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风吹倒树木 工人紧急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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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台风影响，金山城区内不少

地方也出现了树木倒伏现象，绿化

养护工人第一时间前往现场进行

抢修。石化十三村门口，两棵有着

30 多年树龄、直径达 80 厘米的柏

树倒落在地，由于柏树根系较浅，

昨夜被大风连根拔起，部分树枝压

到了电线，由于树太大，工作人员

只能将压住电线的树干截断，方便

将树枝运走。

除了大树之外，清理残枝是最

为繁重的工作，为了不影响市民的

正常生活，从 8月 4日四点半开始，

工人们就兵分 4 路进行彻夜清理，

截至上午十点半，主要区域的树木

倒伏都已经清理干净。

今年第4号台风“黑格比”8月4日凌晨3时30分前后在浙
江乐清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台风级（13级，38米/秒），当
晚21时，到达上海同纬度。受其影响，8月4日傍晚到8月5日
早晨，金山地区普降特大暴雨，累计雨量破历史记录。区委书
记胡卫国对台风防御工作多次作出指示，区委副书记、区长刘
健赴区防汛指挥部实地指导台风防御工作。在区防汛指挥部
统一部署下，全区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合力抗台，确保了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平稳有序。

8月 5日下午，受台风“黑格比”带来的强

降雨影响，廊下镇特色民居家园发生河水倒

灌险情。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官兵紧

急出动，与当地民兵连续奋战 6 小时，装填

6000多个沙袋，加固加高堤坝 750多米，阻断

倒灌河水，通过持续排涝，被淹地区水位下降

明显，确保了附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当日凌晨 2时至早 7时，台风“黑格比”给

廊下镇带来了连续 5 小时高达 334.9 毫米的

降水量。长时间集中大量降水和上游客水下

泄，使廊下镇特色民居区域以及勇敢村五组

部分村域外的薛家塘、虹桥港等外河水位上

涨，漫堤倒灌至圩内，致使两个区域出现水淹

情况。下午 3 时许，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

支队接到金山区用兵需求后，按预案紧急出

动兵力 30名，携带抗洪物资第一时间到达现

场，联合正在参加工程专业集训的金山区105
名基干民兵以及廊下镇民兵 30人集中力量，

装填沙袋、构筑堤坝、阻断倒灌，历时超过 6
小时，装填沙袋 6000 余个，沿薛家塘和虹桥

港堤岸加固加高 750 多米，阻断了外河河水

继续倒灌。

在筑坝一线，一名家住附近的大叔拎着

两袋毛巾、花露水，神情显得十分焦急，他不

停地将手中的“心意”塞给来来往往的武警官

兵：“你们再不收我就放路边了啊。”“大叔，我

们过来帮忙是应该的，不能收您的东西。”“什

么应该的。这里蚊子多得很，我知道的。你

们把花露水拿去喷一喷吧。”最终，他的慰问

品也没人收下。无奈之下，大叔拿出毛巾给

路过的官兵擦擦汗，在他们裸露的皮肤处喷

上花露水，直到天已全黑，他才默默离去。“大

叔真的太暖心了。被他喷过花露水后，我感

觉浑身又有了使不完的劲。”九中队战士杨嘉

乐说道。

晚饭时，官兵们虽然已在水中泡了 3 个

多小时，但由于担心弄湿屋子，他们坚持在室

外就餐。3 分钟迅速就餐完毕后，他们又投

入到紧张的筑坝作业中去。廊下镇信息中心

工作人员戈晓莉见状，掏出手机发了一条朋

友圈“最可爱的最可敬的人，来了！你们知道

浸了水的沙袋有多重吗？ 轮流扒口饭也不

愿意到农户家里面去，只愿意在院子里、角落

里两三分钟吃好。眼睛不由自主的红了。是

感动，是骄傲！”在向下一个任务点机动的途

中，小区里的阿婆阿公不停地问他们：“吃饱

饭没有？我家里还有饭菜。”

“6 月 1 日进入汛期以来，为应对随时可

能出现的灾情，我们坚持每月开展一次战斗

精神教育、组织一次防洪常识宣讲、拉动一次

防洪战备演练，增强官兵的防洪抗洪本领，坚

决为驻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打好提前仗。”

该支队支队长方明飞如是说。8月 4日，在台

风来临之前，参加此次抗洪抢险任务的九中

队、十中队官兵曾前往驻地附近的张阿婆家

加固房屋防御台风。

在台风“黑格比”来临的那一晚，区海洋海塘管理所的职工们经历了

一个对他们来说无比艰苦但又日常的时刻。在沪杭公路金山段的短短

13公里，海塘所的8位职工通宵巡查，从晚上8时至清晨6时共处理因大

风大雨倒伏的树木100余棵，为保障道路的正常通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区海洋海塘管理所工程计划科科长刘正洪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两

天前，他们便开始启动了对于台风“黑格比”的应急预案，加派人员24
小时值守，时刻关注台风动向，除了日常巡查，对海堤重点部位薄弱区

域还进行地毯式排摸，发现问题及时记录上报。台风到来的当天上午，

他们全员出动，在金山海堤不间断地巡查，当时，沿岸阵风已达到8级，

海浪随着大风不断拍打着海堤，随着台风北移，风力还将继续增大。

而到了夜晚，雨势和风势越来越大，“黑格比”的破坏力逐渐显现出

来。海塘所的全体职工此刻转战沪杭公路金山段，他们从晚上8点开

始，不断地开车进行来回巡视，一旦看到有树木倒覆的情况，马上下车

进行清理工作。“我们在沪杭公路荒墩到南厍一带，发现有部分树木被

台风吹断，我们发现后，立即通知养护单位，然后和养护单位一起用油

锯解断挂在树上的断枝，迅速清理，保障沪杭公路交通通畅。”

台风“黑格比”过后，金山区海洋海塘所的职工们还远未到休息的

时刻。经过一个通宵的工作，还未来得及休整，他们又奔赴海塘一线，

进行全线检查。刘正洪说：“海塘作为防台的第一道防线，海塘安全了，

金山一线就安全了。我们金山海塘，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出现

过缺口，一直默默地保护着金山防汛防台的安全。”

据初步统计，全区种植业受灾损失2000多万，畜牧业水产受灾损

失600多万。

风歇雨止，气温回升后，对于受淹的水稻、蔬菜、经济林果而言，

当务之急是加紧排水。记者从区农业农村委获悉，已协调属地镇水

务部门排除积水，并安排现场勘察，统计受灾情况，协调保险公司，加

快理赔速度。

拥有全市唯一水果主题公园的吕巷镇，当前正值葡萄等水果盛果

期，部分合作社在受灾同时加快自救，除加强排水外，也不忘想方设法

促进产品销售。上海果居园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盛凯发朋友圈显示

受灾情况，亲朋好友纷纷购买合作社笨鸡、葡萄等农产品，仅半天就销

售了5000余元。合作社还用小船进行采摘，加快销售以减少损失。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防汛

指挥部的有力指挥下，金山区切实按照“三不

四最”的防汛总要求，以“不死人、少伤人、少

损失”为目标，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城市人

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全力做好防御今年

第4号台风“黑格比”的各项工作。

组织领导到位

经统计，金山累计雨量 145—340 毫米，

日降水量创历史新高。汤志平副市长多次

致电金山，对防御台风工作提出了明确要

求和具体指示。国家防总、市防汛办派出

专家组莅临金山指导防汛防台工作。我区

召开区防汛指挥部视频会议，就防汛抢险

救灾工作进行了再部署，区政府相关负责

同志分别带队到防汛一线指挥抢险救灾工

作，各相关委办局、街镇（工业区）也都召开

防汛防台及灾情处置会议，形成全区上下

“一盘棋”。

应急响应迅速

8月 3日，区防汛指挥部专题会商研判防

御第 4号台风“黑格比”工作，并下发了《防御

第 4 号台风“黑格比”工作提示》，当天傍晚

18:40，启动防汛防台 IV 级响应行动。8 月 4
日，区防汛办下发《关于切实做好今年第 4号

台风“黑格比”防御工作的通知》，下午 17:20，
将防汛防台响应更新为Ⅲ级。8 月 5 日凌晨

5:40，防汛防台响应更新为Ⅱ级，下午 14:45，
解除防汛防台Ⅱ级响应行动。

防汛处置有力

台风来临前，全区共落实市、区两级价值

536万元的防汛物资，准备4台大型排水泵车、

2台拖挂式排水抢险车和10台移动泵；5000余

人的应急抢险队伍随时待命。发布应急响应

后，全区各级防汛部门和有关抢险单位迅速进

入战时状态，加强值班值守，密切监视汛情和

灾情，按照防汛预案有效落实应对措施。水务

部门加强预降内河水位（内河水位从 8月 3日

的2.7米预降至8月4日的2.55米）和水文测报

工作，巡查一线海塘 24公里、内河堤防 350公

里；绿容部门加固树木 352株，加固（拆除）广

告及店招店牌183块；交通部门对全区57座下

立交加强监控，对石化城区市政道路开展巡

查，累计检查雨水口5848个、雨水窨井盖4920
个；建管部门通知督促全区122个在建工地和

其他工地全部停工，对塔吊、深基坑、临时板房

等采取必要维护措施；农业部门加固大棚

1600个，抢收蔬果1388吨；公安部门出动警力

1600余人，对全区骨干路网进行巡逻指挥，疏

导交通；消防部门出动人员 900余人、出动车

辆133辆，共处置防汛抢险救援285起；电力部

门出动抢修人员250人次、车辆105台次，处理

抢修工单 205起；文旅、体育部门提前关闭城

市沙滩、枫泾古镇、金山嘴渔村和金山体育馆

等公共场所，及时疏散游客。

台风虽已过境，但金山并没有松劲。连

夜的大暴雨，也让我区各村、居不同程度受

淹，相关部门采取抢险、排涝、抢修、恢复等各

项措施，确保市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累计降雨334毫米！在历史考验中守护金山家园
——我区全力抗击第4号台风“黑格比”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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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11时00分，上海中心气象台解除台风蓝色预

警、暴雨黄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今年第 4 号台风

“黑格比”已远离上海！虽然台风走了，但他们还在继续

“乘风破浪”……

受台风“黑格比”影响，金山城市沙滩和金山嘴渔村两

个热门景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均已闭园。我区已

组织多部门现场排险抢修，争取尽快恢复开放。

金山城市沙滩内，几十位工作人员正在沙滩上捡拾

垃圾，装满垃圾的十几个大袋子都堆在身边，等待车子运

走。台风来临时，城市沙滩附近的最大风力达到九级，大

风将海面漂浮的垃圾都吹到了岸上，对环境造成很大影

响。8月5日上午，金山城市沙滩发布紧急闭园通知，当天

对金山城市沙滩进行整修，争取8月6日恢复开园。

而在金山嘴渔村，海岸边的护栏都被大风吹得东倒

西歪，破损长度达 300 到 400 米左右，一旁的共享单车也

被吹倒。一旦护栏被吹到周围的私家车上，就会造成不

必要的经济损失。为此，山阳镇城管中队的队员们对这

些护栏进行紧急加固。记者了解到，金山嘴渔村 8月 5日

全天闭园，预计整修完毕后将于8月6日恢复开园。

热门景区抓紧修复 争取早日开放

蔬菜生产基地被淹 农户排水保生产

台风天气给不少行业造成影

响，由于瞬时雨量大，我区的一些农

业基地受损严重。在廊下镇果蔬园，

整个蔬菜生产基地被水淹没。杭白

菜全部面临绝收，此外，一些种植茄

果类、玉米的大棚也全部进水。整个

基地面积在 600多亩左右，8月 5日

四点开始，由于雨量太大，蔬菜大棚

外侧2.5米深的排水沟发生倒灌，导

致大棚进水。由于外河水位仍然偏

高，基地的泵房被淹，无法向外排水。

目前，各种植基地正在对部分

可以采摘的蔬菜进行抢收，水位下

降后，将及时补种，保证供应。此

外，农业基地也与农保部门联系，启

动农业理赔事宜，减少经济损失。

武警官兵六小时筑坝750米阻断河水倒灌

为人民城市筑起“钢铁长城”

金山区海洋海塘管理所
通宵达旦处置倒伏树木

果农朋友圈发受灾情况
市民伸出援手积极购买

受台风“黑格比”影响，大风和

强降雨使得我区共有128个住宅小

区、102 条段市政道路和 15 座下立

交等发生积水情况。金山区消防

救援支队共接防汛警情 133 起，高

空排险 68 起，抽水处置 65 起。共

出动车辆 133 辆次、消防指战员

931 人次，创历年来半日出警次数

历史之最。很多消防指战员彻夜

未眠，一直都在赶往各现场进行排

险救援。朱泾镇闻“汛”而动，冲锋

在前，及时疏通排水管网、清理下

水道，确保排水畅通，并做好排水

设施设备的日常检查和养护，各村

居除及时启用各类防汛物资外，还

临时增加购买抽水泵，全力开展小

区排水工作，动员一切力量抢排积

水，确保小区居民的正常生活。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面对“黑格比”的来袭，

金山人民众志成城！在每个人的

努力下，之前没过脚踝的积水渐渐

退去，街道马路干净如初，我们的

城市也逐渐恢复往日的生机……

居民小区进水 各部门排险在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