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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同舟
——关注河南强降雨

据新华社电 22日，记者从河
南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22日4
时，强降雨造成河南省 103 个县
（市、区）877个乡镇 300.4万人受
灾，因灾死亡 33人，失踪 8人。目

前，河南全省已紧急避险转移37.6
万人，紧急转移安置25.6万人。农
作物受灾面积 215.2千公顷，成灾
面积77.9千公顷，绝收面积10.3千
公顷。

7 月 22 日，记者电话联系上
一位受暴雨影响，导致陇海线上
列车受阻而被困在列车内的旅客
小尹，听她讲述了被困在 Z236 次
列车上 40个小时的故事。

结束了广州的游玩之后，大
学生小尹登上了从广州东站开往哈
尔滨西站的 Z236直达特快旅客列
车。如果一切顺利，35个小时之后
她就能到达哈尔滨。

7月19日19：50，列车从广州东
站发车了。小尹给哈尔滨的父母
发了条信息，让他们放心。根据列
车行驶路线，需要途经湖南、湖
北、河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
等地。

7 月 20 日下午，行驶到郑州
附近海棠寺站北站的 Z236次列车
因积水原因被迫停运。“刚开始停
车时，大家以为只是临时事故，很
快就能发车。车厢里有的孩子玩
耍吵闹，更多的人看着手机，沉默
地等待通车。”微信中，小尹告诉
记者。

很快，激增的雨势在车厢外
敲出密集的响声，车内乘客陆续在
手机上收到了郑州暴雨预警。这
时，列车员推着餐车出来了，小尹
旁边的一位乘客抱怨说，怎么饭点

都过了餐车才来。小尹看了看自
己的面包和饼干，又买了一盒泡面
和一瓶水。

“手机上各种预警信息始终没
停过，周围的紧张气氛不断上升。”
小尹回忆，这时她发现，车内的空调
已经关闭了。可能由于车厢闷热，
几个孩子哭闹了起来。不少乘客向
乘务人员询问，车厢内弥漫着一种
焦虑的情绪。

列车滞留超过4个小时后，部分
乘客已经失去耐心。一直到晚上，
车辆重新有了电力，乘客的焦虑才
有所缓解，可并没有持续多久，很
快，乘务员逐节车厢地通知：车不能
开了，要过夜。

为了保留电量，小尹晚上睡觉
时关闭了自己的手机。第二天上
午，雨没有停，车也依旧没有开。乘
务员推着小车在车厢售卖，不过，仅
仅走过一个车厢，几十盒方便面就
销售大半。不得已，后面车厢开始
实施限购。“乘客们提出，先紧着孩
子和老人，大家有序地排着队。”小
尹说。

“因为只有部分车厢可以充电，
所以车厢内充电口很紧张。大家都
想和外界联系，信号却时有时无。
受灾区域太广，需要救助的消息堆

满了网络平台。”这时，小尹已经有
一天时间没有刷平时喜欢看的短视
频了。

“10号车厢往后，因为食物非常
有限，所以部分旅客情绪很激动。”
好在，7月 21日 15：30，列车终于缓
缓启动。至此，车辆已经在郑州停
留了25个小时。

小尹表示：“乘务员们一边耐
心地安抚乘客，一边想办法联络
物资，虽然我也觉得害怕，但是看
见他们忙前忙后，或多或少能安
慰一些。”

列车驶过一站，到达新乡后又
不动了。越来越多的乘客在不安
中一夜未眠。为了省电，小尹向记
者发来短信，其中写着：市内是否
通车（或者新乡站到新乡东站是否
通车）？新乡东到石家庄高铁是否
通车（G1282，G402 492 558）？这
时，距离车辆停滞已经超过 40 个
小时。

7 月 22 日 20:13，小尹告诉记
者，列车将从新乡折返回广州东站，
旅客可以办理退票。“我现在已经下
车并乘坐其他交通工具驶出了河
南。谢谢每一个关心我们的人。”

本报记者石喻涵
实习生张天赐范梦露殷博洋

郑州暴雨，陇海线受阻，列车
暂时无法继续运行，大量旅客被困
车厢，列车长冒雨购买方便面等食
物……7月22日，记者辗转联系上
K608次列车长王超勇。

7月19日13时，西安客运段王
超勇带领班组值乘的K608次列车
从西安出发驶往杭州。当列车驶
出陕西进入河南省境内，天色渐渐
阴了下来，不一会儿便噼里啪啦地
下起雨来。

19时许，K608次列车晚点 25
分钟到达洛阳车站，车窗外雨越下
越大，到站后乘务员有序在车门口
组织旅客乘降，帮扶重点旅客上下
车。列车长王超勇接到洛阳车站
通知，由于前方暴雨，K608次列车
开车时间无法确定。

大约半小时后，K608次列车
依旧停靠在洛阳车站，王超勇立即
与列车调度人员取得联系，得知前
方郑州区段线路因持续大暴雨造
成严重水害，列车暂时无法继续运
行。

20日凌晨 1时许，雨势稍小，
在洛阳车站停留了 6 个小时的
K608次列车终于再次启动，缓缓
从洛阳车站限速驶出。可是在限
速行驶下没过多久便又停了下
来。车越往前走雨下得越大，2时
50分，列车在白马寺车站临时停

车，而这一停就是13个小时。
面对长时间的停留，餐车的应

急餐料和列车用水已经严重告急，
多节车厢水已经用完，而在沿线没
有供水车站的情况下，班组骨干成
立了两个突击队，一支突击队在副
列车长许海彦的带领下，用水桶在
有水车厢接水提到餐车后厨，首先
保证餐车的正常供餐；另一支突击
队在列车长王超勇的带领下，联系
白马寺车站，并冒雨跨越股道，在
车站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在车站附
近的商店中购买了方便面、火腿
肠、馒头等食物，又逐一将这些应
急食品搬到列车上，保证车内餐食
供应。

列车外大雨滂沱，为了保证食
物不被淋湿，突击队成员们用塑料
袋包裹好食品外包装，50箱方便
面、60个馒头、3箱火腿肠在突击
队成员的努力下，迅速送上列车。
而列车乘务人员的衣服早已被大
雨淋湿透了，但他们顾不上擦掉身
上的雨水，又紧急进入车厢，向旅
客分发食物。

车窗外雨依旧下个不停，列车
晚点还在继续，但是在车厢内，列
车工作人员用强烈的责任心守护
旅客的出行安全，用实际行动感动
了旅客。

文/图 本报记者张毅伟

据新华社电 当前，河南省民
航、高速、铁路的交通秩序正逐步恢
复。由于铁路点多、线广，河南持续
强降雨对铁路运输影响较大，导致
运输不畅、旅客滞留，铁路部门正全
力恢复运输秩序。

据来自河南交通部门的消息，
22日，郑州机场计划航班 397班，其
中进港 219班、出港 178班，较前一
日增加 315班。截至 22日 10时，河
南省高速公路开通运营收费站 403
个，其中正常通行 204个，实施管控

193个，关闭6个（因积水原因关闭4
个，因防汛需要关闭2个）。

目前，河南强降雨中心向安阳、
新乡、鹤壁等豫东北部移动。22日
11时，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
红色预警，安阳、鹤壁、新乡、焦作四
地区部分地区降水量已达50毫米以
上，预计未来 3小时内，鹤壁地区和
安阳、新乡两地区西部及焦作地区
北部降水持续，累积降水量将达100
毫米以上。

据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

司消息，截至 21日 18时，郑州局管
内 35趟列车临时停靠郑州站、郑州
东站、中牟站等 19个车站，其中部
分是位置偏远的车站。铁路部门
与当地政府正全力保障受阻旅客
餐饮供应。

针对强降雨对铁路运输秩序造
成的影响，铁路部门正采取调整列
车运行、高度关注滞留旅客列车安
全、加开临时客车转运旅客、做好车
站滞留旅客服务工作等多种措施，
全力恢复运输秩序。

据新华社电记者22日从河南
省新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7
月21日20时至22日16时，新乡市
北中部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截
至 22日 15时，受灾人口增至 77万
余人。

新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
室主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洪
伟介绍，当地城区积水仍较严重，
部分河道水情仍较紧张，现在紧
缺的是移动抽水泵、冲锋舟等应
急设备，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
报告。

据了解，21日 20时至 22日 16
时，新乡市共有 19个监测站点达
到特大暴雨（≥250毫米）。其中，

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新乡市区的
牧野乡（149.9 毫米）和关堤乡
（119.6毫米）。目前新乡市降雨已
暂停。

截至 22日 17时，新乡市境内
的共产主义渠合河站水位 75.80
米，超警戒水位2.5米；宝泉水库水
位 259.15米，超汛限水位 1.65米；
塔岗水库水位178.64米，超汛限水
位1.64米；狮豹头水库水位305.05
米，超汛限水位2.55米。

截至 22日 15时，不完全统计
数据显示，新乡市紧急避险人口
13070人，紧急转移安置人口12019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81360.04 公
顷。灾情还在进一步统计中。

河南新乡：暴雨受灾人口超77万

强降雨已致河南33人死亡8人失踪

7月22日，在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附近的锦绣路与郑开大道交叉口，救援人员利用舟艇转移人员（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列车长购买方便面发放旅客

Z236亲历者讲述被困40小时

铁路部门全力恢复运输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