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御台风“烟花”青春守沪期待雨过天晴
各行业青年志愿者为防汛防台， 奋战在城市道路上、在地铁站厅内、在高校校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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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力做好台风“烟花”的防御应对工作,全力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正常运行随着台风“烟花”来
袭。狂风暴雨中，仍然有这么一群可亲可敬的青年坚守在
岗位一线，在街道上、在地铁中、在校园内都有他们防汛防
台的身影。无数志愿者与5万余名公安民警一起战斗在
街头巷尾，用青春力量守护城市交通秩序和社区安全。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本报讯 预警就是命令!黄浦
区为全力做好台风期间的抢险救
灾，昨日上午10时，城发集团人武
部、团委根据预防灾害性气候应
急预案，迅即集结30人“红旗”民
兵突击队。突击队由公路护路
连、抗击雨雪冰冻连、情报信息班
中干部骨干和优秀青年民兵组
成，全员在集团本部开展备勤任
务，通过与集团城区市容管理中
心监控联动，时时关注重点区域
路面状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
不同的措施方案以及应急行动，
确保在最短的时间内抵达现场处
置突发情况。

黄浦区建管委系统的团员青
年也迅速出动，奋战在防汛防台
的一线。他们抓细抓实各项防汛
救灾措施，充分发挥了青年的生
力军作用。防汛值班室里，建管
委的青年日夜坚守，密切关注台
风路径、降水量以及水位变化，第
一时间将准确、可靠的信息传达
到各单位、部门。

市政养护青年全体出动，加
班加点清理下水口，做好道路下
水管网的疏通和清淤，确保暴雨

来临时道路不积水。他们对全区
所有的天桥和人行地道开展了安
全巡查，一个个外挂装饰材料、一
块块标识标牌检查，确定它们稳
固、安全。他们还对下立交等重
点区域开展防汛排查，彻底清理
沟渠，确保排水泵运转良好。他
们随时待命，主动对接重点单位，
提前到易积水区域驻守，保一方
平安。

建筑业管理青年对全区28个
在建土建工地进行了全覆盖检
查。他们紧盯深基坑、塔吊、外脚
手架等风险源，同时督促建设单
位加固塔吊和工棚。检查中他们
重点要求工地全面落实安全措
施，积极排查施工现场安全隐患，
同时备齐、备足防汛物资，妥善做
好人员转移、撤离工作，将各项灾
害降到最低。他们全天候坚守岗
位，形成战斗合力，确保所有工地
平稳运行。

旧改管理青年奔走在各个旧
改基地。他们没有一丝松懈和含
糊，加紧清点基地人员，挨家挨户
排摸、评估建筑房屋的安全情况，
及时清除易坠落的物品，为的是
确保房屋和人员安全。

交通管理青年则在狂风暴雨

中骑着电瓶车穿梭在大大小小的
备案公共停车场（库）和道路停车
场，督促停车管理单位高度重视
台风可能带来的大风暴雨。他们
仔细查看停车场（库）的防汛防台
准备情况，指导停车场严格落实
人员值班、物资、应急等各项措
施。地下车库是停车场防汛的关
键点位，青年们指导地下车库管
理方准备沙袋和挡板，防止暴雨
倒灌进车库，全力确保场库运营
安全和人员安全。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5 号线全线暂停运
营；上海地铁磁浮线全线、2号线
张江高科至浦东国际机场区段、6
号线港城路至金桥路区段暂停运
营；10号线国帆路至基隆路区段
暂停运营……迎战 6 号台风“烟
花”，青年报记者刚刚在地铁2号
线淞虹路站直击地铁防汛第一线
时，来自各条线路的停运信息第一
时间从四面八方传来——高架防
风，地铁防汛，上海地铁严阵以待。

淞虹路站属于折返站，是地铁
列车出入库的“咽喉站”，这个37
人的车站，平均年龄才27岁，被誉
为2号线“守门员”青年突击队。

因为台风，地铁里乘客明显
减少，今年刚入职的95后徐嘉逸
仍然一丝不苟地站在瞭望台上，
观察每列地铁进站以及乘客情
况。值班站长于小辰从昨晚7点
上岗一直坚持到现在，下午1点，
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午饭。于小
辰和另一位值班站长张喆，在站
台仓库清点起了阻水袋，有着5个
出入口的淞虹路站标配不低，这

些阻水袋遇水就会膨胀，上一次
使用它们还是因为两年前的利奇
马台风。

淞虹路站3号口此刻已是风
雨交加，有乘客被困住了脚步。
于小辰和张喆细心地移动了一下
防滑毯，即便湿透，依然不会影响
它的防滑功能。“如果发生积水，
为了防止倒灌，我们就要把防汛

板搬到入口处卷帘门那个位置。”
淞虹路站站长陆曦介绍说，在地
面上的地铁出入口前有阻水沟，
阻水沟连通排水管网，可以快速
排走积水。

当雨量过大难以短时间排走
积水时，就要靠第二道防线，每个
出入口在设计时抬高了一定数量
的台阶，防止积水倒灌进车站。在
入口处的第三道防线就是防汛板，
防汛板根据每个车站出入口专门
定制，需要时放置在入口处。阻水
袋构成了第四道防线，阻水袋放置
在防汛板后方，起到吸水作用，站
台空档处万一有漏水，可以及时阻
止雨水渗入。如果雨量实在太大，
集水泵会自动报警，进行自动疏通
排水，这是第五道防线。

防汛期间，工作人员每小时巡
视一次，每个出入口都有探头，车
站值班员通过视频实时监控积水
情况。此时的车控室内，车站值
班员徐淳、孙博正在忙碌，他们一
个紧张地手写公告，把已经停运
的线路信息告知乘客；另一个看
着监控，监控上方醒目地贴着：防
微杜渐，警钟长鸣。

迅速出动积极应对防汛防台黄浦青年

2号线“守门员”紧守五道防线上海地铁

淞虹路站青年突击队员在放
置阻水袋。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摄

本报讯 今年第6号台风“烟
花”已于7月25日中午在浙江舟山
沿海登陆，预计于26日晨再次登
陆，继续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
响。25日，市委书记李强，市委副
书记、市长龚正分赴上海市气象
局、武警机动支队、防汛物资仓库、
市委办公厅总值班室和金山区海
塘大堤、化工区管委会应急响应中
心，检查全市防汛防台工作，看望
慰问奋战在防汛防台一线的干部
职工，并于晚上来到市防汛指挥
部，就全力做好台风“烟花”二次登
陆前后有关防御工作再部署再抓
实。

李强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以
更加警醒的值守态度、更加到位的
责任落实、更加周全的应急预案、
更加严密的防范举措、更加高效的
协同调度，形成全市防汛防台强大
合力，全力打好防汛防台攻坚战，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
超大城市运行安全有序。

在市气象局，李强面对台风
“烟花”实况路径图，详细听取强度
变化、风雨预测以及对全市和太湖
流域影响情况汇报。李强感谢气
象部门长年累月、兢兢业业为全市
生产生活正常运行提供气象预报
保障，强调要进一步发挥专业部门
优势，紧密结合上海实际，加强实
时跟踪、滚动预测、科学研判、及时
预报、提前预警，确保汛情信息第
一时间传递发布、防汛指令第一时
间贯彻执行，为各地区、各部门、各
单位防汛防台赢得时间、掌握主
动。

李强来到武警上海市总队机
动第一支队，向枕戈待旦、随时准
备出动救援的武警官兵表示慰问
和感谢，在风雨中检查了救援车
辆、冲锋舟艇和专业工程机械、救
援器材，了解武警防汛防台应急准
备工作情况。李强说，广大武警官
兵和公安干警、消防救援指战员闻
令而动、向险而行，是防汛防台的
坚强支撑，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
无私奉献。看到你们，人民群众就
感到安心放心。随后，市领导前往
市防汛物资仓库，检查防汛防台物
资储备和日常管理情况。

昨日下午，李强来到市委办公
厅总值班室，通过视频系统连线市
防汛指挥部及金山、奉贤、浦东等

区了解防御台风应对措施，察看重
要区域、重要点位。李强强调，多
增一分防范之心，就能有效减少一
处风险隐患。

昨日晚上，李强、龚正等市领
导在市防汛指挥部详细听取市防
汛办和气象、应急管理等部门关于
台风“烟花”最新路径走势和对全
市影响情况、台风防御措施落实以
及人员转移安置相关工作汇报，察
看沿海区域风情雨情水情实时画
面以及黄浦江、苏州河等重点江河
实时水位。

李强指出，台风“烟花”二次登
陆正逢风雨连潮，“三碰头”防御形
势依然严峻，做好防汛防台工作对
确保超大城市安全至关重要。全市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不能有丝毫
麻痹大意和松懈侥幸，必须思想上
高度重视、行动上全力以赴，始终保
持实战状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
迫感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坚持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
做最充分准备、争取最好结果，尽最
大努力防范在前、防患未然，最大限
度减少损失、安全度汛。

李强指出，要压实责任、勇于担
当，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
风，精兵强将要冲在一线，救援力量
要时刻待命，保障物资要准备充
足。各级领导干部要身先士卒、靠
前指挥，相关部门、地区要跨前一
步、通力协作，完善协调联动救援机
制，做好人员和力量的统筹调配，确
保做到紧急响应、快速反应。

李强指出，要依托城市运行“一
网统管”平台，科学调度防汛抢险队
伍和物资，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
力。要把握时间窗口，科学调控内
河水位，抓紧做好排涝准备。要以
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进一
步细化完善相关应急预案，切实做
好电力、通信、交通等应急保障。

昨日上午11时许，龚正来到
位于金山区的上海化工区段海塘
大堤，实地察看沿海区域防汛防台
设施情况，现场指挥抗击台风工
作。龚正要求把准备做得更充分
一些，扎实做好人员转移安置和管
理工作，妥善安排好群众的生活，
并落实各类装置设施的加固和管
理。龚正还来到上海化工区管委
会应急响应中心，与国家防总相关
负责人一道，通过实时监控画面，
逐一察看海塘、码头情况，听取金
山区、奉贤区、化工区管委会抵御
台风工作汇报。

本报讯 根据气象信息，今年
第6号台风“烟花”已于昨日中午
12点30分前后在浙江舟山普陀沿
海登陆，并将于今天半夜到明天早
晨再次登陆，将给本市带来严重的
风雨影响，预计降水影响将一直持
续到7月27日。市委、市政府要求
各区、各部门、各有关单位抓紧采
取各项有效措施，确保人身安全和
城市正常运行。现将有关事项紧
急通知如下：

本市台风橙色预警、防汛防台

二级应急响应终止前，应采取以下
临时措施：各类群体性户外活动一
律停止；各公园、旅游景点、游乐场
所一律闭园；各类暑托班、培训班
等一律停课，并做好因不知情而到
校的学生的学习、生活安排；黄浦
江、苏州河等水上旅游一律停止；
相关单位计划中的旅游日程一律
作出调整；各类户外建设工地一律
停工；各类船只（除执行紧急公务
外）一律停止出港，已经在外的要
尽快到达指定区域避风。

上海市政府办公厅紧急通知：

台风“烟花”期间减少出行

李强实地检查全市防汛防台工作

做好台风“烟花”
二次登陆前后防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