书申请上堤值守。

7 月 19 日， 两人到哨所报
到，自此就吃住在堤上，再没回
过家。

刚开始，他们对巡堤工作不
熟悉，就寸步不离跟着其他队员
学习。 熟悉巡堤流程后，每天轮
班巡堤五六次。休息时就在简易
床上睡一会儿，胶鞋浸满汗水也
不脱，随时准备起身巡查。

两名小年轻还在哨所当上
了“小老师”。

“他们自带笔记本电脑，
帮乡里设计了巡查记录表。 现
在，全乡所有哨所都按这个表
来记录巡查情况 ， 规范又明
了。 ”柘木乡教育干事曾德银
介绍说。

巡查时要拍照留档，有些
年纪大的队员不会用智能手
机。 王家乐手把手教他们，如
何在照片上添加时间、地点的
水印。

王家乐在武昌职业学院士
官学院上学，今年 12 月，他就要
去部队锻炼。

对他来说，上堤防汛既是保
卫家园，也是自己成为一名优秀
士兵前的历练。

王灿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
家里是精准扶贫对象。“受恩于
党和国家，更应当反哺社会。 汛
期不过，我不下堤。 ”他说。

在武汉市新洲区长江河道
堤防管理段， 也有多名 00 后在
坚守。

18 岁的王天喜刚结束高
考，就随父亲上堤。“我在这里长
大，想来守护家园。 ”他说。

武汉工程大学大四学生占
煜常值守到凌晨 3 时，“我父亲
是一名退役武警，过去常奋战在
抗洪救灾一线，我也想和他一样
扛起这份责任。 ”

“之前在社区抗疫，现在又
来防汛，我也是一名战士了！”华
中农业大学大二学生曾欢俊说。

白衣战士又出发

“防暑降温、蚊虫叮咬、头疼
感冒……”7月 29日 15时，黄飞
仔细检查了一遍要带上的药物，
开始到长江赤壁干堤沿堤巡诊。

黄飞， 赤壁市人民医院医
生。 7 月 8 日，得知赤壁正在招
募防汛医疗志愿者， 他当即报
名，“刚从抗疫战场上下来，想再
为防汛出点力。 ”

次日，他收到赤壁防汛指挥
部通知，安排他为驻守长江赤壁
干堤的防汛人员提供医疗服务。

黄飞住进堤边宿舍，每天上
堤巡诊两次。

赤壁干堤上有 17 个哨所，
巡诊时， 黄飞会挨个进去查看。
遇到年纪大的值守人员，还会给
他们量血压、发降压药，一遍遍
叮嘱，只要有身体不适，就立即
给他打电话。

7 月 26 日傍晚，黄飞接到 2

号哨所电话，称有五六名值守人
员同时腹泻不止。 他立刻赶去，
经诊断，是轻微食物中毒。 黄飞
给他们开了药。 此后几天，他每
天都要专门询问他们的情况，直
到完全康复才放心。

“我来的时候，医院给我准
备了常用药物，全力支持我参与
防汛志愿工作。 ”黄飞说。

作为医疗志愿者，黄飞并非
孤军奋战.

在黄冈活跃着一支 40 人的
卫生健康防汛志愿服务队。他们
全力以赴，为一线防汛人员和转
移安置群众提供送医送药服务。

在武汉，8 旬老中医给防汛
人员送来自制清热解暑茶，为他
们把脉问诊。各区卫健局也成立
了志愿医疗队，为安置点群众送
医上门。

战“疫”再战洪，荆楚大堤上
的白衣战士们，又一次冲上了守
护生命的战场。

（据《湖北日报》）

奋战在抗洪一线的志愿者：逆险而行守护家园

7 月，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救援队在安徽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