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欣欣

非常时期的非常14小时
———北京市突发事件应急保障队参与疫情保障工作纪实

2020年10月13日是第31个国
际减灾日。 近日， 记者采访到北
京市突发事件应急保障队的负责
人， 了解他们在参与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过程中， 提供应急保
障的故事。

在今年疫情防控最严重的时
刻， 北京市突发事件应急保障队
作为中关村智慧减灾救灾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社会救助骨干
力量， 接到了市应急管理局 “完
成支援湖北抗疫物资紧急装卸”
任务命令。 随后， 联盟迅速调配
人员， 北京市突发事件应急保障
队队员累计作业14小时。 最终，
按时、 按要求完成任务， 确保了
驰援湖北物资的准时起运。

紧急调配严格筛选
提前半小时抵达任务地点

3月10日晚上6点， 中关村智
慧减灾救灾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秘书长孙美蓉的手机响了起
来 。 她接到市应急管理局的任
务， 要求北京市突发事件应急保
障队立即出动， 完成支援湖北抗
疫物资的紧急装卸工作。

“物资早一刻发出， 就能早
一刻抵达最需要的地方。 虽然只
是 装 卸 的 基 础 工 作 ， 但 是 我
们 都 明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
紧急性。” 孙美蓉回忆着当时的
场景说。

孙美蓉告诉记者， 联盟自组
建北京市突发事件应急保障队之
始， 就把 “视任务为命令， 视工
作为战场， 视时间为生命” 作为
保 障 队 的 应 急 救 助 理 念 ， 始
终 把 快 速反应作为保障队建设
的首要任务， 这也是平时训练的
重点科目。

因此， 从接受命令到物资准
备， 再到人员到位， 保障队迅速
建立起了完备的应急预案。 由于
疫情影响 ， 在原有预案的基础
上， 严格按疫情要求， 增加无健
康问题、 无发热状况、 无敏感地
区经历的条件， 从保障队队员中
紧急筛选符合条件人员。

“虽然保障队队员来自联盟
众多单位， 但我们条件不降， 迅
速挑选17名一直在京、 ‘北京健
康宝’ 显示无异常的人员快速集
结。” 孙美蓉清楚地记得， 从18
点接到命令， 到抵达任务地点的
20点30分， 17名队员提前于市应
急管理局规定时间半小时到达。

孙美蓉表示， 这次承担市应
急管理局紧急支援湖北抗疫物资
装卸任务， 从受领任务到完成任
务， 都是无预案而且附加条件的
实战。 也是自保障队成立以来，
在疫情这样特殊背景下， 对保障
队应急能力的一次检验。

市应急管理局救灾与物资保
障处处长肖会斌告诉记者， 此次
任务是临时而且紧急的， 原本承
担装卸任务的单位， 由于疫情影
响人员不能及时到位， 而这批抗
疫物资又是湖北急需的。 为了不
影响这批物资的按时起运、 准时
到达， 市局临时决定从保障队抽
调力量来完成这次任务。

“从任务完成情况来看， 北
京市突发事件应急保障队经受住
了考验， 体现了 ‘应急’ 和 ‘保
障’ 的应有之义， 也在抗击疫情
中体现了社会团队的力量。” 肖
会斌说。 从任务的接受到集结 ，
充分体现了中关村智慧减灾救灾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及北京市
突发事件应急保障队应急力量的
快速反应能力。

严密组织科学指挥
确保任务安全顺利完成

仓库内的物资堆的有3米多
高， 队员需要踩着箱子爬到最上
层， 两人抬一个箱子下来， 堆放
到叉车上。 叉车将箱子运送到集
装箱附近后， 还需要队员再把箱
子搬到集装箱内， 码放整齐。

北京市突发事件应急保障队
队长朱云飞告诉记者， 这次保障
任务， 由于在物资库内作业， 受
空间限制， 不便使用工程机械，
大量的任务都需要人工作业， 加
之时间紧、 作业量大， 给装卸工
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队员到位后， 依托丰富的紧
急救助经验， 朱云飞对任务作业
情况进行分析， 参照平时保障训
练演练情况， 把任务队员分成室

内搬运组和室外装载组， 每组指
定组长和安全员， 从完成任务和
保障安全两个方面提出要求。

市应急管理局救灾与物资保
障处的工作人员也到场担任保障
队的政委和队长朱云飞， 合力现
场指挥、 指导搬运作业。

“仓库内的箱子有3米高 ，
队员需要一层一层往下搬着走，
是有一定危险的， 必须现场指定
责任人和指挥员， 整体把控， 确
保安全。” 朱云飞记得清楚， 不
仅室内作业有危险， 室外的装载
同样困难重重。

集装箱内完全需要人力搬
运，空气不流通、空间狭小，6位队
员需要把叉车上的箱子码放整
齐， 重量不能偏， 要保持平衡。

“集装箱之前可能是装载过
煤炭之类的物品 ， 箱子往里一
放， 煤灰就会飘起来， 散得到处
都是， 队员们鼻子、 眼眶都是黑
黑的， 跟大熊猫似的， 很滑稽。”
回忆起那时的场景， 朱云飞不由

得笑了出来。
然而 ， 当时现场仍然是紧

张、 严肃的。 针对装载叉车运行
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朱云飞提出
防范要求， 区分叉车和人员行进
路线， 互不交叉、 互不影响， 保
证在完成任务的同时， 保障所有
队员的人身安全， 也从根本上保
证任务安全。

分析、分组、提出要求……这
是保障队平时训练演练的一项必
备科目， 也是北京市突发事件应
急保障队在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指
导下形成的完成任务与保障安全
的辩证理念。

朱云飞解释说， 分析是对任
务理清、 对作业情况评判的科学
认识 ， 分组是确保力量合理分
配、 高效完成任务的有力支撑，
明确的要求是实现任务安全 “两
不误” 的根本保证。

全力以赴持续奋战
展现保障队实际作战能力

“大家心里都明白， 完成任
务要安全， 也要速度。 队员们一
直没有休息， 也没有怨言， 里里
外外的衣服都湿透了， 也没人停
下来歇歇。” 朱云飞说， 保障队

从3月10日18点接受命令， 于20
点30分到达任务点。 受领装卸任
务后， 队员们持续装卸至次日凌
晨1时， 连续作战4个小时。

在休息了几个小时后， 队员
们从3月11日早上8点50分持续工
作到晚6点整， 采取轮流就餐休
息的方式， 除两次就餐外， 一直
在持续装卸。

现场， 队员们喝水都只敢喝
一口， 就立即盖上瓶盖， 生怕耽
误装卸物资的时间。 在第二天的
整个装卸过程中， 参加任务的队
员不顾库区内尘土、 煤灰飞扬，
承受着长时间工作的体力透支。
朱云飞说， 这是因为大家都以支
援湖北武汉抗疫而自豪， 为帮助
“最美逆行者” 而感到光荣。

朱云飞告诉记者， 这17名队
员大多是退役士兵、 党员， 多次
参加过救援。 “当时， 全世界都
在支援武汉， 我们能够尽自己的
一点力量 ， 为武汉抗疫做出贡
献， 大家都觉得是一种光荣。”

“这次装卸任务既是为支援
湖北、武汉抗击疫情贡献力量，也
是对保障队实战能力的全面考
核。 ”孙美蓉说，这次任务，保障队
从进场到离场的近22个小时内，
除两个时段间的7个多小时原地
休息外，累计作业14个小时，共搬
运救灾专用折叠床10000余件、帐
篷6000余件、棉被7000余套，累计
重量达450余吨，圆满完成市应急
管理局交办的任务。

孙美蓉介绍说， 北京市突发
事件应急保障队自成立起， 始终
贯彻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强全市应急队伍建设的
意见〉》 和北京市应急救助保障
工作要求。

队员大多有一线部队、 武警
等部队服役经历， 有防灾减灾、
通信指挥、 信息化建设基础， 以
精通应急救助保障有关的群众转
移、 场地应急照明、 应急供水、
应急电力、 应急通信等方面经历
为基本条件。 从联盟单位中抽组
力量， 按照准军事化管理模式展
开各种应急救援训练， 形成了一
定的保障能力。

作为社会团队力量， 在市应
急管理局的领导和指导下， 北京
市突发事件应急保障队一直不停
地磨炼， 提升保障力。 近年来，
先后参与并完成了门头沟区永定
河地区洪涝灾害应急救灾演练、
朝阳区地震应急救助演练， 多次
完成市级大型演练救灾装备使
用、 展示保障任务。

朱云飞介绍说， 以往， 保障
队大多是面向灾害救助、 以及灾
害后的救助， 训练也多是以灾害
救助为主。 经此一役， 保障队将
转变观念， 面对灾前、 灾中、 灾
后， 都时刻做好保障准备， 不断
提升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

“你出力 ， 国家就有力 。”
孙美蓉说， 在全国抗击新冠疫
情战役中 ， 需要的不是某个人
或某个团体的力量， 相反， 展现
的是全中华民族的合力攻坚。 保
障队所做的工作， 仅仅体现的是
社会力量中非常小的一部分， 就
像大海中的一滴水。 “但我们相
信， 正是有了这一滴的水， 才汇
聚成了江海。 也正是有了一个个
社会力量的主动投入， 才形成了
人人参与 、 全民抗疫的良好局
面， 才使得全国疫情得到了及早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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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