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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保障生命財產安全放首位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
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
近平對防汛救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抓細抓實防汛救災措施
習近平指出，近日，河南等地持續遭
遇強降雨，鄭州等城市發生嚴重內澇，
一些河流出現超警水位，個別水庫潰

壩，部分鐵路停運、航班取消，造成重
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防汛形勢十分
嚴峻。
習近平強調，當前已進入防汛關鍵
期，各級領導幹部要始終把保障人民群
眾生命財產安全放在第一位，身先士
卒、靠前指揮，迅速組織力量防汛救
災，妥善安置受災群眾，嚴防次生災

害，最大限度減少人員傷亡和財產損
失。解放軍和武警部隊要積極協助地方
開展搶險救災工作。國家防總、應急管
理部、水利部、交通運輸部要加強統籌
協調，強化災害隱患巡查排險，加強重
要基礎設施安全防護，提高降雨、颱
風、山洪、泥石流等預警預報水平，加
大交通疏導力度，抓細抓實各項防汛救

災措施。

防止
「大災之後有大疫」
習近平要求，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要在
做好防汛救災工作的同時，盡快恢復生
產生活秩序，扎實做好受災群眾幫扶救
助和衞生防疫工作，防止因災返貧和
「大災之後有大疫」。

水漫地鐵乘客相攙扶：先讓暈倒者女乘客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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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戰千年級雨災
互助自救歷劫重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河南鄭州市 20 日遭受千年一遇大暴雨，單日降水量突破
歷史極值，單小時降水量超過日歷史極值，降雨造成鄭州市區嚴重內澇，軌道與地面交通全部中

救援現場

斷，多個小區、醫院停水停電斷網。據鄭州市委宣傳部官方微博「鄭州發布」通報，罕見暴雨致

● 鄭州地鐵隧道
內的救援現場。
內的救援現場
。
視頻截圖

鄭州地鐵全線停運，已致 12 人死亡。（尚有相關新聞刊 A11 和 B4）

據河南省防汛應急新聞發布會通報，據
不完全統計，16 日以來，此輪強降雨

造成河南全省89個縣（市、區）560個鄉鎮
逾 124 萬人受災，因極值暴雨致 25 人遇難 7
人失聯。

地鐵擋水牆沖垮 12 人罹難
此次暴雨中鄭州地鐵系統遭受暴擊，20日
下午下班高峰時期，地鐵 5 號線五龍口停車
場及其周邊區域發生嚴重積水現象，積水沖
垮出入場線擋水牆進入正在行駛的車廂區
間，致 500 名乘客受困，經過約五個小時，
終得疏散人群，其中12人經搶救無效死亡、
5人受傷。
截至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稿時，持續了整
整 48 小時的暴雨終於按下了結束鍵。走上
街道，不少道路積水尚未退去，還有不少
地方的樹木連根拔起，地面坑窪不平，一
片狼藉。
已經獲救的在地鐵五號線車廂中的張先
生回到家後仍舊驚魂未定，他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當時感覺水一下子就上來了，
水流得可快了，大家都趕快抓緊扶手或者
扶杆，或者相互攙扶着。「心裏挺害怕，
車廂外面的水比車廂內還高。再加上車廂
裏很悶，感覺喘不過氣，要不是胳膊使勁
拐着扶杆，感覺可能等不到救援了。」張
先生說，聽到有救援來的時候，真的感覺
天都亮了。他尤其提到，救援現場大家都

是井然有序，讓老人孩子還有女生先走，
有力氣的男生也幫着一起讓女生先出去。
他說不止他自己，救援來了之後，車廂
內的男乘客也紛紛喊着「先讓暈倒的人和
女乘客出去」，都主動給女生和老人孩子
讓路，讓他們先走。
「從來沒想過離死亡這麼近。」張先生
感慨，也一直覺得後怕與慶幸，回到家後
看到家人有種重生的感覺，充上電之後看
到手機裏彈出來的一條條來自朋友親人的
信息與問候也覺得特別溫暖。「一夜沒睡
也睡不着，希望雨早點停，鄭州早日恢復
以前的樣子。」

車廂淹沒，後果不堪設想。
小佩無奈之下，在晚上 7 時 35 分左右連
發兩條微博求救，「所有應急、消防，請
救我們！我們被困在 5 號線隧道（海灘寺—
沙口路站），請擴散！車廂內的水到胸部
了！我已經不會說話了，求救！」
她又在朋友圈發了求助信息。在她拍攝
的視頻中，車廂內的應急燈不停閃爍，車
廂外的洪水急速流動，車門的縫隙有洪水
透入。
「外面的水已經到這個位置，我手機馬
上快沒電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我最後一
條微信。」她帶着哭腔說。

乘客商逃生策略 朋友圈求救

乘客砸開車頂免缺氧

據界面新聞報道，另一名被困的乘客、
河南交通廣播記者小佩 21 日凌晨 1 點左右
被救出，當打開手機，面對上千條湧來的
問候信息，她哭了：「我第一次知道自己
這麼重要。」
小佩在 20 日晚上 8 時 35 分在社交平台
進行現場報道，指自己和被困 5 號線的乘
客正被鄭州消防金水大隊消防員陸續救
出。
小佩是這次暴雨災害的受害者也是採訪
者。她被困 5 號線之後，講到大家對逃生策
略爭執不下，有人建議將車廂玻璃砸開，
水湧入後或許會嗆口水，但大家可以逃
生。有人反對，認為砸開玻璃後洪水會將

很快，「河南交通廣播記者採訪被困」
的消息在網絡上引發關注。晚上 8 時 10 分
左右，車廂內的水位已經快到胸口，車廂
外的水位則已經高出頭頂，有 2 米多高。由
於車廂內缺氧，已經有人呼吸困難。情急
之下，一個高個子男子取下車廂內的滅火
器，朝着車廂玻璃頂部砸去，試圖砸開一
道口子，讓外面的空氣進來。「幸好砸開
了，不然缺氧的情況可能更嚴重。」小佩
回憶說。
令小佩印象深刻的是，當時是下班高峰
期，老人並不多，但有不少婦女和小孩。
救援趕到後，男人們給這些弱者讓開道，
攙扶着這些人離開。

7 省星夜馳援
省星夜馳援「
「胡辣湯挺住
胡辣湯挺住」
」洗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一
方有難，八方支援。應急管理部連夜調派
河北、山西、江蘇、安徽、江西、山東、
湖北 7 省消防救援水上救援專業隊伍 1,800
名指戰員、250 艘舟艇、7 套「龍吸水」大
功率排澇車、11 套遠程供水系統、1.85 萬
餘件（套）抗洪搶險救援裝備緊急馳援河
南防汛搶險救災。

財政部緊急下達 1 億元救災
21 日，財政部、應急管理部緊急向河南
省預撥中央自然災害救災資金 6,000 萬元
（人民幣，下同），支持地方開展抗洪搶
險救援工作；財政部下達農業生產和水利
救災資金 4,000 萬元，支持災區開展災後農

業生產恢復和水毀水利工程設施修復等工
作。
馳援消息在網絡上不停更新——中部戰
區：解放軍中部戰區已向鄭州派出前方指
揮部，指揮戰區駐豫部隊、武警部隊官兵
和民兵力量3,000餘人、裝備80餘台，在10
個地域同步投入搶險救災；中國鐵塔：河
南累計投入搶修人員 3,734 人次、保障車輛
1,906 輛次、發電油機 3,149 台次，退服基
站已恢復 786 個，全力以赴開展搶險通信保
障；國網河南電力已組織保電人員 6,874
人、車輛 615 台、發電車 80 台、發電機 184
台，全力開展應急搶修、重點保電等工
作……
每一條馳援消息下，都寫滿了為河南加

油的留言。「21日凌晨4時，湖北省消防救
援總隊調派 70 車、23 舟、21 艇、365 人，
攜帶水域專用救援衣772套、救生拋投器28
套、水上機器人 3 台、無人機 17 架、衛星
電話 19 部（不同制式）、衛星便攜站 5 個
及相關備用器材裝備趕赴河南抗洪搶險一
線。」這條動態消息發布後，湖北網友紛
紛留言：「熱乾麵來馳援胡辣湯（編按：
河南美食）了！胡辣湯挺住！」用各地代
表性美食來傳遞加油打氣信息，是去年武
漢新冠疫情最嚴峻的時期，內地網友們想
出的暖心模式。如今，在河南遭遇特大自
然災害的時候，「熱乾麵」、「羊肉
湯」、「煎餅捲大葱」的加油鼓勵，再次
成為微博上最熱門的話題。

▲ 河南登封市唐莊鎮龍頭村附近突發山洪，
消防救援人員在轉移被困村民。
新華社

轉移群眾

暖 心 瞬 間

▲ 武警第一機動總隊某支
隊官兵在登封告成鎮轉移被
困群眾。
新華社

三母子陷泥坑
一

男挺身逐個拉
20 日下午，雨
起
水導致鄭州不
少路面凹陷處
上，突然陷入
積
水
積
其中的泥坑無
泥，一位母親
法動彈，一名
帶着兩個孩子
他們拉起。
附近商舖的男
走在路
子看到後迅速
過去一個一個
地把

路見相助

情急智生

▶ 20 日 22 時 30 分，鄭州
市二七區曹窪村有 40 餘名
人員及車輛被困，消防救援
人員趕到現場營救並疏通交
通。
網上圖片

橙色力量

女子險沖走 路
人

橫幅當繩索救
在鄭州只見一
出
名女子環抱着
大
樹
，
稍一鬆手就會
子情急之下撤
被大水沖走。
掉掛在牆上的
這時附近社區
橫幅當繩索，
的幾名男
一點點把女子
從大水中救出
。

無名英雄

志願者堅持 10
小時

尋獲求救孕婦
家在鄭州的王
先生非常感謝
不
願說出名字的
送回家。20 日
志願者將他及
下午 4 時多王太
懷孕八個月的
太
自駕回家時，
太太安全
共享單車，後
遇到暴雨困在
蹚水過來陪她
路上，王先生
。
二
人
先是騎
一起尋找救援
有任何吃的喝
，但一直打不
的，只好讓手
通，車上又沒
腳
一
直
麻
的
太太躺着。直
多，即他們困
到 21 日凌晨 2
在路中 10 個小
點
時之後，一個
過來。「志願
志願者開着越
者說他原本都
野
車
趕
要放棄了，是
輛車找過來的
沿路一輛車一
。凌晨 3 點多
，我和老婆終
家。」
於到
整理：香港文
匯報
記者 劉蕊

斷水斷電斷網 鄭州多區變孤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 河南報
道）此次特大暴雨令鄭州整個電力水
力以及通訊系統癱瘓，鄭州不少小區
甚至醫院都同時出現了斷水斷電斷網
情況。

醫院轉移 600 餘名重症

▲ 一名女乘客在第一次撤離中受阻
一名女乘客在第一次撤離中受阻，
，又被
扶回車廂等候。
扶回車廂等候
。
網上圖片

● 乘客泡在水裏 5 小時待
救。
法新社

港專家：港鐵站設抽水設施
超級大水未必可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
香港文匯報訊（
費小燁）
）河南鄭州水災導致市內以至車站內變成澤
國，香港管綫專業學會前會長黃敬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
香港管綫專業學會前會長黃敬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
，香港城市
設計的防洪設施能抵擋 50 年一遇的大水及 200 年一遇的洪水
年一遇的洪水，
，且鐵路站內有
抽水設施，
抽水設施
，基本上不會出現嚴重水浸的情況
基本上不會出現嚴重水浸的情況，「
，「不過鄭州所面對的是千年一
不過鄭州所面對的是千年一
遇的大水，
遇的大水
，再高標準也未必抵禦得到
再高標準也未必抵禦得到。」
。」
黃敬進一步解釋指出，
黃敬進一步解釋指出
，香港的鐵路站出入口地台本身較高且設有防水措
施，一般而言即使出現大水也難以浸入站內
一般而言即使出現大水也難以浸入站內，
，再加上站內地底亦設有抽水設
施，不易出現水浸情況
不易出現水浸情況。
。至於香港的整體防洪能力方面
至於香港的整體防洪能力方面，
，他指全賴排洪隧
道、鄉村河流改道及臨時儲水設施三大要素
鄉村河流改道及臨時儲水設施三大要素，「
，「即使年前曾出現水災的大澳
即使年前曾出現水災的大澳
也加裝了水閘，
也加裝了水閘
，目前相信全港除了新界一兩個地方外
目前相信全港除了新界一兩個地方外，
，都不會出現特大水
浸。」
黃敬續說，
黃敬續說
，香港目前有 10
10%
%喉管老舊或狀況欠佳
喉管老舊或狀況欠佳，
，部分甚至出現被裝修英
泥堵塞的情況，
泥堵塞的情況
，仍有機會出現局部地區水浸
仍有機會出現局部地區水浸，
，但政府有定期做喉管復修及保
養，特大水浸的風險維持在可控範圍內
特大水浸的風險維持在可控範圍內。
。

暴雨過後
● 持續強降水天氣造成鄭州市區嚴重內澇
持續強降水天氣造成鄭州市區嚴重內澇。
。圖
為 21
21日
日，市民在轉移物資
市民在轉移物資。
。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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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亞洲最大醫院」之稱的鄭州大
學第一附屬醫院昨晚停電，不僅位於
地下一層的 CT 設備等價值十億元的儀
器設備全部「泡湯」，更可怕的是突
然的斷電導致重症患者所使用的儀器
無法使用，隨時面臨生命危險。鄭州
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院長即時在網絡
發布求助信息，電力部門也及時供應
電力車，救援人員也及時進入。然而
因醫院內部停電，人員轉移只能通過
疏散樓梯進行，最高病人在 20 層樓，
且每個病人病情嚴重，在醫生和家屬
全程陪護指導下一次僅能轉移一個
人，整個救援行動難度大，耗時長。

直至 21 日凌晨 1 時許，600 餘名重症患
者才轉運完畢。

泳館老闆娘義務供水供電
處於「孤島」的鄭州市民也是各想
辦法，「家裏已經停水停電一天一夜
了。」吳女士說，她和家人都盡量呆
在家裏不出去，「一直下雨天氣不算
悶熱。」她讓丈夫趁着雨小跑到超市
提了很大一桶水，還買了麵包火腿之
類的乾糧。
21 日下午她也出門到附近營業的幼
兒游泳館給手機充個電。「我們也不
是為了營業，就是想着我們這裏有水
有電，給有需要的人應應急。」游泳
館的老闆娘在朋友圈發布信息說。

通，不知道家裏老人怎麼樣了，着急
死了。」在水道口村的群裏，不少在
外地的人們焦急地在群裏詢問着，但
直到 21 日早晨才有一個網名為「蘇坡
泰戈爾」的村民回應。「現在雨小點
了，我騎車去轉轉給大家拍一拍各家
的情況。」由於信號不好，他的視頻
隔很久才傳來，群裏人們看到自家情
況紛紛安下心來。「蘇坡泰戈爾」在
群裏說道，道路泥濘特別難走，而且
只能爬到比較高的地方才有點信號。
「暫時大家都比較安全，只是老人家
可能食物維持不了太久，
希望道路能夠盡快疏
通，能有物資進
來。」

「孤村」
盼早疏浚生命通道

港澳各界捐款救災
河南省鄭州市遭遇特大洪災，港澳同胞即時發揮「一方有難、八方支
援」精神，捐款救災。
「英皇慈善基金」捐出1,415萬元人民幣，包括由英皇集團主席楊受成
及執行董事楊政龍合共捐出 1,000 萬元，並率旗下藝人謝霆鋒與陳偉
霆各捐出 100 萬元；容祖兒與蔡卓妍各捐出 50 萬元；鍾欣潼、李克
勤與惠英紅各捐出 30 萬元；溫碧霞捐出 20 萬元；以及周勵淇捐出 5
萬元。
澳娛綜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通過澳門中聯辦捐款 1,000 萬元澳門
幣支援鄭州的抗洪救災工作。

此次暴雨中，鄭州鞏義市亦受災嚴
重，水道口村已經完全處於「失聯」
狀態。「打電話不通，想回去路不

香港藝人王嘉爾亦有向河南災區捐款100萬元人民幣。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楊志紅為重災鄉村捐助100萬元人民幣。
香港民建聯、經民聯、自由黨等政團和香港中華總商
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港區省級政協
委員聯誼會等團體在社交媒體上發布圖文，向河南同胞
表示慰問，送上最誠摯的祝福，希望他們一切平安，祈
願災情盡快過去。

專家：

河南極端暴雨 四大因素所致

●7 月 20 日，河南強降雨持續
河南強降雨持續，
，鄭州市民暴雨
中相互攙扶踏上回家路。
中相互攙扶踏上回家路
。
中通社

伸出援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關於此次河南暴雨成因，有專
家解釋說，即將登陸的今年第 6 號
颱風「煙花」是幕後推手之一。中
央氣象台首席預報員陳濤對此表
示，颱風「煙花」只是此次河南強
降雨的成因之一。具體來看，共有
四大因素導致此次強降雨。
陳濤表示，「煙花」雖然還沒有
登陸，但是颱風北側和副高之間會
形成顯著的偏東氣流，持續地向黃
淮一帶地區輸送，在偏東風的引導
下，大量水汽從海上向河南這一帶
地區匯集，再加上河南本地的地形
抬升，以及低值天氣系統穩定維持
的效應影響，降水基本穩定維持在
河南這一帶，造成了河南此次局地
特大暴雨。
陳濤指出，颱風「煙花」只是此
次河南強降雨的成因之一。具體
看，共有四大因素導致此次強降
雨，包括：大氣環流形勢穩定；水
汽條件充沛；地形降水效應顯著；
對流「列車效應」明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梅馨文

救人第一
▲ 在鞏義市米河
鎮 ， 消防救援人
員幫助群眾轉
移。
新華社

至暗時刻 暖心相助
7 月 20 日，對
不少鄭州人來說
都是「至暗時
刻」，千年一遇
的特大暴雨把所
有人都打了一個
措手不及。原本還抱着「看海」
心情的人們隨着雨量越來越大也
變得越來越沉重。
幸運的是，夜愈黑，雨愈大，
路愈艱，人心愈明亮，利他之舉
愈豁達。
香港文匯報記者身在暴雨中
心，刷屏朋友圈的是一個個「愛
心之舉」：「生活中總有一些讓
你感動的人和事兒！與朋友一起
接幼兒園女兒回家，離幼兒園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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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幾百米距離，因為水流太大我
的車過不去，正好旁邊有個外地
貨車緩慢行駛，朋友攔住車給司
機說明情況，司機大哥二話沒
說，不要報酬就帶着朋友去幼兒
園接孩子。」
「剛被大哥從坑裏拉出來的時
候，除了感謝真的是覺得活着真
好！通勤9 分鐘的路程，蹚齊腰
深的水走了 90 分鐘，被好心大
哥、小姐姐牽手走過水流湍急的
地方。」
這些朋友圈的「小事」，令鄭
州「至暗時刻」不那麼絕望，也
讓人們堅定地相信，黎明總會到
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