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名从一线走上来的领
导干部， 他有着丰富的基层应急
管理经验， 硬朗的工作作风， 能
吃苦、 善作为的工作拼劲， 被同
事们亲切的称为与云天搏击的
“拼命三郎”； 作为主管应急和防
汛业务的局领导， 他带领海淀气
象业务部门圆满完成多次重大活
动服务保障任务， 应对多起极端
天气过程， 连续4年拿下全市优
秀气象服务先进集体； 他创立了
广受赞誉、 全国推广的 “海淀气
象服务模式”， 申报10余项科研
项目， 推动大数据、 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 “智慧气象 ” 项目落
地———他就是海淀区气象局副局
长刘文军， 分管防灾减灾和应急
气象服务等工作。

近年来， 刘文军几乎参加了
市、 区所有重大活动的服务保障
工作， 高影响天气应对中更少不
了他忙碌的身影， 坚守一线， 彻
夜不回家， 全身心的扑在工作岗
位上， 成了他的工作常态。 特别
是2017年 “6·22” 短时强降水 、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他更是不
分昼夜， 连续奋战在一线。

防汛预报预警服务
的 “定海神针”

汛期， 对于气象部门来说是
全年工作的关键时刻 。 在此期
间， 同事们经常能看见刘文军坐
在会商大厅中央， 盯着桌前电脑
屏幕上的雷达回波， 仔细研判降

雨云团影响海淀的强度和时间。
他一边修改着服务材料， 一边叮
嘱业务值班人员与市气象台加强
会商， 同时着手制作预警信号和
天气快报。 刘文军还不时的跟应
急局、 水务局、 规自分局等部门
和相关街镇领导打电话， 提醒降
雨影响。 “有他一直在， 我们很
安心， 他就是我们预报预警服务
的 ‘定海神针’。” 一线业务值班
人员这样评价刘文军。

这个 “一直在” 可不是说说
而已， 同事们都知道刘文军是
个以单位为家的人， 在汛期每一
次天气过程， 会商大厅里几乎都
会见到他。 突然出现强对流天
气 ， 无论多晚他都会第一时间
来到局里， 现场指挥开展预报
预 警 服务 ， 与应急 、 防汛保持
联动。

2017年 “6·22” 强降雨天气
过程中， 刘文军连续3天住在气

象台， 几乎没怎么合眼。 严重睡
眠不足的他没把这些放心上， 只
是3天见不到上幼儿园的儿子让
他有些难熬。 一线指挥调度的间
歇， 他会打开微信视频通话和儿
子聊上几句。 “爸爸，你什么时候
回来呀？ ”儿子问。 “天晴了， 我
就回去。” 他笑笑说。

在汛期的彻夜坚守中， 刘文
军带领海淀气象业务人员坚守在
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上。 只要
一有天气过程， 经他审核的预警
服务信息就出现在 “海淀应急响
应” “海淀防汛工作” “海淀安
全生产工作” 等各个微信工作群
中， 出现在每个决策者的手机屏
幕上。

“作为扎根防灾减灾业务一
线的基层党员干部， 就是要一年
四季不放松、 每次过程不放过。”
刘文军说。

重大活动气象服务
保障的 “排头尖兵”

刘文军在一次次的服务保障
工作中不断磨练着自己， 每次都
能准确抓住活动的保障重点和发
力点， 让自己的团队事半功倍。

2019年，作为主管领导，刘文
军带领业务团队早早开始筹备新
中国成立70周年服务保障工作 。
依托智慧气象全网资源和智慧海
淀高科技信息化手段， 他们圆满
完成了区属6次合练与市属3次演
练彩排的气象保障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 他常常提醒
大家， 要把握住核心业务、 核心
能力 ，“日常磨枪 ， 临阵更要磨

枪。 ”刘文军说。 他带领团队钻研
不同类型的地面的体感温度差
异 ， 深挖大气静稳条件分析指
标 ， 强化雷雨精准定点预报技
能。 同时， 他亲自跑到保障的点
位细致分析预报对象的差异化需
求， 为的是让参加国庆庆祝活动
的市民感受到气象服务的贴心
“温度”。

在一次演练中 ， 凌晨3点 ，
指挥部打来电话， 要求提供最新
预报信息。 这个时间点儿值班员
脑子都有点晕乎了， 刘文军却能
保持思路清醒， 细抠每一个点位
要素变化， 斟酌每一字预报服务
结论。 大到 “雾散天开” 能见度
转好时段， 小到地铁出站穿衣建
议， 他把准预报研判， 力求服务
精细。

疫情防控中的 “应
急勇士”

疫情发生后 ， 疫情就是命
令， 防控就是责任。 “今年过年
回不去了。” 这是他在电话里给
远在老家母亲的回答。 原本正收
拾东西准备回家过年的刘文军，
又一次毅然决然的住进了单位。

“家人团聚不差这几天， 有
任务就得担起来 。” 刘文军说 。
于是， 他开始每隔两天就值一个
48小时班的 “连轴转”。 作为局
领导， 他坚持对疫情防控严格管
理， 发现漏洞及时弥补， 防疫和
气象服务两手抓、 两不误。

闻令而动， 他也是第一批投
入到社区疫情防控一线的党员。
在社区值守时， 遇到雨雪天气，

他会跟社 区 人 员 科 普 气 象 知
识， 在聊天中抓住大家对气象工
作的关注点、 需求点， 把这些落
实到气象服务工作中。 也正是由
于对雨雪天气的职业敏感 ， 他
组 织 单 位 向 报 到 服 务 的 镇 政
府 、 社区赠送雨伞、 应急手电等
应急物资。

“要主动向前一步， 疫情中
的气象灾害会是 ‘雪上加霜 ’，
灾害叠加效应会凸显。 ” 刘文军
说。疫情防控期间应对极端天气，
他一连值几个班、 几个周末不回
家。 但说到照顾家、 照顾孩子，
他无暇顾及， 感到非常愧疚， 因
为他把更多时间投入到防灾减灾
工作中， 用行动编织 “海淀防护
网”。

工作中， 刘文军将气象工作
全面融入海淀应急体系建设、 城
市大脑等重点行业发展规划。 他
主持 “智慧海淀” 等项目， 项目
成果直接应用或服务于海淀区防
灾减灾和应急指挥工作中。 他还
主持完成全国首次针对区级别和
气象行业类 “海淀区气象灾害情
景构建”。

他以 “精” 字作为标杆， 坚
持 “监测精密、 预报精准、 服务
精细”， 深挖 “海淀区图像网格
监控系统” 在气象业务中延伸应
用， 加强了海淀整体特别是沿山
区域灾害性天气监测密度， 创新
将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短临气
象预测领域业务应用。

“我就是想做一名气象战
士， 始终战斗在防灾减灾和应急
管理的第一道防线上 ， 无惧无
畏， 勇往直前。” 刘文军说。

□本报记者 刘欣欣

刘文军：守望风云的气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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