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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员送外卖

A04

扫码进入ZAKER潇湘
看消防员小哥哥为滞留旅客送泡面

滞留列车上来了群蓝衣
“快递员”
暴雨致火车停运，
消防员为乘客送来泡面及矿泉水；
郴州安全转移14162名滞留旅客
本报记者骆一歌 通讯员何鸽波 王卓君 郴州报道

六月的暴雨，
总是说下就下。湖南各地各部门也在积极应对。6月10日10时，
省防
指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9日上午，
两趟列车也因暴雨受到了影响。滞留到中午时，
又渴又饿的乘客们有些许
焦躁。这时，
一群身着蓝衣的帅气小伙，
带着泡面和水来了。他们是谁？

近日，持续的强降雨阻挡了部分人的出
行，其中湖南境内的京广、沪昆普铁干线和京
广、怀衡等高铁干线部分区段运输秩序受到一
定的影响。
6 月 9 日，京广线郴州段、湘桂线衡阳段、
焦柳线麻阳段雨量超警戒值，铁路部门对这些
区段采取临时封锁或限速运行措施，致使途经
的部分列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晚点。
当天中午，在郴州苏仙区坳上镇的一个偏
僻小车站，两趟列车在原地长时间停留，这导
致的一个问题是：
饥饿与口渴。
在原地滞留了 6 小时之后，有些焦躁的乘
客与列车工作人员们等来了消防员，这次他们
不是来抢险救援的，而是充当“快递员”，为大
家送来了口粮。

1200多名乘客滞留偏远小车站
市民李先生乘坐 K951 次列车南下去广州
找工作，没想到这个向来通行稳定的交通工具
居然“堵车”了。6 月 9 日早晨 7 时左右，K951
和 Z235 次列车在经过郴州苏仙区坳上站时，
停下不动了。
原来，由于持续强降雨，京广线郴州、韶
关、清远等区段降雨量超警戒值，为了确保铁
路运输安全，铁路部门对部分区间采取了临时
封锁或限速运行措施，致途经以上区段的部分
列车出现不同程度晚点。
这两趟列车停留在了坳上站，而这里离广
州还有350多公里，
距离郴州城区也有大约20公
里。随着时间的推移，
车上乘客们的情绪也开始
变得焦躁起来。到了中午，
大量的人需要面临的
是吃饭与喝水的问题。Z235次列车乘务人员介

6月9日，
郴州苏仙区坳上站，
消防员为被困旅客送来方便面、
矿泉水等物资。图/受访者提供

行动
6月10日9时
省水利厅决定启动
水旱灾害防御
Ⅳ级应急响应。

6月10日10时
省防指决定
湖南启动防汛
Ⅳ级应急响应。

6月10日10时
长沙市防指决定
全市启动防汛
Ⅳ级应急响应。

6月10日20时至11日20时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
联合会商发布地质灾害黄
色预警。

绍，
由于长时间滞留，
车上的食物根本不够。
当天滞留在坳上站的两趟列车上共有
1200 余名乘客。事实上，当天不只这些人被
滞留，在郴州境内，共 28 趟列车发生类似状
况，涉及 14162 人。全天多趟列车滞留，物资
消耗巨大，站内食物供给一时接济不上。
时间到了中午，李先生表示最想解决的是
吃饭问题：
“没想到因为暴雨滞留了这么久，这
会还真有点饿了。”列车乘务员们面对的则是
无数个抱着同样想法的乘客，他们一时间拿不
出可以安抚乘客的东西。

消防员在饭点送来两车口粮
得知情况后，
郴州市委、
市政府迅速启动应
急预案，
紧急调度铁路、
消防、
公安、
交警等部门
全力做好物资供应、
分流疏散、
安全保障等工作。
9 日下午 1 时许，郴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接
警称，南下的 K951、Z235 两趟列车临时停靠京
广线苏仙区坳上站已达 6 个小时，1200 余名乘
客食物供给不足，急需援助。
接到市政府调度后，郴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立即调派 40 名指战员、两辆运输车，联合铁路
部门紧急调拨运输 100 箱泡面、60 箱矿泉水前
往坳上站，解决滞留乘客口粮问题。
消防指战员们将这批物资带到现场后，采
取接力的方式将它们传递到了指定的地方。
乘务人员总算松了口气，急忙组织同事将食物
搬上列车分发给乘客。
“感谢你们帮助，不然真
不知道如何安抚乘客。”
“好在及时送来了食物，虽然堵车了，但没
那么堵心。”李先生拿到食品后感叹。
截至 9 日晚 10 时 30 分许，在郴州各级部
门的协调配合下，滞留郴州境内的 14162 人已
经全部安全有序转运，平安离开了郴州。

前一晚地下车库进的水抽到第二天
记者走访长沙多个停车场发现不少车辆被淹，
负责人连夜组织排水
本报记者满延坤 王佳箐 长沙报道
暴雨来袭，
不少人的爱车遭了殃。记者走
访了长沙几处地下停车场发现多辆轿车被淹，
6月 10日中午，
还有地下停车场在进行排水。

红星生鲜市场地下停车场
找来四台水泵连夜排水
6 月 10 日上午 11 时，位于湘府路上的长
沙红星生鲜市场地下停车场出入口处，四根
直径约 25 厘米的黑色排水管正源源不断涌
出水流。与此同时，该市场不少商户以及附
近居民，也都围在停车场出入口附近，等待最
新进展。
红星零售市场负责人陈先生告诉记者，9
日晚 9 时刚过，他们得知地下停车场有被淹
的征兆，就立即电话通知了车主。
“有 10 多台
小车从停车场开出来了。”随后，停车场负责
人叫来两辆排水车。当晚 11 时 30 分左右，排
水车赶到现场，开始对停车场进行排水处
理。陈先生说，排水车连续工作了几个小时，
但效果并不显著。于是，他们又在凌晨 3 时，
找来 4 台水泵进行排水。
10 日上午 11 时 30 分，经过 8 个多小时的
排水作业，已有大半积水被排出，但仍旧有车
辆被困在地下停车场。
“ 对于车辆被淹、受到
损害的车主，我们会建议他们先去找保险公
司工作人员核赔，再来找我们协商处理。”陈
先生说，
“ 按照目前的进度，10 日下午 5 时左
右，能将停车场内的积水清除干净。
”

双塔国际广场
买了车险的车主找保险理赔
6 月 10 日中午，
在长沙雨花区双塔国际广
场南北两侧的地下车库出入口还在进行排水
作业，负一层的积水已经基本排完，但泥水在
墙面上留下的污渍分界线显示着前一晚的最
高水位，约有 1.5 米。从安全通道的楼梯间可
以看到，
通往负二层的楼梯仍被泥水淹没。在
现场参与抽水的一位工人说：
“我们 9 日晚 10
点多来的，
一直抽到现在才抽完一层。
”
进入车库，
一辆本田轿车斜停在收费岗亭
旁，
前保险杆右侧脱落，
“估计是被水冲得漂移时
撞的。
”
一位路过的车主谢先生猜测道。他有一
辆2年前购买、
价值约170万元的小轿车，
也在地
下车库泡了一夜，
“肯定报废了”
，
等负一层的积
水排空后，
谢先生找到了自己的车，
并拍了照片，
打算找保险公司理赔。

未来几天出门不要忘了带伞
本报长沙讯 预计 12 日、13 日，湖南雨带基
本位于湘中以北，累计雨量大，雷雨时局地阵风 7
级。近期省内雨水相对集中，需谨防强降雨可能
诱发的山洪，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
等次生灾害。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近期省内雨水相对集
中，12 日至 14 日雨带基本位于湘中以北，累计雨
量大；15 日至 16 日白天，除湘西北外，大部地区
转晴热天气。
具体来看，11 日 8 时至 12 日 8 时，湘西、湘北
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
其中张家界、
湘西
州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
雨；南风 2～3 级；最高气温湘东南 32℃～34℃，其
他地区 30℃～32℃，
最低气温 24℃～26℃。
12 日 8 时至 13 日 8 时，湘中及以北多云转阴
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湘西、湘北部分大
雨，其中张家界、湘西州、怀化、常德、益阳北部局
地暴雨，怀化北部、湘西州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
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 2～3 级；最高气温湘
西北 27℃～29℃，其他地区 31℃～33℃，最低气
温 23℃～25℃。
记者陈诗娴 实习生唐倩 通讯员曾彦彦

9日晚长沙最大降雨量在林科大
本报长沙讯 记者从长沙市气象局了解到，
6 月 9 日 8 时～10 日 8 时，长沙大部分地区有阵
雨，局地大到暴雨，长沙县中部北部、天心区、雨
花区部分大暴雨（强降雨主要集中在 9 日 21 时～
10 日 0 时）。平均雨量 22.5 毫米，小雨 96 站，中雨
75 站，大雨 42 站，暴雨 27 站，大暴雨 7 站，最大雨
量 141.7 毫米（天心区湖南林科大），最大 1 小时雨
量 85.4 毫米（雨花区政府，出现时间 9 日 21 时～
22 时）。 记者陈诗娴 实习生唐倩 通讯员王向

12分钟救出被困河中的钓友
本报常德讯 6 月 10 日，
常德石门县三桥下，
一位钓友被突涨的河水困在河中。他站在礁石
上，
四周是湍急上涨的河水。消防迅速赶赴现场，
经过约 12分钟的紧张救援，
钓友被成功救出。
当日中午 12 时 34 分，石门县消防接到一男
子报警称自己钓鱼时被困于石门县楚江街道三
桥下，无法自行撤离危险区域，水域情况十分危
急，请求快速救援。石门消防接到报警后立即调
派永固站、楚江站共 19 名消防指战员，携带 1 艘
充气动力艇赶赴现场进行救援。
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
男子被困于澧水河
中间大小只有1平米的礁石上，
距离最近的岸边约
为 15 米，
且附近水域环境复杂、
水流湍急，
深浅不
一，
大大增加了消防指战员们的救援难度。
在确定救援方案后，现场消防指挥员立即下
令开展救援。救援期间，永固站水域救援小组通
过提艇、肩艇及顶艇将充气动力艇架设于河边，
由站长刘进勇带领水域救援小组人员携带救援
装备，驾驶充气动力艇靠近被困者，并用船桨实
时探测周围水域环境确保救援路线安全，行驶至
距被困者 5 米时，水流变得湍急起来，动力艇驾
驶员利用舟艇抵焦技术靠近被困者，经过约 12
分钟的紧张救援，
“钓友”到达安全区域。
记者骆一歌 通讯员陈自德

消防员暴雨中背出80岁老人

6月10日，
长沙阳光在线小区旁，
倒下的墙砸坏几辆小车。图/记者杨旭

阳光在线小区 暴雨冲倒的墙砸中了自己的车
“昨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雨，我停在小区
进出口旁边的车被倒下来的墙砸了。”6 月
10 日上午，长沙阳光在线小区业主林畅指着
一辆已经压扁的广汽本田，
满是无奈。
“我这辆车是伤得最严重的，今天早上
给保险公司发照片过去，对方说它可以直接
报废了。”林畅告诉记者，还有两辆小车也被
倒下的墙砸中。他表示，三辆车都是按规定
停在指定停车位。
对于墙体倒塌的原因，林畅与另一名车
主均表示，是小区旁的施工方排水不畅导致

讨论

积水，进而把墙体冲垮的。林畅说，由于施
工方所使用的进水管过粗，排水管过细，导
致排水不畅，加上 9 日短时间突降暴雨，墙
体就被冲垮了。
10 日晚 8 时，林畅告诉记者，车主、社
区、物业和施工方已达成协议。
“最终确定施
工方为事故责任方。”林畅说，施工方负责人
愿意赔偿三名车主相应的经济损失，也愿意
将这堵墙进行重建，但他们得先向总公司说
明情况，具体赔偿事宜还要等那边商量之后
才能决定。

地下停车被淹，
物业要担责吗

从法律上来讲，
停在小区的车子被淹，
到底
谁应该负责呢？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智
慧分析，
一般情况下，
业主将车停在小区主要分
两种情况，
一种是交停车费，
将车停在停车位上，
另外一种是业主在小区内违规停车未交停车费。
胡智慧表示，如果车子停在小区停车位
被水淹，需要判断物业服务企业是否尽到了
管理服务，如果物业未尽到管理义务致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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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晨报大厦

子遭受损失或损失扩大，物业公司可能承担
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如果业主将车停在
小区地面非停车位，则属于违法停车，在这
种情况下，车子所有的损失都需要业主自己
承担。还有一种情况，小区没有停车位，业
主将车辆停在小区里，又向物业公司交了停
车费，物业公司仍有管理义务，在过错范围
内承担责任。
记者牛蕊

邮编：
410004

报料求助热线：
0731-85571188

案例

爱车停车库被淹
得到物业赔偿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到，2016 年，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了本溪市一因汽车
被淹而引发的诉讼案判决结果。判决书显
示，2012 年，本溪市民张某的车在地下车库被
淹，张某遂起诉物业公司，要求物业公司赔偿
77870 元修车费和 1600 元拖车费。该案一审
判决物业公司向张某赔偿 79400 元。但二审
之后，判决物业公司向张某赔偿 79400 元的
80%，即 63520 元。
今年 3 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裁
判书显示，受台风影响，2018 年，广州市民梁
某的两台车于小区地下车库被淹，梁某将物
业公司告上法庭，然而一审驳回了梁某的全
部诉讼请求。二审之后，最终判决物业公司
向梁某赔偿损失 5000 元，另负担 114 元案件
受理费。事实上，梁某主张物业公司赔偿金
额为 105401.74 元、承担律师费 5000 元、并承
担诉讼费用。
记者牛蕊

广告招商热线：
0731-85572288

发行投诉热线：0731-85573388

本报湘潭讯 6 月 9 日晚至 10 日凌晨，
湘潭地
区突降暴雨，一些路段出现了人员和车辆被困的
现象。湘潭消防闻警即动，
迅速展开救援行动。
10 日凌晨 1 时左右，在湘潭湘乡虞塘镇大麓
村附近，由于雨水快速聚集，导致附近水位猛
涨。1 时 34 分，湘潭市 119 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
心接到报警，大麓村涨水有人被困，随即调度湘
乡市消防救援大队赶赴现场救援。
因连续降雨，救援途中出现小范围山体塌方
等情况，消防队员下车冒雨清除了路障，确保后
方救援装备器材和救援机械能快速运到前方事
故地点参加救援，同时背上其他救援器材徒步 2
公里前往事发地开展救援。
到达现场后，救援人员发现被困人员房屋所
处巷道积水已快淹没膝盖。救援人员又趟着水
绕行走了 200 米后，到达被困人员所处院子。当
救援人员进入被困人员所处屋内后，只见屋子里
全是水，一名 80 多岁的老人在屋子里焦急万分。
消防员上前查看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经过
沟通，救援人员决定将老人背出屋子，负责背老
人的救援人员还特意将救生衣为老人穿上，然后
在其余救援人员的帮助下，慢慢将老人背起，送
上橡皮艇进行转移。
“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谢谢你们！”老人儿
子拉着消防员的手感激地说，
“ 让你们大晚上的
在雨中淋了这么久，
走路到这里来救人！”
记者骆一歌 通讯员朱亚军 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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