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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陆婷婷

今年汛期,奉贤总体上将呈现
出“汛期雨量略偏多，强对流天气强
度强；≥35℃高温日数偏多；台风影
响次数接近或略多于常年，但影响
的台风强度强”的特点，气候年景总
体偏差。

对此，区水务局、区应急管理局
等相关单位早早开始部署层层防
线，力争今年安稳度汛。

第一道防线：十年如一日 仔细
巡查海塘不分心

奉贤地处杭州湾北岸、滨江临
海、地势低平，受特定地理环境和气
象因素的影响，灾害天气时有发生，
尤其在每年汛期，遭受不同程度的
台风、暴雨、高潮位和洪涝的袭击。
而抵御这些自然灾害的第一道防
线，就是海塘大堤。

1997年，台风和天文大潮同时
袭击奉贤，杭州湾出现罕见的强烈
风暴潮，处于第一线位置的金南西
塘通塘溃决。这次强台风袭击之
后，海塘达标工程在奉贤海岸线全
面铺开。目前，奉贤海塘一线大堤
防御标准基本达到或超过百年一
遇。“目前海塘巡查工作分为日常巡
查、定期检查、特别检查。普查每日
不会少于 2 次，而对主海塘的内青

坎、内坡、工程的详查，我们会保持
10天一次，雷打不动。”巡查人员说
道。

第二道防线：不断提升水闸标
准 迎接汛期新挑战

金汇港南水闸是奉贤区防汛、
排涝、水环境改善和水资源调度不
可或缺的重要水利工程。

“原来的老闸是 1980 年建成，
后来我们发现它远远不能适应防汛
排涝的要求。于是在2010年，有了
一次改造工程。”奉贤区河道水闸所
水闸管理科科长王辉说。

经过 4 年的漫长工期，焕然一
新的金汇港南水闸成为了一座集挡
潮、排涝、应急通航、水资源调度、兼
顾景观等综合功能于一体的出海
闸，同时，它也是上海沿海地区单跨
口门最大水闸。

“金汇港南水闸作为奉贤防汛
最重要的出海口门，它的防洪标准
为200年一遇高潮位加12级风。”河
道水闸所的工作人员介绍。

第三道防线：关注低洼地区 聚
焦建筑工地

庄行镇地势低洼，高程从2.9-
3.5米不等，为奉贤最低。因此，每
年的6月到9月，庄行镇的防汛工作
总是在紧张的气氛中紧锣密鼓地展
开。

上周开始，降雨逐渐变得频繁，
而位于庄行镇的佳兆业8号小区北
门口也随之出现了积水，一时之间，
居民难以出行。在了解这一情况
后，庄行镇防汛办的工作人员立即
联系城建中心，前往现场勘察，最终
在一周内解决了小区门口的积水问
题。

据悉，2020年庄行镇通过一个
季度的养护工作，已疏通管道9799
千米，清捞窨井262座，清理雨水口
348 个，雨水管道设施运行得到了
有效管理，容易发生的管道淤堵、井
盖缺失等问题得到了改善，基本保
证暴雨不会发生严重积水。

除了小区积水问题容易发生在
我们身边，当台风来袭时，一个个施
工现场也可能会变成“定时炸弹”。
上周，在金汇镇北丁村陆永良宅河
旁就“围堰缺口堵漏应急处理，启动
防洪防台应急Ⅳ级响应”的演练项
目进行模拟，交通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在建水务工程的各参建方都参
与其中。

据悉，全区现有在建工地 324
处（包括农民自建房），涉及工人
27066 人；截至 6 月初，排查各类防
汛安全隐患 124 处，已完成整改 41
处，整改中37处，未整改的46处全
部落实了相应的应急防范措施。

本报讯（记者 邵毓琪 ）6月6
日，随着第一位身患多种疾病长期
卧床的老年患者的入住，奉贤又一
家高规格的护理院——坐落在奉贤
区第二福利院的上海仁杰护理院正
式开启运营。

奉贤区第二福利院负责人介
绍，上海仁杰护理院开设医疗、康
复、护理住院床位234张，第一期
开放 99 张，临床科室设有内科、
全科医学科、康复医学科、中医
科、舒缓疗护（临终关怀）科；辅
助科室设有医学检验科 （临床体
液、血液、生化检验专业）和医学
影像科（X线诊断、超声诊断、心电
诊断专业）。引进1000毫安DR、彩

色B超、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尿
分析仪、生化分析仪、骨密度仪、十
二导心电图仪、除颤仪、心电监护仪
等大中型医疗设备。全部病房配有
适老化卫生间、智能座便器、特护洗
浴、中央空调、中心供氧、中心负压
和呼叫系统等。

据介绍，护理院为配合老年患
者和康复患者的心理治疗，还特别
设有康复室以及娱乐室，引进多种
娱乐设施，能很好地满足老年人的
日常生活和娱乐需求。康复室设现
代和传统康复项目，引进国内先进
康复设备，开设物理治疗室、作业治
疗室、言语康复治疗室和中医传统
康复治疗室。

□ 通讯员 沈 春

6月17日中午接到领队的正式
通知，我们奉贤采样队将于6月18
日正式撤防，得知这个消息，队员们
兴奋之余又有些许不舍。从5月11
日离家，每天在机场忙碌着，至今不
知不觉37个日夜过去了，时间过得
真快啊。37天，奉贤区入境人员医
学采样队仍精神抖擞，有始有终完
成使命。

16 日是我们最后一次夜班值
守，守护国门。在每次出发前，我总
会根据航班信息安排好人员，开个
小会，布置好工作，叮嘱一下注意

点。由于天气原因，原计划安排在
日班的日本航班延误了，将由我们
夜班队员去采样。这个消息打乱了
我原先的安排，三个航班加起来
500 多人的采样，我们还少了一位
队员，使得这次的排班难度大大增
加，经过深思熟虑并和队员沟通协
商做出了比较合理的排班。

夜幕降临，乘坐着日常接送我
们的大巴来到灯火通明的机坪，我
们已经忘记了即将归家的兴奋，迅
速穿戴好防护用品，立即投入到工
作中。来自日本、台湾、泰国的航班
等着我们。采样工作对于我们来说
已经得心应手，500 多位旅客的采

样工作在三个半小时内顺利完成。
东方露白时，我们迎来了新的

一天，机场采样任务在夜班后即将
结束。一个多月的机场工作，我已
经习惯了这种节奏，即将结束采样
工作，心中反而有着丝丝不舍，下班
前和新来的金山团队做了交接班，
告知他们：采样工作的关键是做好
个人防护，采样动作做到位，一定能
做好……

机场再见，“国门”再见，这段日
子我会铭记于心。

本报讯 （记者 邵毓琪） 6 月
20日，上海载盛物资有限公司在海
湾镇开展垃圾分类两网融合活动。
两网融合是指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
系和生活源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融
合，通过融合，实现生活源再生资
源与其他类别生活垃圾的统一分类

交投、分类收运和资源循环利用。
在世茂海滨馨苑，记者见到了

已经改造完成的回收服务网点，这
里专门辟出了可回收物暂存区，由
专人负责收运。居民拎过来的可回
收物，首先在 GPRS 电子秤过磅，
过磅数据会直接录入到后台管理系

统。根据系统设置的价格公式，可
回收物进行计价并打票。打出的小
票还表明了价格、重量和品类。由
于GPRS电子秤具有定位功能，可
回收物的来源、品类、重量全部可
追溯。

在活动现场，虽然天公不作
美，但蒙蒙细雨没有阻挡居民们的
参与热情。活动中，大家围绕垃圾
分类，开展了一系列“大比武”活
动，同时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常态
化，让更多的居民了解两网融合，
自觉并精准推行垃圾分类。

记者了解到，自 2018 年上海
市实行垃圾分类以来，载盛公司作
为南桥镇、海湾镇及柘林镇的两网
融合资源回收合作企业，已先后在
奉贤建立 196 个服务网点，居民可
就近投递可回收垃圾。

时间：2020年6月18日
地点：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记录人：上海市奉贤区入境

人员医学采样队成员、奉贤区胡
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金方怡

今天，是我在浦东机场开展
医学采样工作的最后一个夜班。
值班结束后，我将随奉贤采样队
踏上回家的归途。

坐在凌晨三点的机场，我思
绪万千。自5月11日，我们出征
浦东机场开展医学采样以来，已
度过了整整 39 个日夜。在这个
坚守国门的战场，我们看过机场
的日出和日落，见过星空下灯光
交融的机场夜景，经历过37摄氏
度的高温，遇到过今年以来最大
的暴雨，也度过了难忘的护士节
……在这期间，经历了太多的人
与事，无论是工作的辛苦，还是身
边的感动，都将成为我最值得回
味的记忆。

还记得进机坪的第一天，我
怀着肩负重任的使命感和对未知
事情的好奇感，开始了采样的工
作。在这39个日夜里，我们仿佛
是军营里面的士兵，每天默不作
声却井然有序。我们每天重复着
同样的动作，成千上百遍。虽然
一个班一干就是12个小时，甚至
最长的达到了14个小时，工作很
累，大家却没有一丝怨言。因为
每一次的“谢谢，辛苦了”，都会让
我们疲惫的身躯变得格外有动
力。

在入夏后的高温环境下，面
对高强度的工作，每轮值班下来，
我们的衣服都是湿漉漉的。每天
回到宿舍，我和战友们在一起讨
论最多的就是当天的工作感受和

经验，以及怎样才能在防护服里
“降温”。比如，在防护服外喷清
凉喷雾，在防护服内贴冰宝贴
等。后来，我们搬到了有空调的

“新家”，而且每一个采位点后方
都有一个经过特殊处理的出风
口，工作环境改善了很多。我们
的休息室也从最开始在大巴上小
憩，改到了宽敞明亮的简易房
里。这些，都让我深深感受到海
关领导对我们工作人员的关爱。

很荣幸的是，这次采样我跟
中医院的3位小姐姐们一组。有
一次，经过12小时的夜班回到酒
店，我感觉头很胀，人看起来也不
大精神。“小金，你怎么了，人不舒
服么？”中医院的小姐姐关心地问
我。“可能一夜没合眼，黄梅天感
到很闷，头有点胀。”我没精打采
地说。于是，热心的小姐姐立即
跑去拿出中医“当家宝贝”，帮我
拔火罐，进行艾灸，还给我泡祛湿
茶。战友的关爱，犹如给我打了
强心针，没过多久就让我满血复
活了。

这几天，在与新来的同事做
交接，核对每一项条款、每一个细
节时，我的心中都有一丝不舍，不
舍这个岗位，不舍与我一起奋斗
过的战友，不舍这里的种种。

最后一个值守圆满结束了，
上午，机场海关为我们举办了一
场欢送会，给每人颁发了抗疫支
援证书。“并肩守卫国门，难忘战

‘疫’情谊。”看着手中这张特别的
证书，感觉一切都值得。39个日
夜的坚守，我不仅经历了意志的
磨练，积累了工作经验，更收获了

“吃苦耐劳、勇于担当、甘于奉献、
共克时艰”的战“疫”精神和“团结
一心、互帮互助”的战“疫”情谊。
这些，都将是我人生中一笔宝贵
的财富。

奉贤“三道防线”保安全
今年汛期雨量多 强对流天气强 台风强度强

新增老年护理床位234张
奉贤又一家高规格护理院开启运营

今天，我们完成了最后一次值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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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网融合”助力垃圾精准分类
全区已建成196个网点方便市民就近投放

战疫日记之

难忘的三十九个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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