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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中，无数平凡英雄伸出援手，展
开全城救援，为郑州这个城市带来温暖亮
光。

一根绳子 集体救人

7月20日，暴雨倾城，水淹郑州，一名女
子被湍急的流水冲下水坑，瞬间被洪水淹
没，关键时刻，一群人拉着绳子伸手将女子
拽上路面脱险。

一名路人 冒险救人

20日的大雨中，郑州市区一位母亲带
着两个孩子掉进了泥坑，眼看三人要被泥坑
吞没，这时，一名路过的男子，紧急过去救
援，把两个孩子和母亲拉出泥坑，救了三条
人命。

一次转运 接力救急

20日中午，河南省人民医院互联智慧
危重症转运车前往商丘转运一名病情危重
的婴儿。当车辆接上患儿和家属返程至郑
州中州大道时，突然熄火，无法前行。心急
如焚的司机正要下车求助，却见路过的一
辆白色小轿车停下来，主动开口：“咋不走
了？”转运车司机宋玉森赶紧解释说：“车上
拉着重病号，刚熄火了，能不能帮个忙把患
者送医院去？”这位小轿车车主二话不说就
答应了。

但车前行一段后，又被雨水困住，医务
人员赶紧求助。互联智慧危重症转运团队
车班班长毛朝松紧急协调到医院的全地形
越野救护车前往救援，终于在晚上9点半将
患儿送到病区。

一座城市 充满温暖

暴雨袭来，道路被淹，许多人被困在途

中，郑州市民自发组织“爱心小屋”，为回家
困难的陌生人提供安身之地。

“松林小鹿幼儿园可暂避风雨，有吹风
机和饮用水”“永威·此时酒店可以躲避雨
水，为您提供姜茶、沙发、充电线”，郑州图书
馆、科技馆、郑州市实验高中均开放，为市民
提供避雨场所。此外，多位郑州市民自发组
建“郑州托管房屋临时避难所”，发布空闲房
屋位置给需要的人。“紫荆山地铁口5间”

“二七广场往这看，加我好友，房子8间都有
热水”。

一群战士 带来希望

民间的互助让人感动，官方救援让人充
满希望。20日下午，郑州市新密市（县级
市）城关镇东瓦店村双洎河水位暴涨，导致
一居民楼数十名群众被困楼顶。武警河南
总队郑州支队执勤四大队教导员张寓南、新
密中队中队长罗朝飞带领7名战士，乘车携
带救生衣、救援绳等装备器材，紧急冒雨挺
进灾区展开救援，经过持续2个多小时紧急
救援，成功营救被困群众。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应急管理部连夜调派河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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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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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组稿件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关注河南极端强降雨

河南暴雨
致25人死亡7人失联

124万人受灾

危急时刻的温暖亮光

记者21日从河南省防汛应急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据不完全统计，16日以来，此轮强
降雨造成河南89个县（市、区）560个乡镇
1240737人受灾，因极值暴雨致25人死亡、7
人失联。全省已紧急避险转移16325人，紧
急转移安置164710人。

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徐
忠说，此轮强降雨造成农作物受灾面积75千
公顷，成灾面积25.2千公顷，绝收面积4.7千
公顷。直接经济损失54228.72万元。

据介绍，17日8时至21日14时，河南省
出现历史罕见的持续性强降水天气过程，全
省各地市均出现暴雨，北中部出现大暴雨特
大暴雨。全省平均降水量150.5毫米，地市
平均降水量最大为郑州461.7毫米，最大降
水站点出现在新密市白寨931.5毫米。

受本次降雨影响，目前，河南省共有白
沙、小南海、河口村、昭平台等9座大型水
库、40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贾鲁河、沙
颍河、洪汝河出现涨水过程。郑州常庄水库
出现一次特大洪水过程，目前水库水位在平
稳回落。

强降雨造成郑州市城区严重内涝，地铁
停运，铁路、公路、民航运输受到严重影响。
郑西、郑太、郑徐及普速陇海线、焦柳线、宁
西线、京广线部分区段封锁或限速运行，7趟

列车停运，15趟列车折返。国道209鲁山
段、310灵宝段出现路面塌陷，交通中断。

徐忠说，河南省军区协调解放军 730
人、民兵690人，武警出动1159人、消防出动
6760人次参加抢险救灾。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介绍说，郑
州气象观测站最大小时降雨量达201.9毫米
（20日16时-17时），突破中国大陆小时降雨
量历史极值（198.5毫米，1975年8月5日）。

此外，郑州、嵩山、新密等10个国家级气
象站日降水量也突破建站以来历史极值。
其中，郑州市二七区尖岗气象站24小时降雨
量高达696.9毫米，超过郑州全年平均降水

总量。
河南省气象台副台长苏爱芳表示，预计

到22日14时，河南大部仍有中到大雨，其中
河南中部和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河南西北
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270毫米）。郑州有
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60-100毫米。

“预计今明两天河南降雨仍将持续，致
灾风险极高，各地需继续做好洪涝、地质灾
害、城市内涝灾害防御以及河堤、库坝等的
巡查工作，并防范强降雨对救灾各项工作的
不利影响，同时做好卫生防疫工作，此外淮
河、海河流域需密切关注上游来水情况。”苏
爱芳说。

本报讯 （记者 张莎）7月21日，龙湖
公益基金会宣布通过重庆光彩事业基金会，
向郑州市慈善总会捐赠2000万元，帮助河南
抗洪救灾。

龙湖公益基金会工作人员介绍，2000
万元资金将定向用于保障当地群众的人身、
财产安全，采购紧急救灾物资和支援灾后重
建工作。

龙湖公益基金会向灾区捐赠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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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工作人员
在 郑 州 东 站
进 站 口 处 为
滞 留 旅 客 提
供早餐。

◀7 月 21
日，武警河南
总 队 机 动 支
队 官 兵 在 河
南 郑 州 陇 海
路 附 近 搬 运
救 援 使 用 的
冲锋舟（手机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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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1
日，郑州，消防
救援人员在进
行排涝作业。

▲ 7 月 21
日，驻扎在开封
地区的空降兵
某旅官兵冒雨
在贾鲁河祥符
区段加固堤坝。

叶尚万：在融合发展道路上“牛”劲十足劳动筑梦劳动筑梦··榜样同榜样同行行150150

2021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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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叶尚万，是重庆市诚润机械有限公司董事
长，2018年当选璧山区政协委员。凭借
沉着冷静的性格，诚实守信、敢于创新的
工作态度，经过10多年的经营实践，他带
领公司荣获“高新技术企业”“重庆市技术
创新示范企业”“重庆市中小企业创新五
十强”“全国工人先锋号”等荣誉。

敢作敢为的“孺子牛”

从建厂一开始，叶尚万就牢记自己
“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宗旨。平均年
开发新项目50余项，使企业规模不断壮
大，解决了170多名社会闲散劳动人员
的就业问题。他心系民生，致力公益，担
当社会责任。积极响应璧山区政协的对
口扶贫号召，救助失学儿童，累计捐款
28.36万元；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后，他将购来的第一批口罩无偿捐赠璧
山各小区、街道；为复工复产，他积极筹
备防疫物资，并落实部署疫情防控措施，
个人向璧山区红十字会捐款3万元；
2021年春节，给异地员工就近过年每人

发放1000元红包，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同时，叶尚万坚持把服务员工作作为
第一要务，努力找准切入点和结合点：陆续
投入近10万元改善食堂设施、员工宿舍条
件；为员工安装直饮机，配备防暑降温药
品；建立爱心基金、困难职工档案，为员工
参保职工互助保险，2020年累计发放困难
慰问金2.8万元，使员工们倍感温暖。

开拓进取的“拓荒牛”

企业发展涉及到信息、技术、人
才、资本、设施、服务一环扣一环的问
题，困难可想而知。事实上，企业面对
现有和拓展后的民品市场，在技术、设
备、产销资源等各环节都已经成熟，风
险可控、前景可期。但强烈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使叶尚万决定在融合发展的
道路上迈出坚定的步伐。

决定一出，叶尚万深知“开弓没有
回头箭”，他立马投入到前期筹备工作
中。首先涉猎程序法规、市场经济、科
技创新、社会管理等各个领域知识，积

极拓宽知识面，改善知识结构，不断补
齐能力短板。接着，他带领科技团队
在产品的先期市场可行性分析、风险
评估、设备人员策划，以及样件生产到
批量投产等各个环节严格把关。

每件产品的研发成功，其背后的
艰辛不言而喻。叶尚万常说“质量无

小事”，为了保证一个产品尺寸，一个
形位误差，他与同事熬更守夜扎根在
现场，从产品结构分析，尺寸链计算，
以及过程切削参数选择，刀具选配等，
一次次反复摸索、验证，并通过优化和
评估，寻找出一种过程能力保证可靠
的方法，确保了产品质量持续稳定的

实现。
在科技创新上，他积极推广“新材

料、新工艺、新技术”的应用，大刀阔斧
地引入新设备，摒弃传统旧工艺，将基
准转化、工装保证、员工技能等影响产
品质量的因素，通过新工艺运用消除其
质量隐患，解决了长期制约质量和产能
的矛盾。其中，他带领改造设计的球笼
冲压成型系统，获得重庆职工技术协会
颁发的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三等奖。

他引进自动下料线、机械手等自
动化生产新模式，不仅提高了生产效
率、提升了产品质量，还降低了员工劳
动强度，确保了2019年产值达1000
余万元，2020年产值达1500余万元；
2021年预计产值可达2600余万元。

脚踏实地的“老黄牛”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叶尚万深
刻意识到，最强大的不是对手，而是自
己。如何超越自我，得到质的提升？
一直是他执着追求的目标。

叶尚万把脚踏实地、培养品德、学

会做人放在首位。多少年来，无论寒
冬酷暑，他养成了经常深入一线的习
惯，他喜欢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事物，
去洞察身边的一切。真抓实干，务求
实效是他的工作作风，“撸起袖子、俯
下身子”就是他工作的真实写照。

他记录的日常工作笔记就有十几
本之多，大到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
规，小到加工尺寸、环境卫生。他注重
细节管理，不允许因为团队的疏忽造
成产品质量的缺陷。在一次试制新品
过程中，由于图纸资料产生争议，造成
零件报废，面对经济上的损失，他丝毫
没有抱怨，而是果断决定，重新投料加
工，并如期将合格产品交到客户手中，
这一举动让用户十分信服。

他喜欢从生产现场得到第一手资
料，善于从平凡细微之处发现问题。
他善学习、能学习、会学习、肯学习的
优良品质，踏实诚信的职业素养，造就
了严谨细致、干净利落的办事能力。

潘锋 吉凤 王坤霞
图片由璧山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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