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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台风
“利奇马”期间，浦东消防支队出警 377 次

爱心市民叫外卖温暖消防员
只能趁着赶往下一个现场的时间抓紧时
间眯一会。队员们坐在车内，
依着靠背打
在超强台风
“利奇马”侵袭上海期间， 盹。但是只要一到现场，
他们立马打起十
申城各地消防指战员共同抗击、奋力守护
二分精神，恢复斗志昂扬的状态。一个接
申城平安。8 月 9 日 11 时至 8 月 11 日 12
一个的警情，
让大家连简单吃口饭的时间
时，从台风黄色警报拉响至警报解除，浦
都没有，保温箱里的早饭和午饭静静地
东消防支队辖区内共接警出动 377 起，最 “躺”了一天。陈凯强是中队战斗二班班
忙的是庆宁消防中队，48 小时里出警 57
长，在排险过程中手指被铁皮割破，他简
起。有市民在抖音上看到消防队员接连
单地消了毒又坚持投身到下一个警情之
出警，顾不上休息和吃饭，被他们的精神
中。高密度的警情使得部分消防员都来
所感动，就在外卖平台给他们叫了外卖， 不及上厕所，碰到路边公厕抓紧解决一
市民这一举动，温暖了消防队员。
下，又奔赴下一个现场处置。
庆宁消防中队是浦东此次出警最繁
有市民在抖音上看到庆宁消防中队
忙的一个中队，仅从 8 月 9 日 12 点到 8 月
一夜连续出警，觉得队员们不容易，8 月
10 日 12 时，24 小时里中队指战员们已经
10 日 15 时 49 分的时候，这位市民在外卖
出警 25 次，几乎是刚脱下装备又要再穿
平台上下了单，给消防员们叫了外卖，还
上，大家累得在车上
“秒睡着”。但是这些
在备注里写道：
“谢谢你们的努力，
送上鸡
小伙子们说了，楼再高也要除隐患，保平
腿和小吃，希望能够在车上吃点补充体
安；风再大也要勇上前，护周全。8 月 10
力。平安归来。”
“我们不是孤军奋战！”消
日凌晨 5 点，东陆路一居民屋顶铁皮遮雨
防员们对市民的好意十分感激。
棚因刮大风，
摇摇欲坠。庆宁消防中队指
不止庆宁消防中队，
其他中队也度过
战员对遮雨棚固定后，用绳索将雨棚拉回
了特别忙碌的 48 小时。8 月 10 日 7 时 04
了屋。还有一幢大楼外的广告字牌“集
分，两港大道上指示牌因大风造成部分脱
团”中“集”字被风刮坏，随时可能掉落伤
落，随时有掉落的可能，给过往车辆造成
人。消防员们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冒着大
安全隐患，老港消防中队指战员到场后，
风大雨爬上广告字牌排除隐患。
将指示牌全部清除。8 月 10 日 9 点 33 分，
连续出警，消防员们一夜没合眼了， 祝桥镇邓三村某楼房楼顶有一个太阳能

高东积极解决居民“出行难”

■本报记者 张敏

新建小区门口
有了公交车站

庆宁消防中队队员消除屋顶安全隐患。

□浦东消防支队 供图

热水器被台风吹得即将坠落，情况紧急。
川沙消防中队指战员接警后，
迅速赶赴现
场，及时拆除太阳能热水器，第一时间为
群众消除安全隐患。
浦东消防支队介绍，8 月 9 日 11 时至
8 月 11 日 12 时，从台风黄色警报拉响至

警报解除期间，浦东辖区内共接警出动
377 起，其中火警 55 起，抢险救援 321 起
（其中高空排险 241 起），社会救助 1 起。
出动车辆 400 辆，出动人员 1508 人。其
间，庆宁消防中队出警 57 起，周渡消防中
队出警 35 起，
航头消防中队出警 29 起。

暴风骤雨中的
“守护天使”
——记蓝天救援园中社区应急响应队
■本报记者 须双双
8 月 11 日，台风“利奇马”逐渐远离本
市。在惠南镇园中社区，蓝天救援园中社
区应急响应队的 30 多名队员终于可以歇
一歇了。
从 8 月 9 日开始，队长黄井华以值班
室为家。
“我们每隔一个半小时就去社区
巡逻一圈，收到居村的呼叫，就要派人前
往处置。”黄井华说。暴风骤雨中，应急
响应队化身社区“守护天使”，坚守岗位。

11 日凌晨 4 点多，值班室里响起急
促的电话铃声，社区内一处围墙在风雨
中倒塌。黄井华带着一组队员快速赶往
现场，一边清理砖石瓦砾，一边联系相关
部门。
从 9 日起，救援队就协助职能部门拆
除存在安全隐患的户外广告牌、排查老旧
小区重点点位，黄井华这两天里加起来只
睡了不到 4 个小时。
“ 我们的专业救援队
员、志愿者和居村工作人员，还有城管队
员、社工等都过来抗击台风，大家几乎都

没怎么休息。”他说。
蓝天救援园中社区应急响应队成立
于今年 6 月，是上海首支 24 小时社区应急
响应队。
当社区内发生突发性灾害性事故时，
居民可在报警的同时与园中社区应急响
应队联系，
园中社区应急响应队会立即安
排就近队员携带相应的设备赶往现场处
置，
在消防、医疗等专业人员赶来前，
设置
警戒区域、疏散人员、指挥交通等，
为专业
队伍节约时间，减少居民损失，为社区居

民提供及时有效的救助。
此次迎战
“利奇马”，蓝天救援园中社
区应急响应队共出勤 38 次，拆除户外广
告牌 11 块，协助职能部门开展巡查，快速
处置多起树木、围栏倒塌、低洼地段积水
等情况。
据悉，
除了应急响应外，
平日里，
队伍
还开展防台防汛、踩踏等事故发生时的逃
生演练，并进行相关培训。下一步，专业
力量融入社区应急安全体系的模式或将
在惠南镇推广。

本报讯 （记者 章磊 通讯员 刘杨）从
原先步行 10 分钟之内没有公交线路，到如
今公交站就设在了小区门口，
“出行难”问
题的解决，让家住高东镇宝佳苑小区的王
先生切实感受到了“15 分钟服务圈”便民
服务带来的好处。
今年来，高东镇杨园社区根据镇党委、
政府部署安排，开展了新高苑片区“15 分
钟服务圈”公共服务设施缺配情况调研。
走访中，新建的宝佳苑小区居民反映，由于
小区新建不久，步行 10 分钟之内没有任何
公交线路，
出行极为不便。
社 区 居 民 的“ 出 行 难 ”问 题 亟 待 解
决。杨园社区工作人员多次深入社区、居
委会，并在早晚高峰体验易拥堵路段，向
社区群众问需问计。经过实地走访后，杨
园社区提出了调整 995 路公交车线路的
初步设想，并在相关职能部门的牵头下，
与公交公司多次讨论公交线路调整的可
行性。
要最大程度方便居民搭乘，需新增高
宝路东靖路站点，让公交车从高宝路东靖
路路口拐入高宝路，这样才能途经宝佳苑
小区。而为了缓解东靖路至申江路直行路
段的交通拥堵压力，还需要在高宝路东靖
路路口增设红绿灯。
高东镇相关领导牵头与交警部门沟
通，使高宝路东靖路口增设红绿灯的方案
得以尽快落地。与此同时，高东镇相关职
能部门还对宝佳苑小区高宝路段违停问
题进行了整治，确保后期公交运行顺利通
畅。
8 月初，995 路公交线路实施调整并
更名为浦东 72 路。新线路运行后，有效
解决了宝佳苑小区居民“出行难”问题。
“有了公交车，出去看病、买东西都方便多
了。”居民刘阿姨说。家门口有了公交车，
让宝佳苑小区的居民感到了实实在在的
便利。杨园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提升“15 分钟服务
圈”便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