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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辉辉煌煌中中华华 奋奋斗斗有有我我

崔晓：为世园会应急
体系搭出框架

崔晓是市应急管理局执法监
察总队的主任科员， 今年2月份
被借调到世园会负责应急工作。
当时， 世园会应急总案的草稿刚
刚撰写出来， 他帮着一起修改。
与此同时， 各个部门的应急预案
也着手开始制定， 他的主要工作
是对各个应急预案进行修改， 协
调各部门开展应急演练。

“最初， 各个预案还是有问
题的， 有的是响应的措施不够专
业， 不够细化， 也有的是没有责
任到人的问题。” 崔晓回忆着告
诉记者， 他需要对每一项预案进
行调整、 细化。 期间， 崔晓先要
逐个预案进行修改， 然后跟预案
中涉及到各个部门一一沟通， 进
行核实。

“能够落实， 这是最耗费时
间和精力的。 尤其是涉及多个部
门的时候， 需要先开会沟通， 然
后分头各自修改， 改完再到我这
里汇总 ， 往往需要反复多次修
改。” 崔晓先最终制定了专项预
案和现场处置方案54个。 这54个
专项预案中， 需要进行桌面推演
的就有20多个， 具体实施模拟演
练的还有10多个。 然而， 时间只
有一个多月， 在4月29日开园之
前， 必须全部做完， 崔晓深感压
力之大。

“演练的脚本就跟剧本似
的， 要具体、 要明确、 要无缝衔
接， 要达到大家拿到脚本就能知
道具体做什么、 说什么的程度。”
崔晓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 进行
了包括消防、 处突、 防爆、 食物
中毒在内的10余项模拟演练。

演练的脚本， 首先是汇总到
崔晓的手中 ， 他要进行统一修
改。 “比如说处突， 公安提出了
需要现场派出多少保安， 但是园
里有没有这么多数量的保安， 这
些保安从具体哪些岗位调过来，
谁来负责协调等， 这些内容都必
须要细化， 不能是想当然得写个
大概齐。”

崔晓进一步举例说明， 比如
说食物中毒 ， 一旦发生这种情
况， 各个部门拿着脚本就都能知
道自己要做什么。 “救护车来了
停在什么位置、 走哪条路能进到
园区、 把伤员抬到什么位置、 谁
来负责持续跟进回传信息， 以及
如何垫付医药费等内容， 都要在
预案和脚本中体现出来。”

此外， 崔晓还负责修改完善
了世园会整体的应急运行体系，
建立了信息收集上报机制、 应急
值守的规定等， 为世园会的应急
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
崔晓却坦言自己在应急管理上是
个 “新兵”。 “其实， 我一直都
是做安全生产执法检查的， 并没
有从事过应急的工作， 但是， 工
作中经常需要检查各单位的应急
预案， 看多了也就知道了大概，
不懂的就多向局里的同事请教。”
崔晓笑着说， 虽然被借调在外，
但他每次遇到困难， 都能得到局
里领导、 同事的指导和帮助， 也
由此感受到了强烈的归属感。

自从被借调到世园会， 休息
日对崔晓来说成了奢侈的东西，

他却觉得十分值得 。 “虽然累
点， 但应急处置的相关内容都学
了一个遍， 感谢局里给我这次机
会， 让我又成长了很多。”

李之涵：坚守世园会
保证平稳运行

李之涵现任北京市安全生产
科学技术研究院救灾事务中心副
科长。 由于工作需要， 今年2月
份， 他被借调到世园局。 不久，
被派到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专
班， 参与开幕式的筹备工作， 负
责各个国家领导人的行程安排、
国际馆参观流程的跟踪和指导等
工作。

“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会亲临
开幕式， 因此对于世园会的开幕
式各个单位都是高度重视， 市委
市 政 府 派 出 了 骨 干 力 量 进 驻
开幕式专班， 投入大量的精力，
我们的目的就是保证开幕式能够
成功举行 。” 李之涵告诉记者 ，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在将近三个
月 的 时 间 里 ， 他 和 同 事 们 不
断 地 对开幕式的方案 、 流程进
行演练。 “联合各个部门共同开
展的正式演练就有四次。 最终领
导们对开幕式的情况给予了很高
的评价。”

对于此次能够参与开幕式专
班的相关工作， 李之涵认为这正
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 “对我来
说是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 从我
的人生经历来说， 能够参加这么
高规格的开幕式， 是一个可遇不
可求的机会。 我的心情很激动，
也非常珍惜。”

万力， 自己从中受益良多。

在专班工作期间， 他和同事们不
仅没有休息日， 而且工作到凌晨
两三点钟都是家常便饭。 大家在
不断地修改、 完善开幕式的方案
和流程。

“大家忘我的工作态度和精
神让我印象深刻， 让我感动， 也
让我促使自己不断提升。” 李之
涵说。

正式开园之后， 李之涵开始
在世园局的运行指挥中心负责应
急值守工作。 李之涵告诉记者，
开园之后， 园里虽然没有特别大
的突发应急事件发生， 但是一次
极端大风天气， 还是让他捏了一
把汗。

当天， 瞬时的强烈大风把国
际展园里的一面背景墙刮倒了。
正在值守的李之涵从指挥大屏幕
上看到这一情况， 第一时间和相
关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了解垮塌
情况， 了解有无人员伤亡。

这边刚刚处理完， 现场又出
现了另一个突发情况———4号门
的安检大棚被阵风掀翻。 他直接
来到安检大棚事发地， 了解事件
情况和损失情况， 安排4名被擦
伤的安保人员就医、 处理伤口。
与此同时， 他要求第一时间封闭
现场， 派出安保人员保护现场，
以免造成游客和更多的工作人员

受伤。
一切处理完毕， 他回到指挥

中心 ， 详细记录下相关事件信
息， 并向相关部门汇报。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24小时
应急值守， 需要一个萝卜一个坑
地紧盯大屏幕， 时刻关注各个场
馆、 片区的状态。” 李之涵告诉
记者， 从早上八点开园， 直到晚
上九点闭园， 他和同事们都必须
集中精神， 及时发现、 应对突然
情况。 “虽然工作很耗神， 但是
为了世园会能够平稳运行， 能够
在安全生产方面起到辅助的作
用， 我们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万力：负责场馆运营
迎接陌生领域挑战

“2019世园会筹办和运行工
作任务艰巨、 责任重大、 使命光
荣。” 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督
查中心主任科员万力被抽调到世
园会参与筹办和运行工作， “对
我而言这里有不少陌生领域， 有
许多困难需要克服。”

世园会开幕前， 万力在世园
会的国内招展部工作， 负责与八
个省区市的参展者对接， 同时负
责各省区市参展者入园证件办理

和宣传等工作。 开幕前， 各省区
市领导都会前来踏勘， 万力完成
了多个接待任务， 对方对各省区
市室外展园和中国馆展厅提出的
个性化需求， 他都要逐一和相关
部门进行协调。

“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实际
工作中， 协调的工作量非常大。”
万力回忆着向记者一一例数， 比
如： 正好有一棵树挡在了一个展
园的正前方， 影响整体的展示效
果， 此时万力需要给工程部写联
系单， 协调解决移走树木。 还有
一个是在中国馆海南展厅， 参展
者提出室内温度不合适该展厅花
卉的生长， 他需要联系规划和工
程部门， 对管线、 出口风、 出风
量进行调整， 降低该展厅的室内
温度。

开园前的一个月， 是万力和
同事们工作最为紧张的冲刺阶
段， 他连续20多天没有回过家 ，
一直坚守在工作现场。

这样的工作强度在世园会正
式开园之后并没有缓解。 开园之
后 ， 万力担任中国馆的馆长助
理， 主要负责31个省区市的参展
管理工作。 在场馆开馆的第一个
月， 他和同事们每天早上七点开
早会， 晚上八点开晚会， 解决场
馆内出现的各类问题， 所有管理
人员都没有休息日。

“最初阶段， 场馆内有很多
设施不是很完善， 没有热水， 没
有吃饭的地方， 工作生活都很不
方便。” 因此， 万力着重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解决参展者们生活上
的问题。 他协调志愿者， 帮助各
展厅看护人员打热水， 他联系订
餐公司， 集体为各展厅看护人员
配送食物。

万力说， 中国馆各展厅看护
人员的工作时间很长， 从早上八
点到晚上九点， 因此， 他密切与
他们的联系， 设身处地的为他们
着想， 做好基础的辅助工作。

此外， 为了更好地让各省区
市在中国馆展示园艺成果， 万力
组织活动， 帮助参展方梳理展厅
内容。 “我们每天组织一次， 邀
请一个展厅的负责人讲解自己展
厅的布置， 一方面帮助参展方展
示自己， 也能够让志愿者们和游
客们收获到更多的园艺知识。”

万力组织的活动成果显著，
场馆内志愿者们的相关知识得到
了大幅提升， 前不久， 首先发现
广西展厅内有病虫害红蜘蛛的，
就是一名志愿者。 志愿者把信息
通报给万力， 他和负责园艺的工
作人员一起， 立即行动， 防治住
了病虫害。

“之前我的主要工作是安全
生产的督查检查， 这次参与组织
大型活动 ， 面对新情况 、 新问
题， 我要把此次借调当成难得的
学习实践提高的机会， 当作成长
锻炼的平台， 在工作中勤学、 善
思、 笃行。” 万力表示， 他非常
珍惜领导给予他的这次参与重大
活动组织的机会和平台， 并将不
断学习实践， 在筹办和运营工作
中发挥自身力量， 圆满完成组织
交给的任务。

守卫世园会的应急管理人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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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于2019年4月29日至10月7日在北京延庆举行， 共有
约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 众多国内外的游客来到这里， 一窥神奇的园艺世界。 开园
以来， 世园会整体运行平稳有序， 这背后是无数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 其中不乏市应急管
理局同仁的身影。 今天就让我们了解其中三位的工作情况和感受。

▲崔晓

荩万力

李之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