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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冉安
伟）连日强降雨，造成郑州严峻防汛形
势。汛情就是命令！中原区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闻“汛”而动，冲锋在前，奋战
防汛救灾，将强大的基层组织力转化成
防汛抢险一线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号召
力，用实际行动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和财
产的“红色堤坝”。

筑牢防汛“桥头堡”。中原区委第
一时间发出《防汛救灾倡议书》，动员全
区 1200 个基础党组织参与防汛救灾。
持续压紧压实防汛救灾的属地责任、主
体责任、主管责任，结合“包村联居抓支

部”工作机制，建立三级防汛包保责任
制，汛情严重楼院、路段，设置 230 余个
党员先锋岗，做到急难险重地方有组
织，关键时刻有党员。常庄水库所在的
莲湖街道党工委班子带领 170 余名街
道党员干部驻守堤坝，参与抢险。须水
街道、柳湖街道、桐柏路街道、秦岭路街
道及时组织党员、动员群众组建快速处
突作战单元，下沉重点河道、涵洞、路段
开展防汛。

搭建隐患“防护墙”。加强值班值
守 ，组 织 1200 余 名 机 关 党 员 下 沉 到
109 个防汛值守点，同街道、村（社区）

并肩作战，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和危
险地段 24 小时监测排查制度，对重点
楼院、路段实行“分片”包干、“分线”作
战。区、街道、村（社区）三级党组织动
员自管党员、驻区单位党员，组建党员
突击队、党员志愿服务队 48 支，对辖区
内开展拉网式险情排查，做到险情隐
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西流湖街
道、林山寨街道、绿东村街道、棉纺路
街道等聚焦辖区内的老旧危房、积水
点、地下室、在建工地、河道等重点区
域薄弱环节，找准隐患风险点，列出问
题清单。

织密群众“安全网”。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始终把辖区群众的人身、
财产安全放在首位。组织街道社区进一
步加大排查力度，重点关注受灾老人、儿
童、患病人员、残疾人员需求和困难，明
确具体帮扶人员。协调驻区机关事业单
位、学校、商场等，设立临时救助点56个，
接纳受灾群众 1.2 万余人。汝河路街道
组织社区“小原帮办 ”人员走访孤寡老
人，救助受灾群众120余人。配合市防汛
泄洪工作部署，航海西路街道集中各方
力量推进泄洪区域内8000余名群众妥善
转移安置。

党旗在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赵东东 文/图）汛情就是命令。上街
区 防 汛 工 作 人 员 在 雨 中 坚 守 工 作 岗 位 ，树 立 警 示 牌、指 挥 交 通、
疏 通 排 污 口、救 助 居 民 ，全 力 做 好 防 汛 工 作 ，保 障 市 民 生 命 和 财
产安全。

据了解，为了提升应对突发险情灾情的应急处置能力，上街区共储
备钢材 15吨、水泥 120吨、木材 110立方米、编织袋 49860条、排涝设备
47台套，抢险工程车辆 45台，应急救援直升机 9架，备齐备足各类防汛
物资装备。

强降水袭来，上街区相关部门和单位 7月 19日就积极行动，应对汛
情。区农委出动人员 22人次，车辆 10辆，对河湖重点工程进行专人值
守，转移汜水河沿岸群众 14人；区城管局出动车辆 15台，处理路面塌陷
等各类突发事件30余起，竖立警示标识100余处；各镇办、社区出动人员
1458人，抢险车辆 69台，设置警示标识 287处。各镇（街道）、社区工作
人员全员上岗，和交警、消防队员一道，排查隐患、疏通积水点、引导群众
注意汛期安全。7月 20日，随着雨势增强、雨量加大，全区进一步加强防
汛工作力量，切实保障群众安全。据不完全统计，该区已疏散受困群众
1000余人。

全力战汛情
共筑“安全网”

“大妈，我们来接你们了……”7 月
20日，暴雨如注，多处出现险情，不少群
众被困。上午，二七区马寨镇张河社区
的党员志愿者冲锋在一线，冒雨涉水转
移张家湾被困数十名群众。

7月 19日以来，连续降雨天气，马寨
镇 13个村（社区）道路、桥梁、耕地、林地
和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不同程度损毁，
为了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马寨镇始
终坚持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
第一位”的原则，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快速动员，积极
响应，发动党员干部开展防汛救灾。

灾情就是命令。马寨镇迅速启动防
汛应急预案，全镇上下把防汛抗灾救灾
工作放在首位，组建马寨镇党员防汛突
击队，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第一时
间对全镇 13个村（社区）群众人身安全
情况摸排，掌握人员及房屋受灾情况；全
力做好受灾群众和地质灾害隐患点区域

群众的安置。紧急抢救受伤人员、抢通
村道、疏通河沟、搜救失联人员的同时，
加强值班巡查，筑牢安全防线。

“东西都拿好了没？行，那往前走，
我帮你拿着。”“抱紧啊。”马寨镇水磨社
区村干部在排查过程中，发现一名 80多
岁独居老人被困家中，雨水已经进入屋
内，严重影响老人生命安全。镇里悉知
消息后，立即调动抢救小组成员，将铲车
开到老人屋门口，成功将老人转移到安
全区域。

在马寨社区，同样有一群党员干部
代表，或帮忙拎东西，或搀扶老人，甚至
背起他们，将一位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顺
利转移。雨水没过胸膛，也没能阻止他
们前进的脚步。

“作为一名党员，哪里有险情，哪里就
有我们的身影。我们将会以最快的速度、
最大的努力转移人民群众的财产和生活
物资。”马寨镇水磨社区党员张征说。

暴雨中，他们为群众筑起避险“堡垒”
本报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李亚洲 文/图

为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给广大人民群众正
常生活带来的影响，中牟县城市管理局干部职工
连续3天 3夜坚守在城市防汛排涝工作一线。

暴雨来袭，中牟县城管局迅速启动防汛第一
梯队，快速反应投入到防汛救险中。连夜出动78
人，分组分区域开展防汛排涝排查，其中新老城
区共 6个点位内涝情况较为严重，工作人员不顾
个人安危，现场打开雨水箅子加速排涝。截至20
日中午，防汛第一、第二梯队共出动 13台移动泵

车对积水严重点进行抽排，投入防汛物资 10类，
共计700余件次，千余人坚守在防汛一线。

在一些积水较严重的低洼路段，总能看见城
市管理人在没过膝盖的积水中，毫不犹豫地帮行
人推水中熄火车辆，主动帮忙将孩子送去就医，
扛起上百斤的排水管就往前冲……雨水与汗水
交织在一起，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
影。市民纷纷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们是雨中最美

“逆行者”、雨中最闪耀的城管蓝……

风雨中逆行护民众平安
本报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王萌 马飞 文/图

为保障大家
生命和财产安全，
惠济区辖区各乡
镇、街道安排值班
人员加强巡查，及
时救助、疏散被困
群众。

本报记者
杨丽萍 摄

连续几天，郑州暴雨肆虐，雨水夹杂着落叶、纸屑、塑料袋等杂物落
在路面上，随着雨水流向雨水窨井……记者 20日在惠济区街头看到，一
抹抹开在雨中的橙色“花朵”构成了城市中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他们
冒雨坚守在岗位上，清理着一个又一个雨箅子，一次次弯腰、捡拾、清
理……他们就是城市的美容师——环卫工人。

由于下雨量较大，城市多条道路不同程度地淤积落叶、污泥等杂物，
导致许多路段积水，为保证行人、车辆顺利通行，惠济区环卫清洁服务公
司的环卫工人采取人工疏通下水道泄水口和下水道箅子的方法，一个一
个疏通路段下水箅子，防止排水管网堵塞。同时，根据路段积水情况，及
时组织调度工人进行推水作业。

为确保道路杂物尽快清理，惠济区环卫清洁服务公司借雨作
业，借助雨水冲力，对道路人行道倒牙、路面泥点及果皮箱等进行
冲洗擦拭。川流的马路是他们的舞台，身上的橙色是他们亮丽的
标志。

令人感动的“环卫橙”
本报记者 杨丽萍 通讯员 龙晋豫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王保喜)20 日下午，郑州一老人雨中被
困，危急时刻，辖区巡防队员第一时间蹚进雨水中搀扶老人一路护送
回家。

“我和队员巡逻到这里，看到老人未带雨伞且全身湿透，正在无助
地东张西望，我急忙上前将雨伞递给大爷，搀扶着大爷蹚着雨水慢慢
往前走。”20 日下午 3 点多，二七区建中街巡防中队幸福分队队员冒
着瓢泼大雨巡逻到辖区铁英街幸福路交叉口，看到一位七旬老人步履
蹒跚，在湍急的水流中一步一挪，几乎要摔倒的样子。队员急忙上前
为大爷送上雨伞，并搀扶着大爷一步一步走出积水，安全护送老大爷
回到家中。

七旬老人被困
巡防护送回家

下雨时，别人都是往屋子里跑，但有一群人却义无反顾地往外
面跑：哪儿雨大就往哪儿跑，哪儿有积水就往哪儿跑。这是有雨情
时惠济区城市管理局市政科所有人的工作常态，53岁的老党员李
自伟便是其中一位代表。

近期郑州降雨频繁，只要一有雨情，这名老党员二话不说，当
即奔赴防汛一线，迅速实地了解情况，并坚守在防汛一线。记者见
到他时，他正弯着腰，和同事一起用抽水泵把天河路天元路的路面
积水抽排到河道中。

雨大路滑，磕伤蹭破十有八九。这些伤口在平日里并不是
什么大事，可是在城市积水中，特别是这些积水还混有污水，浸
泡在积水中的伤口，发炎感染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拖着发炎的
双腿在积水中排查雨水窨井的排水情况，对他来说如同家常便
饭。有时连续几天雨情下来，大家都是身心俱疲，但他却不知
疲倦。这时的他是为了工作，更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一
直坚持着，用实际行动印证“关键时刻，党员豁得出来冲得上
去”。

汛情就是命令，防汛就是责任，必须确保汛情防控万无一
失，这是每一个城管人在汛情时期的初心和使命。李自伟只是
郑州坚守防汛一线、临危不惧、勇于奉献的城管人之一，正是因
为有无数像李自伟这样普普通通的城管人在努力、在奉献，把他
们微小的行动点点滴滴汇在一起，才筑就了一道道让群众放心
的防汛之墙。

老党员雨中践初心
本报记者 杨丽萍 通讯员 龙晋豫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刘博闻）昨天早上 6点，不少人
还在睡梦中时，管城区南曹街道南曹村“村官排险队”来到十字路
口疏通积水点，化身“推车小哥”帮助推车排除故障，用爱心义举雨
中传递正能量。

暴雨来袭，雨情为令。南曹村对辖区老年房、危房、低洼地、涵
洞、交通要道等重点场所，实行交通管制，建立动态台账，做好积水
排涝等工作。通过悬挂条幅、广播、微信群等，向村民宣传安全知
识，加强防汛意识，提高村民的防汛技能。早上 6点，南曹村党委
副书记王军伟带领15名支部书记和党员志愿者组成的“村官排险
队”，迅速赶至责任区域，查看积水情况，巡查井盖是否脱位，及时
排除各种险情。暴雨中，“村官排险队”重点巡查中州大道、金岱
路、南四环及街道周边等城区易堵易涝点排水管网，设立警示标
志，指挥交通，疏导车辆，维持现场交通，确保安全通行。他们还帮
助搁浅的车辆推车，疏导拥堵的车辆驶向安全地带，他们的背影，
温暖了过往司机和行人。

“村官排险队”
化身“推车哥”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张润文）洪水无情人有情。来
自洛阳的一辆旅游大巴满载乘客滞留郑州，中原区须水街道排查
险情时发现后，安抚游客情绪，并立即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

7月 21日早上，中原区须水街道二砂村在巡查灾情时，发现村
内停有一辆满载游客的大巴车。经了解，该旅行团自洛阳出发到
兰考旅游，途经郑州时因大雨道路中断，到二砂村内避险。被发现
时，游客已在车内被困20个小时，面临食物和饮用水短缺等问题，
且部分游客情绪焦躁。情况上报须水街道办事处后，该街道迅速
制订预案，实施游客转移工作。

转移过程中，须水街道将车内乘客引导安置到二砂寄宿学校
空教室内，利用学校食堂提供热饭和热水，还根据游客意愿为其提
供学校宿舍住宿，确保滞留游客过得安心。

洛阳游客滞留郑州
及时救助安然无恙

20日上午，针对第八大街经北六路李南岗积水严
重的汛情，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明湖办事处执法
中队紧急调运防汛物资，筑起10米人墙接力运送沙袋，
争分夺秒对道路低洼进行加高。本报记者 王译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