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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陈里予

河南汛情牵动着上海人民的心， 为方便上海市民捐款捐物支援河

南防汛救灾，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第一时间发起“防汛救灾驰援河南专

项行动”，即日起接受社会捐赠。

具体捐赠方式如下：

一、善款捐赠

（一）线上捐赠

1、通道一：联劝网

备案编号：53310000501775488WA21015

2、通道二：上海慈善网

3、通道三：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微信服务号

（二）银行转账（汇款时请注明：用于"驰援河南"字样）

户名：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账号：03335100043984343

开户行：农行黄浦区陆家浜路支行

备注：企业捐赠请联系薛老师（17721075935），线上捐款如遇问题，

请致电联系钟老师（17717529629）。

（三）线下捐赠

1、爱心窗口

地址：徐汇区淮海中路 1253 号

时间：每周一至周日上午 9 点-下午 5 点

联系人：唐老师 联系电话：021-64334343

2、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各区代表

处

二、物资捐赠

上海慈善物资管理中心

联系人： 李老师 13651987968、

陈 老 师 13918349438、

刘老师 13621717276

    晨报首席记者庞菁涵报道

21 日凌晨两点多钟，曙光救援队

政治委员张亮宗发出一条朋友

圈：绍兴男儿，出征河南。 一路

上， 所有的收费站都对他们免

费，队伍在远赴河南伸出援手的

同时，也在被感动着。

张亮宗告诉记者，此次全国

曙光救援队第一批次 11 支队伍

赴河南郑州， 协同当地进行救

援，共计 19 车，76 人，携带了 17

艘救援冲锋舟等若干水域救援

设备赶往灾区。

他所在的嵊州救援队中，8 名

队员年龄最大的 53 岁，最小的 39

岁。 他们不仅是救援队队员，还是

水上应急救援排民兵预备役的民

兵， 在救援领域都算是当地的精

干力量， 有的是最美绍兴市退伍

军人，有的是行业内业务骨干。

“一路上所有的收费站一看

我们是去救援的，全部让我们免

费通过，很感谢大家。”张亮宗的

救援队伍，一路收获了许多意外

的感动，每隔一段时间，张亮宗

都会发出信息，向关注救援行动

的人报位置、报平安。

“2:38，我车已近苏州，距离

目的地 800 公里；5:09， 进入沪

蓉高速黄栗墅服务区加油站；6:

21，前头队伍传来消息，产妇临

盆，羊水破裂，救护一位产妇；6:

38 ，已通过南京，正在赶赴灾区

的路上……”

在路上，他们还收到了前方

河北救援队发来的消息，邯郸救

援队已经到达郑州，一位即将临

盆的产妇羊水破裂，河北救援队

的队员了解情况后，及时赶到求

助现场，将产妇救护送往医院。

由于路途遥远，一千公里的路

上车队已经加了三次油。 截至记者

发稿， 张亮宗的这支队伍还在路

上，刚刚抵达商丘的民权服务区。

    据央视报道 针对河南省郑

州市连降暴雨引发险情， 应急管

理部第一时间启动消防救援队伍

跨区域增援预案，连夜调派河北、

山西、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湖

北 7 省消防救援水上救援专业队

伍 1800 名指战员、250 艘舟艇、7

套“龙吸水” 大功率排涝车、11

套远程供水系统 、1.85 万余件

（套） 抗洪抢险救援装备紧急驰

援河南防汛抢险救灾。

河南省消防救援总队根据汛

情发展，于 7 月 20 日提升战备等

级，紧急调派焦作、许昌、漯河、新

乡、商丘、驻马店 6 个支队共 180

名指战员、43 辆消防车、22 艘舟

艇驰援郑州，开展人员搜救、排水

排涝、转移群众等工作。

截至 21 日 5 时，河南省消防

救援队伍接报强降雨相关警情

1496 起，出动车辆 3559 辆次、指

战员 17280 人次、 舟艇 2394 艘

次， 共营救遇险被困群众 5574

人，疏散群众 11397 人。 其中，郑

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共接警出动

1205 起，出动车辆 2719 辆次、指

战员 13186 人次、 舟艇 2038 艘

次，营救遇险被困群众 5093 人，

疏散群众 10098 人。

上海救援队连夜驰援河南

一路收费站免费放行

曙光救援队第一批次

11支队伍赶赴河南

七省 1800 名

消防指战员驰援河南

    7 月 17 日以来，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仍在持续，其中中部和西北部出现大到暴雨，郑州、焦作、新乡、

洛阳、许昌、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郑州中西部局地特大暴雨。

河南挺住！ 河南灾情同样牵动着上海人民的心，各界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或派出救援队伍驰援河南、驰援郑州，或为灾情捐赠

一份爱心。

记者 唐 玮

晨报讯 河南特大暴雨牵动

全国人们的心。

昨天凌晨， 上海三栖应急救

援队组织力量奔赴郑州灾区参与

抗洪抢险。 据悉，这是目前为止，

上海唯一一支也是浦东唯一一支

赶赴灾区的专业民间救援力量。

两三名先遣队员于昨天中午抵达

救援现场， 第一批队伍已于下午

五点左右赶到救援现场，发稿时，

第一批队员已经展开救援工作，

第二批救援队员于 21 日 18:00

启程前往郑州支援。

上海三栖应急救援队队长徐

俊说，他们 20 日连续收到了郑州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来的请求应

急救援力量增援函和郑州二七区

神州救援队的救援邀请， 于是决

定连夜派人过去。因为是夜里，有

些人联系不上， 最终第一批救援

团队共 8 个人在 21 日凌晨 2 点

左右从上海周浦出发， 还有两三

名队员当时在山东，离河南近，就

作为先遣队大约昨天中午先到了

郑州。

“21 日下午 3 点左右，我

们抵达郑州，郑州目前的水位已

经开始往下退了，但还是有不少

民众被困。 我们现在在驱车前

往救援地点的路上（21 日下午

5 点左右）， 我们先遣队员接到

的任务是前往中牟县电厂路的

富康嘉苑小区，这里有上千名居

民被困等待救援。据说那边已经

有河南、安徽等就近先抵达的队

伍在进行救援了。目前定的救援

计划是用救援艇将被困群众救

出来，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几

名先遣队员因为手机进水、没

有信号等原因暂时失联了，具

体的救援计划还要等到了现场

才知道。 ”

先遣队员发给徐俊的短信

说：“我们这次共组织了 IRB 水

域救援组以及教官组共 16 人(R3

急流救援教官四人，IRB 急流冲

锋舟驾驶员 10 名， 医护人员 2

名)，车辆 5 辆，水下机器人一架，

救援艇 7 艘。 我们是浦东新区应

急局下属管理的救援队伍， 救援

队核心成员均为原消防、特勤、陆

海空三军特种兵， 队员都有国际

水域救援的专业证书， 可以在流

速很高的水里救人。 ”

上海唯一民间救援队

多名队员已抵郑州展开救援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发起

防汛救灾驰援河南专项行动
即日起接受社会各界捐款捐物

20日，河南登封突发山洪，消防救援人员在转移被困村民。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