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贺昕彤

昌平区流村镇下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强：

扎根基层勇担乡村振兴使命

□本报记者 刘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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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风雨兼程只为守护百姓平安
———记延庆区应急局防汛抗旱管理中心主任时瑞林

“防汛工作越做越胆小， 总
担心有什么地方安排得不够周
到。 下雨的天气根本睡不着， 必
须雨停了才能松一口气。” 说这
话的是延庆区应急局防汛抗旱管
理中心主任时瑞林。

自2003年调入防汛办以来 ，
时瑞林一直坚守在防汛一线， 每
到雨天， 他就得蹲守一线， 指挥
调度、 协调全区各级防汛指挥部
做好应对工作。 他的作息时间是
随着天气形势走 ， 连轴转是常
态， 这样的坚守一晃眼就是近20
年。

“我将继续信守理想， 践行
使命， 一如既往地为平安延庆贡
献自己的力量 。” 时瑞林明白 ，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作为一名防
汛人， 担负着守护一方百姓生命
财产安全的重大责任， 他必须全
力以赴。

搭建指挥调度体系
创新防汛工作机制

“防汛工作涉及各个行业、各
个领域，为了更顺畅、更全面地开
展工作， 首先应该把责任按行业
逐块划分。 ”2019年机构改革时，
时瑞林所在的防汛办整体划入延
庆区应急局， 并更名为北京市延
庆区防汛抗旱管理中心。 来到新
的工作岗位后， 时瑞林开始着手
建立从上到下的指挥架构。

通过逐步完善指挥架构 ，
2021年延庆区搭建起 “1+10+
18” 指挥调度体系。 时瑞林介绍
说， 其中的 “1” 是指延庆的区
级防汛指挥部， “10” 是指文化
旅游、 城市管理、 地质灾害等根
据实际情况组建的10个防汛分指
挥部， “18” 是指15个乡镇和3
个街道组成的二级指挥部。

“横向看， 我们对所有行业
都进行细分， 列入指挥调度体系
之内。 纵向看， 从区、 到街乡，
再到社区和村， 形成了金字塔式
的管理模式。” 时瑞林说， 这种

体系不仅可以发挥行业领域的管
理优势， 还可以实现辖区内重点
建设工程、 水利工程、 河道、 塘
坝等的全覆盖精细化管理。

指挥构架有了， 时瑞林开始
研究新的课题———如何让各个行
业、 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迅速了解
开展防汛工作。 他给出的答案是
“一图一表一册”。

“一图” 是指延庆区的防汛
重点点位防控图， 其中包括易积
水点、 下凹桥分布， 旅游景点、
重点工程易受灾点位等。 每个点
位的风险点是什么 、 负责人是
谁、 抢险队联系人等所有信息一
目了然， 实现一张图就能帮助相
关人员了解情况， 为科学、 快速
指挥调度提供数据支撑。

“一表” 是指延庆区风险隐
患台账。 时瑞林要求各个部门、
各个领域， 结合行业结构特点甄
别自身风险点， 落实责任， 根据
各个风险点制定应急措施。

“比如城区统计出来的17个
易积水路段， 每个风险点都有专
人盯守， 前置排水力量落实到人
头上。 小到每个险村、 险户， 家
里几口人、 户主是谁， 全部进行
细分， 并安排专人一对一负责。”
时瑞林说 ， 通过细致的前期安

排， 一旦发出预警， 各个部门各
司其职， 工作起来非常顺畅。

“一册 ” 是指防汛工作方
案， 相当于一本操作指南。 其中
的重头内容就是防汛应急预案的
制定 ， 包括汛前准备 、 预警类
别、 汛期应对等。 各个岗位的人
员， 不管是生手还是熟手， 只要
拿到了这本工作方案， 就知道自
己应该做什么。

通过完善全区 “1+10+18”
指挥调度体系 ， 推行创新型的
“一图一表一册” 工作机制， 在
时瑞林的牵头带领下， 延庆区的
防汛整体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组织全要素应急演练
保障北京冬奥筹备安全

“全体村民注意了， 现在广
播紧急通知， 延庆区已发布暴雨
黄色、 洪水蓝色和地质灾害黄色
预警信号。 接到上级指示， 要求
我们村险户立即转移……” 去年
7月， 一场险村防汛应急综合演
练在延庆区西沟里村进行， 转移
避险、 道路抢修、 后勤保障、 医
疗救护等各个小组分工协作， 模
拟了在强降雨天气情况下将险村
村民安全转移的全流程。

这场演练的脚本就出自时瑞
林之手 ， 演练不仅针对自然灾
害， 由此衍生出的次生灾害同样
实现了全要素全覆盖。

自去年入汛以来， 时瑞林组
织协调各防汛指挥部成员单位累
计开展防汛演练72次， 累计参与
人数5000人次。 “任何可能发生
的灾害， 都要制定出预案并进行
演练， 这样才能在真正发生问题
时忙而不乱。” 时瑞林说。

为了让更多的百姓了解防汛
工作，去年，时瑞林为大庄科乡东
三岔村、千家店镇水头村、四海镇
西沟里村、珍珠泉乡桃条沟村、香
营乡上垙村等5个市级山洪地质
灾害防范重点村安装山洪灾害防
御知识普及窗。今年，他将宣传重
点指向山区所有的学校、景区，以
及重点险村，普及防汛知识，确保
延庆群众安全度汛。

2019年开始， 北京冬奥会建
设项目在延庆展开， 建设地点位
于海坨山区域内， 由于此地无人
居住， 相应水文资料短缺， 施工
季节又正值汛期， 人员多、 作业
面广， 防汛压力空前巨大。

时瑞林只说了一句 “干吧”，
就带领工作人员一头扎了进去。
对于建设单位， 他一一对接， 逐
一明确各个点位的责任人； 对于
编 制 的 防 汛 预 案 ， 他 联 系 市
区 专 家逐一进行评审 ； 对于防
汛指挥调度， 他协调组织成立了
冬奥保障专项指挥部； 对于隐患
部位， 他多次组织地质、 水务专
家反复踏勘， 督导推进治理工程
建设。

降雨期间， 时瑞林通过视频
监控、 雨量监测系统对山上指挥
部进行实时调度 。 仅 2021年汛
期， 冬奥核心区就先后11次下达
停工令 ， 累计组织2.6万人次施
工、 管理及应急人员提前返回驻
地， 确保了人员安全。

“看到北京冬奥会成功圆满
举办 ， 一切辛苦付出都是值得
的。” 时瑞林说。

搭建防汛综合管理平台
实时视频监控重点区域

2022年6月12日，天气预报显
示有较强降雨，并有冰雹和大风。
按照惯例，时瑞林提前发布通知，
要求各个分指挥部做好重点点位
以及重点人群的防范工作。

坐在指挥调度中心的时瑞林
精神保持着高度紧张， 逐一查看
山洪灾害预警系统、 雨水情遥测
系统等平台传回的数据， 并通过
视频系统， 实时查看着各个点位
的布控情况。

“康草桥的排水和管控工作
是延庆公路分局负责， 铁路桥下
应急车、 路障灯、 水泵、 排水管
都架好了， 通过视频画面能非常
清晰地看到准备情况。” 时瑞林
指着大屏幕介绍说。

以往一到雨天， 指挥调度中
心内电话、 电台声音不断， 需要
与各个单位沟通现场情况， 进行
防汛调度。 如今， 只需要查看实
时传回的数据和画面， 就能将全
区的防汛准备情况、 点位应对情
况等内容准确掌握。

这得益于时瑞林组织建设完
成的 “山洪灾害预警系统” “雨
水情遥测系统” 等平台建设。 结
合新的防汛形势和要求， 他又将
以上系统升级为 “防汛综合管理
平台”。 同时， 他结合区内雪亮
工程的视频体系， 实现了雨情监
测、 重点区域监测全覆盖， 指挥
调度面对面。

虽然当天雨情并没有预报中
那么大， 但时瑞林依然坚守到第
二天早上预警解除才离开值守大
厅， 接着开始第二天的工作。

别人下雨往家跑， 而时瑞林
则是下雨天急着往单位跑 。 自
2003年从事防汛工作以来， 他已
经习惯了这样的作息状态。 “只要
打雷下雨，就在家待不住。我在单
位，大家也觉得更有主心骨，毕竟
我经验更丰富一点。 ”时瑞林说。

“有情况找小杨， 有他在我
放心。” 在昌平区流村镇下店村
有一位年轻的 “90后” 党支部书
记， 他叫杨强。 大学毕业后杨强
扎根农村、 深入基层， 把自己融
入到各家各户， 将村民冷暖记在
心上 ， 成为村民的 “家里人 ”。
勇担当、 践使命， 他用行动彰显
新时代青年力量。

秋风送爽， 三五村民在村口
处的休闲公园闲坐畅聊。 回顾之
前， 下店村私搭乱建、 公共基础
设施老旧的 “散乱污” 现象比较
严重， 当时还是大学生 “村官”
的杨强走遍各家各户， 了解村里
的实际情况， 从力所能及的小事
做起， 用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解
决居民的 “急难愁盼” 问题。

2018年年底， 杨强当选为下
店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善下店
村的人居环境。 面对诸多历史遗
留问题， 他团结班子聚人心， 召
集 “两委” 主动出击， 扛起铁锹
亲自上阵， 带领村民在全村范围
开展 “清脏治乱” 工作， 累计清

理 “散乱污” 作坊3家， 拆除私
搭乱建63处 ， 清理乱堆乱放46
处， 清理废弃堆物 （料） 8000余
吨， 累计腾退面积7500平方米。

“不了解小杨书记的时候，
觉得年轻人没经验。 后来， 书记
经常来家里询问我们的困难， 为
我们提供帮助， 大家就越来越信
任他。” 一位村民说， 现如今看
着村里的环境变得越来越整洁，
村民的生活也越来越舒心。

以前， 下店村用水也是个老
大难问题，村民做饭、洗澡需要的
基础用水都很困难。 为保障村民
的正常生活需求， 杨强以三顾茅
庐的精神头， 回收了村西电井的
使用权和所有权， 彻底解决了村
民长期以来的吃水用水困难。

“我的第一步目标是改善村
民生活环境， 第二步带动经济发
展， 第三步就是发展美丽文化新
农村。 ”杨强说，现在村里的生态
环境改善了， 下一步要发挥资源
优势，因村施策，结合“店文化”深
入开展文旅创作， 建设乡情村史
陈列室，大力推进文旅融合发展。
同时利用拆违后闲置耕地， 依托
花卉加工、精油加工、植物印染等
相关产业， 让村民们积极发挥自
身特长，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如今， 这位年轻的 “90后”
村党支部书记早已褪去 “学生
气”， 眼神里充满着坚毅与自信。
“不负韶华， 不负使命”， 他以真
心换真情、 听民声解民意， 用青
春力量诠释硬核担当。杨强（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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