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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救灾

深圳公益救援队的“7·20”河南救援行动

启动跨区域救灾

7 月 20 日，河南特大暴雨引
发灾情，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将防汛等级从Ⅱ级升至Ⅰ级，远
在广东的深圳公益救援队面临
抉择。

深圳公益救援队的前身是
2008 年成立的深圳市户外运动
协会（又称“深圳山地救援队”），
这是一支自发组织、全部成员均
为志愿者的民间专业救援队。
2013 年，该组织正式注册为“深
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
（又称“深圳公益救援队”），拥有
6 支专业队（山地救援、 高空救
援、医疗辅助、城市搜救、水上救
援、应急通讯），所有队员来自社
会各行各业，且均为志愿者。

该机构曾参加过雅安地震
救援，并在 2019 年首家通过了应

急管理部开展的社会应急力量
城市搜救能力 2 级测评。

尽管如此，作为一家属地位
于深圳的民间救援组织，要启动
国内跨区域救灾，人力、财力、执
行力都面临着考验。

与此同时，今年第 7 号台风
“查帕卡” 正在珠海到茂名沿海
地区登陆， 并在 16 个小时内完
成风力的“三级连跳”，将对广东
造成一定破坏，同样需要救援。

杨传奇是深圳公益救援队
秘书长兼党支部书记， 在他看
来， 是否前去救援需要快速研
判，贸然前往得承担风险。

随后，深圳公益救援队启动
关注， 开始探究灾区各方需求。
很快，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等合作
伙伴反馈河南新乡市灾情最为
严重。

综合研判后， 在兼顾台风
“查帕卡”袭扰的同时，救援队还
是决定出队。

“虽然属地有台风，队伍得
备勤，但河南的困难我们不能不
管，这是我们机构的使命。 ”杨传
奇说。

按照深圳公益救援队计划，
前后编制了 4 批次梯队，总共 68
人依次前往，是历年跨区域行动
人数最多的一次救援，并设立前
进营地、前方指挥中心、后方指
挥中心，协同作战。 救援队携带
了 4 艘救生艇、11 辆越野车、2 辆
装备车，以及相应保障物资。

专业队伍出发也并非一帆
风顺，20 日开始河南省内暴雨连
连，机场、铁路、公路均遭遇严重
积水， 交通大面积停摆，21 日集
结准备出发的 21 名队员未能在
当天成行，在等待一天后首批 10
名队员才抵达河南新乡。

“可见当时的天气状况有多
么糟糕。 ”杨传奇说。

据杨传奇介绍，救援队的专
业救援小组，去到受灾严重的村
落做人员转移工作，同时了解当
地政府和民众需求，通过后方队
员外联和资源对接，向国内基金
会和广东地区企业募集资源针
对性帮扶。

这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2011年， 赵强通过测试加入

深圳公益救援队， 成为一名水上
搜救队队员。 这次“7·20河南水
灾”中，他被任命为深圳公益救援
队“7·20河南水灾”前方指挥官。

赵强介绍，救援队大多以地
震救援为主，有过鲁甸、尼泊尔、
深圳光明新区地震救援经历，这
是深圳公益救援队成立后首次
碰到这么严重的水灾， 虽然在
2016 年湖北水灾、2020 年江西水
灾的救援中有着不错表现，但

“7·20 河南水灾” 仍是一次不小
的挑战。

7 月 26 日，救援队在新乡市
凤泉区、 牧野区完成救援后，经
过研判集中力量抵达卫辉市。 卫
辉市地处卫河与东孟姜女河东
部，经共产主义渠流过，多日降
雨让卫河河水暴涨，共产主义渠
承压过限。

7 月 24 日， 共产主义渠破
堤，河水涌入卫辉市，导致城区
临街房屋、一楼住户和机关、企
事业单位被淹， 从没过车顶的
水位来看， 最深处甚至可达 2
米，城区基本陷入瘫痪，大量群
众等待从城区转移至安全地
带， 而卫辉市下辖乡镇也受损
严重。

深圳公益救援队动用 4 艘
救生艇，从卫辉市城区主干道前
端进发，涉水前行，救生艇马达
不时挂到水下物体后停摆，驾驶
员多次尝试启动继续前行，在卫
辉市城区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居民楼、商铺等地紧急转
运出大量受困群众。

《公益时报》记者现场看到，
救援艇、快艇、游船、临时搭建的
木筏均被派上用场，在水面运输
城区被困人员抵达水势低位时，
一些大型铲车、卡车、救护车赶
来接应，将灾民送往安置处。

城区水位涨势迅猛，很多被
转移群众家里的财物及随身物
品都未来得及带上，只能通过后
期政府救助。 有部分灾民却不愿
转移， 只因家里地势较高未被
淹，愿意留在被洪水围困区域的
自家楼上，大多在二楼及以上楼
层为主。

一些留下来的居民表示，城
区虽然断了水电，但家里仍有煤
气和大量捐赠物资（食物、矿泉
水等）可以度日，转移至政府安
置点，多人扎堆并不好过，等待

数日积水将会逐步退去。
7 月 28 日，河南省水利厅党

组成员申季维在河南省政府第
七场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指
出，卫辉市积水是共产主义渠牧
野大桥上游 1.1 公里处右堤出现
漫决，部分洪水顺堤外流向下游
进入卫辉市，于 7 月 26 日 8 时成
功堵复。

志愿服务打造公益队伍

灾害救援除了生命营救、灾
情评估、灾后防疫外还有很多工
作，而救援队一些队员更带着为
家乡而“战”的愿景。

深圳公益救援队派出共 68
名队员中， 一部分就是河南籍
人员，每次出任务前，队里都会
向所有队员发出通知， 等待队
员申报，通过体侧、评估等后择
优派遣。

李晓冬，在深圳工作的设计
师，2010 年加入深圳公益救援
队，在“7·20 河南水灾”救援行动
中，他担任灾情调查组队员。

7 月 26 日晚，深圳公益救援
队的复盘正在进行，讨论队内工
作优化， 队伍中设立的灾害调
查、水上搜救、防疫消杀、后勤保
障、物资接收、通讯支持、外联沟
通等组别都一一汇报，以查漏补
缺、优化人员。

李晓冬自告奋勇报名加入
灾害调查队伍，并表示自己还能
够提供项目对接（灾区需求对
接）， 原来李晓冬正是河南新乡
卫辉人，在深圳工作，水灾中卫
辉市城区的房屋被淹无法居住，
他的父亲临时居住于亲戚家。

父亲听说儿子要和救援队
一起去卫辉市调研灾情， 二话
没说决定为儿子做向导。 次日，
在父亲的帮助下，作为头车（领
队） 的李晓冬比原计划早了 1
小时到达， 为救援队赢得大量
救援时间。

李晓冬的父亲说：“自己儿
子从事志愿救援， 家人都很支
持， 小冬的爷爷是八路军战士，
有着革命传统，为人民服务我们
感到很光荣。 ”

李晓冬说，这就像是上阵父
子兵。 深圳救援队中像李晓冬一
样来自河南籍的不止一位，本次
行动前方指挥官赵强是河南洛

阳人， 是一名深圳急诊医生，妻
子是河南新乡人，平常 2 人都在
深圳工作，洪灾中妻子家里的房
屋被淹，在救援的多天里，赵强
始终坚守一线，从未回去看看受
灾的房屋和乡亲。

赵强说，当初因为爱好户外
加入救援队， 又因为有急救功
底，10 年间自己深深爱上了民间
救援事业。

“一开始，队员们大多出于
热情觉得参与救援有意义，培训
学习和文化建设后，队员们认为
这是一名公民的基本责任。 对社
会尽义务，判断更加理性，没有
冲动，就是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
力量，更多是想把这些年积累的
一些专业救援技术发挥出来，这
是救援队志愿服务的魅力所
在。 ”杨传奇说。

“正因为救援队的非营利
性，很多时候，队员想要参与救
援行动，还必须自己贴精力和时
间，这正是强调机构的公益性。 ”
杨传奇补充道。

社会筹资保障机构运转

灾害救援是一个迅捷反应
的过程，需要常年备勤，自然产
生人员、场地、装备、运维等成
本，保障机构正常运转这些经费
成为必须。 作为非营利机构，救
援队自身的运转和救灾的费用
从哪里来呢？

据杨传奇介绍，2013 年前，
深圳公益救援队主要提供山地
救援服务，万科公益基金会是主
要经费支持方，随着机构逐渐转
型为综合型救灾队伍，深圳壹基
金也成为了救援队的重要伙伴，
行动经费大多靠基金会支持。

2013 年， 雅安地震发生后，
深圳公益救援队前去紧急支援，
训练有素、救援成功、保障有力
的印象给当时的壹基金留下深
刻印象。 当时，壹基金作为一家
资助型基金会正在面向全国寻
找紧急救援方面的合作伙伴。

“信息回传、物资管理、人员
安置、后勤保障、财产公示完成
的较好，每一笔资金和物资收入
都会有对应的台账，公开披露清
晰， 这些得到壹基金的高度认
可。 ”杨传奇说。

最终，壹基金成为了救援队
的战略伙伴。

此外，据杨传奇介绍，深圳
公益救援队是一家 5A 级社会组
织， 已被纳入政府采购名录，救
援队有专业救援经验， 减防灾、
医疗急救等方面较为擅长，会跟
政府部门、企业合作，提供专业
救援培训服务， 适当收取费用，
保证机构正常运转。 收取的经费
会用来购买装备、更新装备和队
伍建设。

目前， 救援队正式队员有
637 名，志愿者 1470 名，每年都
将有老队员考核不过被降级，新
队员通过考核补充入队。

“太快、太快，这辈子
没 见 过 这 么 大

水，半夜醒来手摸到床沿就碰
到了水，站立后水已齐腰。 ”家
住河南卫辉市向阳路的荣相
文惊恐地回忆着这一幕。

7月 20日， 河南特大暴雨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截至 8月 2日 12时， 河南省人
民政府通报河南最新灾情，已致
302人遇难，50人失踪。

灾难发生后，第一要务是
救人。

我国应急救援力量主要包
括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各类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和社会
应急力量。 包括民间救援队在
内的社会应急力量迅速行动起
来，为救灾救援带来巨大助力。

“7·20河南洪灾社会组织
和志愿者协调中心”数据显示，
在生命救援阶段， 截至 7 月 28
日 24 时，登记报备社会组织共
628个， 累计 530 支队伍、8697
名救援人员前往前线救援。

深圳公益救援队就是其
中一支队伍， 从 7 月 21 日全
队备勤 、决定出队 ，到队员陆
续抵达河南，他们克服跨区域
救灾的种种困难，在河南多地
开展了救援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