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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灾区 奉献爱心

市财政局组织全系统干部职工献爱心

7万余元捐款援灾区
本报记者刘予涵报道 近日，榆林市财政局组

织全系统干部职工为“7·26”特大暴雨洪灾受灾最
为严重的子洲、绥德两县进行捐款，支援灾区群众
重建家园。

市财政局领导班子成员带头捐款，全系统干部
职工积极响应，纷纷慷慨解囊，奉献爱心。活动共
筹集善款77850元，已通过民政部门第一时间送达
灾区。

神木中鸡派出所

组织全体民警向灾区捐款
近日，神木市公安局中鸡派出所举行了爱心捐款

仪式，为子洲、绥德两县灾区群众献爱心。全体民警
共捐款2700元，支援灾区群众重建家园。

文/袁帅

榆林火车站“蒲公英”爱心团队

捐资筹物送灾区
本报记者刘予涵 通讯员邱峰报道 “7·26”

特大暴雨洪灾发生后，灾情牵动着每一个铁路人
的心。了解到绥德县名州镇雕山村出行困难，村
里急需蔬菜、衣物、纯净水、卫生纸、消毒液等必需
品时，榆林火车站的“蒲公英”爱心团队积极开展
募捐活动，车站干部职工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用实
际行动为灾区群众献上一份温暖和爱心。

此次爱心活动共筹得衣物 774件、矿泉水 119
件、消毒液297桶、卫生纸196提，并利用募捐到的
钱，购买了土豆、卷心菜、洋葱、萝卜等易储蔬菜。
8月 4日早上，这批爱心物资被及时送抵名州镇雕
山村。

本报记者马蕊报道 据榆林市保险行业协会统计，截
至8月8日下午5时，全市共计接到“7·26”特大暴雨洪灾各
类涉灾保险报案1923起，初步预估损失23825万元。其中
车险报案1494起，初步预估损失9414万元；非车险报案
429起,初步预估损失14411万元。截至目前，各保险公司
已结案1016件，结案率53%，总计赔付4506万元。

其中，绥德共计接到各类保险报案857起，初步预估损
失7496万元，截至目前各保险公司在绥德已结案337件，
总计赔付1365万元。子洲共计接到各类保险报案722起，
初步预估损失8711万元。截至目前各保险公司在子洲已
结案280件，总计赔付1256万元。

据了解，榆林保险业认真落实延安保监分局下发的《关
于做好榆林暴雨灾害保险理赔服务和应急值守工作的紧急
通知》及《关于榆林暴雨灾害涉水出险车辆理赔服务的指导
意见》，在榆林各保险公司建立24小时接报案和应急值守
以及保险接报案、估损和赔付数据每日统计制度，各公司加
强查勘队伍和施救车辆，开辟绿色理赔通道，全力以赴做好
救灾理赔工作，将“快理赔，宽赔付”的要求落实为保险理赔
中具体执行的理赔政策和操作流程。

本报记者徐子昕报道 8 月 8
日，记者从市卫计局了解到，子洲
县医院目前已恢复正常运转。

据了解，距子洲“7·26”特大暴
雨洪灾已经过去十多天，在社会各

界的大力支持及县医院全体职工
的共同努力下，医院室内淤泥全部
清理完毕，院内的淤泥大部分已经
清理，门诊工作从 8 日起恢复正常
运转。

子洲县医院恢复正常运转

熟悉芦河情况的人都知道，芦
河水面距堤岸还有近两米高的水
泥堤坝和护栏，仅靠落水者自己抓
着细绳肯定是爬不上来的。而且，
落水者此时近乎虚脱，人也处于糊
涂状态。

正在大家焦急想办法的时候，
旁边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连衣服
也顾不上脱，腰里绑了一根粗绳就

开始下水。大家见状，赶紧过去帮
忙拉绳子。

下水救人的小伙子叫李亚儒，
1992年出生于定边县堆子梁镇，现
在靖边四中附近开了一家自助小
火锅店。

“落水的那个人是我妻哥，靖
边县杨米涧人，姓杨。事发时我正
在店里，当时客人还挺多，嫂子给

我打来电话，让我赶紧拿一根绳子
到东河湾来，我就知道出事了。”回
想起当时的情况，李亚儒依然心有
余悸。他从隔壁五金店拿了一根
绳子就往芦河赶。到了河边的时
候，发现贺军他们已经在救人了。
看见被拉到岸边的妻哥体力透支，
正在下沉，李亚儒急忙将绳子绑在
腰间，翻过护栏下到水里。

7月29日，在暴雨洪灾后的第
三天，家住子洲县何家集镇苗家坪
村的残疾人苗强赶到县城，支起了
物资发放点和“爱心餐”供应点，免
费为受灾群众发放自家生产的手工
空心挂面，免费为群众和抢险救援
人员供应热腾腾的饸饹。

“我虽然是残疾人，但党和政
府从来没有遗忘我，在我创办作坊
时，给我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政
府帮了我，我也想帮助更多的人。”
苗强说，7月 26日早上，得知突降
特大暴雨发生洪灾，导致子洲县城
断水、断电、断讯后，他第一时间开
车赶到县城。

“一夜之间，美丽的子洲遍地狼
藉、寸步难行，我受到了极大触动。”
苗强决定要为家乡人民做一点力所
能及的事。回到村里，他就急忙将
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原村委负责人苗
林光。

说干就干。苗强发动何家集中
学2009届毕业生高永胜等人捐款
集资8718.65元，然后带着租来的锅
碗、灶具等设备和20袋面、8桶油、
800多斤挂面等，包括家人、同学、厨
师共12人，29日一大早来到县城一
街百货大楼门口设立起临时灶点，
一边给受灾群众免费发放手工空心

挂面，一边做饸饹给群众及抗灾一
线人员免费供应。

看到领了挂面的环卫工人王秀
英，手里拿着扫把、铁锹，还要拿挂
面，极不方便，苗强又主动把挂面送
到了环卫所。“真是一个好人！”王秀
英感动地对身边的人说。当日，苗
强还为像王秀英一样的200多位环
卫工人送去了“爱心挂面”。

“他自己虽然一只眼睛看不
见，但从小就是个乐于助人、充满
正义感的孩子。8月 2日，何家集
镇集体倡议给受灾群众捐款的时
候，苗强将随身携带的 1205 元全
部拿出来捐了。”苗林光这样评价
苗强。

27岁的苗强出生在一个贫困家
庭中，父母都是聋哑残疾人，能够深
深体会残疾人的生活艰辛。2017年
4月开始，他排除万难注册成立了子
洲县爱尚家食品加工作坊，不但自
己创业，他的作坊也成了周边残疾
人的“家”，作坊里雇用的15人全部
都是残疾人。

当然，苗强不是个例。“7·26”暴
雨洪灾发生后，许许多多像他一样
身残志坚、乐于助人的群众走上街
头，或参与救援，或爱心助人，在街
头巷尾留下一段段感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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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帮了我，
我也想帮更多的人”

文图/本报通讯员 叶春瑞

道德模范续写“道德故事”

贺军与他人救起落水者

近日，芦河边又发生了感人
一幕。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
者贺军与几位好友及一位90后小
伙，合力救出一名落水男子。

子洲、绥德发生严重暴雨洪灾后，7月27日
下午7时40分左右，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
者贺军与雷雨顺、李文龙、马扬等几位好友相
聚，一起商议为灾区捐助事宜。

窗外又淅淅沥沥下起了雨，靠近芦河一侧
半开的窗户有一阵冷风吹进来，屋子里瞬时感
到有些凉意。马扬起身关窗户时，不经意扫了
一眼，发现芦河里有人在游泳，仔细一看发现不
对，河里的人竟然还穿着衣服和鞋子！

“有人跳河了！”几乎同时，雷雨顺也看见河
里有人，他赶紧和贺军一起招呼大家下去救
人。贺军一边往下跑，一边打电话报警。李文
龙则顺手拿了一根细绳子。

“还好落水的那个人还会一点水，但我们赶
到岸边时，他看上去已经筋疲力尽了。”贺军
说。几次将绳子抛向落水者，但他就是抓不住，
贺军看着着急，准备脱衣服下水，被大家合力拦
住，“几个朋友都知道我不太会游泳，而且知道
我做完肿瘤手术时间不长，大家说我身体还比
较虚弱，这样下去太危险。”

还好，在大家多次努力下，落水者终于抓住
了那根救命的细绳。大家奋力将落水者拖到了
河边。

大家合力把人拉上来后，贺军
跟李亚儒要联系方式，李亚儒这才
记起，自己下水的时候过于着急，放
在裤兜里的手机忘记拿出来，已经
被水浸坏了。

此时，警方也已经赶到，大家
一起将杨某抬到车上，送往医院。
经过抢救，杨某已经脱离危险，顺
利出院。

“下水救人的小李真了不起，
虽说他们是亲戚，但在这种可能
危及生命的情况下，能够舍身救
人，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贺军
对李亚儒赞不绝口，听说李亚儒
的火锅店生意不太好，他当即就
表示：“我们紫靖餐饮集团随时欢
迎你！不冲别的，就冲你见义勇
为的义举！”

“我也代表我的家人感谢你们！
要是没有你们及时相救，我妻哥估计
就危险了。”李亚儒也对贺军连连表示
感谢。

“对救我的贺总和我妹夫表示
感谢！给他们添麻烦了！”被救者杨
某脱离危险后，在电话中表达了感
谢。但他不愿提及落水原因，只说
当时喝醉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发现有人落水合力救援

20多岁小伙下水帮忙

道德模范赞叹小伙义举

榆阳区小纪汗镇昌盛社区

爱心捐款助力灾区
本报通讯员张斌报道 8 月 10 日，榆阳区小

纪汗镇昌盛社区举行了“情系灾区、爱心捐款”
活动，辖区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居民等陆
续前来捐款，短短一上午就筹得爱心捐款 10668
元，助力“7·26”特大暴雨洪灾受灾地区的恢复
重建工作。

“7·26”特大暴
雨洪灾严重影响了
子洲县城的环境，
为了尽快恢复居民
的生活环境和出行
安全，老君殿派出
所组织辖区志愿者
和民警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

8 月 10 日 上
午，老君殿派出所
民警和辖区 50 余名
志愿者来到子洲县
城广场清理淤泥。
为了尽快让广场恢
复清洁，志愿者和
民 警 们 发 扬 不 怕
苦、不怕脏、不怕累
的精神，将广场上
的淤泥一寸一寸清
理干净。
本报通讯员马玉摄

维吾尔族在定商人

赶赴子洲灾区献爱心
本报通讯员高婷报道 7月31日下午，在定边的

维吾尔族商人热西提·如则、合力力·加帕尔、艾尼·麦
麦提，联系定边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携带救灾物资赴
子洲灾区献爱心。

听闻子洲、绥德两县发生暴雨洪灾后，热西提·如
则、合力力·加帕尔、艾尼·麦麦提立即组织员工制作
新疆烤馕1300张、购买汽油水泵5台、消防水带5条、
钢丝管28米、铁锹30把、雨鞋30双等灾区急需物资，
共计1.35万元，在定边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联系协调
下，为灾区群众献上一片爱心。

“咱们五十六个民族是一个大家庭，看到这个事
情我们都流泪了，心疼得很，能够尽一点心意，我们心
都开花了。”热西提说。

市建规系统

向灾区捐款4.73万元
本报记者张三林报道 子洲、绥德两县遭遇特

大暴雨洪水袭击，给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
失。为了帮助灾区群众渡过难关，早日恢复生产，
尽快重建家园，市建规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和离退
休老干部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慷慨解囊，共捐款
47300元。

陕煤地质一八五公司

干部职工向灾区捐款
本报通讯员谢晓丹 闻捷报道 8月8日上午，陕

煤地质一八五公司干部职工上百人聚集在办公楼前，
为榆林“7·26”特大暴雨受灾地区捐款。

当天现场就收到捐款1万多元，在野外工作的
干部职工也通过其他方式进行捐款，款项将于近日
汇总到位。

榆林炼油厂

200余干部职工捐善款
本报通讯员徐媛 乔旭报道 8月8日，榆林炼油

厂后勤机关200余名干部职工举行向子洲、绥德灾区
募捐活动。募捐现场，大家踊跃捐款，以实际行动向
灾区伸出援助之手。

据了解，当天现场共募得善款13690元，捐款活
动仍在进行中。

文图/本报通讯员 王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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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强为200多名环卫工人送去“爱心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