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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河南省遭受特大暴雨灾
害，记者 7月 21日了解到，陕西省
已有多支救援队伍赶往郑州。陕
西公羊救援队派出 19名救援人员
前往当地，7月 21日上午 10时，救
援人员抵达河南省郑州市开展救
援工作。

记者了解到，目前，陕西已有
包括陕西公羊救援队、西安众诚蓝
天救援队、西咸新区蓝天救援队、

泾河新城蓝天救援队、长安蓝天救
援等多支救援团队赶赴河南参与
救灾。

据陕西公羊救援队工作人员
介绍，此次救援行动，陕西公羊救
援队共出动19名救援人员、5辆救
援车辆、3艘冲锋舟、2台发电机及
包括救生衣、对讲机、食物、饮用水
在内的各种救援设备及补给品。

7月21日12时许，陕西公羊救

援队接到求救电话，求救人称自己
一家四口被困车中，车周围积水很
深，因车中有儿童，无法自行脱困，
故请求救援。

接到求救电话后，陕西公羊救
援队火速出发。救援人员章超说，
前往事发地过程中，因路面积水过
深，两辆救援车辆在距事发地约 1
公里处发生故障，救援人员徒步蹚
水赶往事发地。“当时水深在大腿
位置，我们蹚着水到地点后，发现
被困车辆的车门开着，车内已经进
水，水深在车门中间位置，被困人
员正在车中等待救援。”章超说，眼
看情况紧急，救援人员立即上前
施救。

到达车辆跟前后，救援人员发
现，被困在车中的是两名成年男
女、一名男孩、一名女孩还有一只
宠物狗。安抚被困者情绪后，救援
人员将两名被困儿童背往安全地
带，两名成年被困者也在救援人员
的搀扶下成功转移。随后，一家四
口被安置在“市体育中心”地铁站
附近的安全地带，等待医护人员下
一步救护。陕西公羊救援队再次
出发进行下一趟救援任务。

据救援人员介绍，7月21日凌
晨 2时许，陕西公羊救援队从西安
出发，在赶往郑州的途中，救援车
队行驶至三门峡时，当地正在降
雨，进入焦作后雨势极强，需要将
车辆雨刮器开至最高挡位，才能保
证行车视线，距郑州约 40公里时
雨势减弱。

7月21日10时许，救援队到达
郑州市，从高速出口驶入郑州后，
沿途发现街道积水严重，许多车辆
已经被水淹没至车窗上半部分，只
有车顶露在外面。因沿途高速服
务区关闭，救援队到达郑州后首先
进行燃料补给，随后便投入到救援
工作中。

救援人员表示，当地相关部门
为救援工作提供了许多便利，救援
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通信
和交通问题。因网络不稳定，通信
信号时有时无，与求救人电话沟通
受影响，网络信号弱，许多救援地
点无法使用手机导航。此外，因道
路积水，当地的许多车辆停在道路
上无法移动，造成交通压力。当地
及其他省份的各救援队伍正在全
力救援中。 本报记者白圩珑

火速驰援
一家四口被困车中陕西救援队施救

本报讯（记者 王嘉）河南特大
暴雨灾害牵动着所有人的心。第
一时间，解放军来了，救援队来了
……在火速赶往郑州的救援队中，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虽脱下军装，
但军人本色不改，“险情就是出发
的号角”。

7月 20日晚接河南省郑州市
应急管理局协助通知需水域救援

协助。有过五年当兵经历的西安
高新区特种应急救援中心队长刘
帅在得知消息后的第一时间便在
朋友圈中发出公告，“西安市特种
应急救援中心现在备勤，一级战备
随时出发，所有参加人员务必看到
出勤命令第一时间到达集合地点
集合……”此时是22时39分，随后
的 22 时 40 分刘帅发出“今夜出

发”，22时 43分发出“水上两栖大
队立刻集结”。

西安高新区特种应急救援中
心立即组织水域救援队员 20名，
并携带重型浮力马甲共计 30件，
水衣水盔 30件，大马力的冲锋舟
发动机 3台，多功能RIB冲锋舟三
艘，绳索等多种相关救援装备，冒
雨连夜出发。7 月 21 日 14 时 30

分，记者联系上刘帅时，他们正在
进行紧张的救援。

刘帅说，“闻令而动、夙夜奋
战，救人于水火、助人于危难，哪
里需要我们，哪里就有我们。我
们将尽力做好应急救援工作，本
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为
河南省紧急防汛抗洪提供最大
援助。”

陕西退役军人组队奔赴郑州救援

本报讯（记者 张毅伟）7月 21
日，西安火车站、西安北站涉及途
经郑州方向的高铁、普速上下行列
车全部停运，大量旅客退票，旅客
退票方便吗？记者走访了西安火
车站，现场已经增加了退票窗口，
旅客排队有序。

21日上午，记者在西安火车站
候车大厅前看到，由于停运列车较
多，墙上、廊柱上等多处张贴着列
车停运信息和 12306客户端二维
码，方便旅客用手机在 12306客户
端上办理退票手续。

西安火车站除了原有售票窗
口可以办理退票外，在候车大厅前
还设立了 9个露天的退票窗口，方
便旅客退票。正在排队退票的徐先
生告诉记者，他是西安人，原打算去
苏州打工，他买的是7月19日19时
去苏州的火车票，当天晚上列车走
到河南三门峡停下来，外面下着雨，
听说前方因为暴雨灾害列车不能前
行，准备折返，列车在路上停停走
走，直到7月20日晚上才回到西安，
21日一大早，他就赶快来到西安火
车站办理退票手续。

本报讯（记者 张毅伟）7月 21
日，记者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
有限公司获悉，针对河南省特大
暴雨对铁路运输秩序造成的影
响，铁路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全
力恢复运输秩序。目前，南北方
向京广高铁、郑州往东方向的郑
徐高铁保持安全畅通，列车运行
已逐步恢复。

果断调整列车运行。对 7月
21日经过郑州地区的列车，中国铁

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时间
下达调度命令，果断进行调整，分
别采取限速运行、中间站待避、中
途折返、迂回运输、缩短路径、停运
等措施，实施主动避险，避免循环
晚点，确保列车安全。

高度关注滞留旅客列车安
全。通过多种方式摸清滞留旅
客列车位置，掌握车上旅客情
况，组织沿线铁路单位和干部职
工克服周边道路不畅、超市关门

等各种困难，千方百计补充食
品、饮用水等物资，保障餐食供
应，有条件的车站组织滞留列车
旅客分批到站内就餐，对有意愿
下车的旅客组织大巴送至就近
城区。目前，滞留客车食品得到
持续补给。

加开临时客车转运旅客。发
挥高铁成网优势，紧急加开北京西
经石太、大西高铁到西安的高铁列
车 4列，郑州东至徐州东、石家庄、

武汉方向的高铁列车 6列，及时转
运旅客。

做好车站滞留旅客服务工
作。各火车站增开退改签窗口，及
时为旅客办理免费退票手续。

加强信息服务。组织各地
12306客服中心全体人员快速响
应，耐心解答出行及退票改签政策
等咨询，通过新闻媒体、官方微博
微信等渠道，及时发布列车运行动
态信息。

铁路部门全力恢复运输秩序

本报讯（记者 朱娜 实习生
李星玥）7月 20日，因河南境内连降
大雨，西安火车站东去方向旅客列
车大面积停运、列车晚点，退票旅客
大面积聚集。西铁公安处西安车站
派出所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全
体民警沉入一线靠前指挥，带领执
勤民警做好秩序稳控。

记者昨日了解到，西铁公安处西
安车站派出所在全力稳控秩序的同
时，积极协调车站客运、售票等部门，
通过广播、电子屏等及时发布旅客列
车晚点、停运、运行情况，加开窗口为
旅客办理退改签。其间，西安车站派
出所民警将警力向售票厅集结，配合
客运做好宣传解释，维持售票秩序。
直至21日凌晨，客流平稳，其间未发
生踩踏、旅客财产遗失等事件。

西安铁警启动应急预案
全力维护滞留旅客安全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 实习生
代依菲）7月 17日以来，河南省遭遇
极端强降雨。中西部、西北部地区
出现成片大暴雨，部分地区特大暴
雨。国家防总于7月20日20时启动
防汛Ⅲ级应急响应，当地抢险救援
救灾正在进行中，记者 7月 21日从
西安交通大学了解到，为积极应对
并及时为受灾地区交大学子提供关
心和帮扶，学校临时困难补助通道
随时开放，学生及家庭遇到各类紧
急灾害、突发事件（不限于河南暴雨
灾害），可第一时间联系您所在书院
的辅导员，同时可向学校申请临时
困难补助。西安交大特别公布了网
上临时困难补助申请通道及流程，
申请学生直接进入网上师生综合服
务大厅，然后点击学生服务中的“本
科生临时困难补助”，填写申请理由
等信息并提交即可。

记者同时在西北工业大学、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大学等了解
到，相关高资助服务中心发布最新
通知明确，如家庭突遇紧急灾害可
申请临时困难补助，并公布了相关
联系电话。

西安火车站增加退票窗口

陕西铁路增开多趟
至北京上海高铁

本报讯（记者 张毅伟）7 月 21
日，受河南省特大暴雨灾害影响，北
京经由郑州、上海经由郑州前往西
安方向的高铁列车停运。为满足北
京至西安、上海至西安等方向旅客
出行需求，铁路部门紧急安排加开
西安北至北京西高铁列车2对，西安
北至上海虹桥的高铁列车2对。

具体开行车次及始发终到时刻
为：1.G4815次北京西 12:28开、西安
北 17:02到；2.G4819次北京西 18:55
开、西安北 23:20到；3.G4820次西安
北12:53开、北京西18:26到；4.G4816
次西安北 18:07开、北京西 22:40到；
5.G4828次西安北 15:45开、上海虹
桥 21:23到；6.G4832次西安北 16:00
开，上海虹桥 23:38到；7.G4826/7次
上海虹桥 16:09 开、22:51 西安北
到；8.G4830/1次上海虹桥 17:07开，
23:25西安北到。

省内多所高校

开启“通道”
帮助灾区学生

大量旅客正在排队办理退票 本报记者 马昭 摄

来自陕西的救援队伍集结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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