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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城厢区多举措精准防汛保障安全度汛
——
阴本报记者

林晓玲

通讯员

林友铭

文/图

雨季到来，城厢区早谋划、早部署、
早准备，按照各级的会议精神和省、市
防指通知要求，坚持安全第一，常备不
懈，以防为主，全力抢险的方针，扎实
有效开展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筑牢汛期
安全屏障，确保安全度汛。
进入 6 月份，雨水增多，汛期也按下了启动键。城厢区按
照各级的会议精神和省、市防指通知要求，坚持安全第一，常
备不懈，以防为主，全力抢险的方针，立足“早谋划、早部署、
早准备”
，
扎实有效开展防汛备汛各项工作，打响夏季防汛新
攻势，
确保今年安全度汛。

应急联动

未雨绸缪

端午节前，城厢区水利局防汛工作负责人吴洪云忙着查
看防汛物资准备情况。年初，该区就已着手储备防汛物资，目
前储备编织袋 15 万条、松木 240 方、土公布 1000 平方、救生
衣 1800 件、自动充气救生衣 120 件、救生圈 110 个、救生绳
50 条、户外帐篷 10 顶、冲锋舟 5 艘、防汛应急灯 300 盏，救
灾帐篷 2 顶以及备用发电机 9 部。区应急部门已落实避灾转
移点 147 处，预计可安置 24500 人。
今年以来，
城厢区防指相继下发了多份文件，
开展一系列
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防
的防汛备汛检查，
要求各镇（街道）、
区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多次深
汛备汛工作。年初，
区委、
入镇（街道）检查指导防汛备汛工作，重新调整充实了区、镇
（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名单，进一步落实以行
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防汛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基层
海堤等各类
防汛组织体系，
加强点对点指挥，
明确水库、山塘、
的管理和防汛“三个责任人”落实，并已在区政府网上向社会
公布，
严格落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和“最后一公里”工作机制，
切实做到组织到位、
人员到位、
责任到位、
措施到位。
专业化防汛队伍是抗洪抢险的突击力量。按照分级储备
的原则，全区组织以党员干部、基层民兵为骨干的防汛抢险
队伍 132 支共 3680 人，形成政府与军民相互配合、协调防汛
抢险的应急联动机制。坚持和完善汛期 24 小时值班制度和
领导带班制度，落实非汛期防汛应急值班制度、防汛值班重
大事项报告制度，健全防汛防台风因灾死亡失踪报告制度，
进一步健全完善防汛避险转移机制，制作城厢区防汛救灾应
急指挥作战图和城厢区防台风暴雨工作规则要求，严格实行
防汛“AB”角制和区直部门挂钩村（居）防汛工作制度，确保
防汛工作不脱节，各级防汛指令能迅速贯彻落实。
此外，该区还重点突出落实全区 25 座小（二）型以上水
库、45 座山塘、11 段海堤、
4 处地质点、67 个高陡边坡点、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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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厢区防汛演练现场。
个地下车库（酒店 6 个）等防汛责任人，全区 532 个锣长也准
备就位，随时进入临战状态。

排查隐患

加强演练

4 月底，城厢区防汛指挥部在灵川镇举行开展 2019 年
桂山水库汛期防洪调度推演和抢险应急预案演练。桂山水库
是一座以灌溉为主，结合防洪的小（一）型水库，水库上游没
有防洪对象，下游主要是涉及灵川镇桂山村、下尾村、柯朱村
群众 2 万多人。
演练中，监测员报告监测情况后，该镇指挥长快速下达
启动应急预案的指令，组织抢险人员赶往现场，在溢洪道用
沙袋筑起防护墙，并按程序开闸、泄洪。水库预警员拉响手摇
警报器，桂山村干部立即敲起铜锣,带领群众从下游转移至
上游安全地带。
吴洪云介绍，
水库溢洪道
“今年来，
我们已举行多次演练。”
，
放水、
闸门启闭演试等汛期防洪调度运用计划模拟
“大练兵”
提高了防汛责任人调度应急能力，也提高了群众应急避险能
确保该区水库山塘安全度汛。
力和应急人员突击抢险能力，
要实战，也要理论学习。今年 4 月份，该区还举办了防汛
业务知识培训班，全区 7 个镇（街道）分管领导、水利站负责
人、120 个村 （居） 主干及 25 座小一型水库管理员共约 280
余人参加了培训。
安全度汛，防范在前。城厢区水利局工作人员张季芳介
绍，今年 3 月份，全区共开展防汛备汛大检查 216 人辕次，检
查工程 113 处，重点检查各镇（街道）防汛责任制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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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组建、防汛物资储备情况、村级防汛抢险救灾应急预案
和险工险段加固的落实情况，重点检查水库启闭、山塘涵管、
海堤水闸、险工险段和输水设施，对所有发现的问题建立台
账，逐一制定整改措施。
全区共排查存在隐患点 2 个，其中华亭镇霞臬水库，常
太镇过池水库鉴定为三类坝。经汛期运用调度计划审查会专
家审核意见，该 2 座水库汛期放空处理，制定度汛方案，并列
入今年除险加固任务。在建工程围堰 2 处，已督促施工业主
制定度汛应急预案（方案）和储备物资及应急队伍。
为进一步落实易受台风暴雨区域人员安全转移工作，区
防指组织各镇（街道）多次核实辖区内受台风暴雨威胁区域
人员情况，全区共排查有 4 处地质灾害点 16 户 69 人(在家
28 人)，高陡边坡点 67 处 114 户 639 人（在家 114 人），危旧
房 131 户 343 人，低洼地 17 处 42 户 142 人。
“目前我们正全面整治易涝点和修复水毁工程，保障全
新的面貌迎接新一年的风雨。”张季芳告诉记者，受去年台风
暴雨影响，该区水利工程共损毁 11 处已全面完工，造成交通
道路受毁塌方影响 64 处路段中 62 处已全部完成修复，2 处
已完成清理溜方设立警示标志。2018 年重点易涝点整治 3
处已全部完工，莆田西易涝点已完成南边雨水和污水管埋
设，北边 4 月份动工，力争主汛期全部完工，力争安全度汛。

数字防汛

新时代，新手段。防汛工作也不例外。
6 月 10 日上午，位于城厢区政府一楼的防汛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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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 高三毕业生计 划多形式过 暑 假 为 未来起航

本报讯 （记者 许爱琼）又
一年高考落幕。我市高三毕业
edianjujiao
生们的“后高考”时光如何度
过？对于刚刚启程的新未来，他们有哪些期待和计划？记者
展开走访，记录他们的毕业“成人礼”和新征程。

高中生涯划上完美句号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6 月 9 日，莆田二中为 2019
届高三毕业生举行了一场毕业典礼。校长代表学校为学生
们颁发毕业证书，学生们则用拥抱和鲜花，向老师表达真挚
的感恩之情。
“这几年来，我们形成一个不成文的传统，高考结束后
第二天举办一场毕业典礼，为孩子们的高中生涯划上完美
的句号。”高三年段长陈春发说，早在高考前，学校有序筹
备，
用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告别高三毕业生们。同时以班
级为单位，分别组织告别晚会，学生们细心整理书籍和笔
记，
统一赠予下一届学弟学妹。这些密密麻麻的字迹，记录
着学生们高中三年奋斗的点滴，希望下一届学生们传承奋

这几天，除了参加学习毕业典礼和同学聚会，不少学
子选择居家好好休息。来自江口的高三毕业生关昊说，小
时候学习的钢琴等才艺，因高中的繁忙学习而暂停，希望
利用暑假重新捡起来。同时，他已和父母商量好，打算去
长三角一带旅游，放松并愉悦身心，也能增长见闻、开拓
视野，思考今后的人生规划。他计划报考省外大学，今后
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会越来越少，因此也会在暑期多陪陪
父母。
“我希望以后的生活能更高效，每天都更有意义。”莆田
擢英中学高三（5）班的林芸希憧憬着今后的大学生活。为
过个特殊有意义的暑假
此，她计划暑期去一趟国外旅游，感受快节奏的生活。为了
整个高中期间，师生情深，同学意浓，但这个夏天，他们 充实暑期生活，在进入大学前体验社会生活，她在高考前就
都将迎来告别。如何度过这个特殊而有意义的暑期？家长陈 联系好市区一家英语培训机构，这个暑假前往担任英语助
国强说，儿子进入高中学习后，学习生活上很多时候都是向 教，也充分发挥自己的英语口语特长。
采访中，不少高三学子对未来充满着憧憬，有的希望宅
老师或同学请教，师生、同学间感情很深。早在考前儿子就
计划好了，等考试一结束，要和同学们找一处温馨的场所， 在家里好好陪伴父母，有的计划去毕业旅行，还有的选择利
邀请老师小聚，为老师策划一场小惊喜，感谢恩师同学这三 用暑假时间学习培训技能，多形式过暑假的同时，为未来起
航多做一些准备和铺垫。
年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陪伴。
斗的学风，来年考上心仪的大学。
6 月 8 日下午，莆田五中高三（5）班同学们，收到一份
特殊的毕业礼。高考前夕，同学们和连续 5 年执教高三的班
主任一起，自导自演了一段励志短视频，在学校操场拍摄记
录，留住青春最动人的模样，视频选择在当日下午首发。同
学们用书包摆出 3 时 5 分的时钟造型，记录自己的班级，也
感恩老师们的一路相伴成长。他们纷纷感慨，用这种方式结
束高中生涯，这是最难忘的告别，也是最美丽的启程，希望
高考成绩如意，未来心想事成。

法律知识走进校园
本报讯 （记者 林嫔 通讯员 达文
琰） 日前，城厢区司法局法律知识进校园
宣教活动暨司法局赠书仪式在城厢区筱塘
小学举办。受邀律师为到场学子带来了一
场生动的法律课堂。
针对小学生普遍存在的法律意识 淡
薄、逞强好胜、偏激任性等特点，受邀
律师利用生动活泼的多媒体课件，向学
生们阐述了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和行为规
范准则；结合青少年购买、使用仿真枪

允

导致同学受伤的真实案例，进行以案释法
警示教育，提醒学生们要树立法律意识，
增强法制观念，做一个知法、守法的合格
学生。活动现场还通过互动问答的方式，
进一步活跃课堂气氛，强化学习效果，切
实提高学生们的安全法治意识和自我防护
能力。
活动结束后，城厢区司法局、凤凰山
司法所向筱塘小学赠送 《福建法治宝典》，
勉励学生从小树立法治意识。

教育短讯
iaoyuduanxun

陈丹丹获评省乡村教师潜力奖

爱心校友设立奖教助学基金

本报讯 日前，福建省“同心行知乡村教
师奖”
潜力奖颁奖仪式举行。莆田第十三中学
老师陈丹丹作为莆田市唯一获此奖项的教师
到场接受颁奖。获得该奖项教师将获得每人 1
万元的成长经费支持，经过一年的教育教学实
践探索提升后，再申报优秀奖，给予三年连续
共 6 万元的成长经费支持。
（黄汉业）

本报讯 近日，荔城区北高岱峰中
学举行 99 届孔子奖教助学基金会颁奖
仪式。该基金会今年将拿出 21000 元，
用于奖励成绩优异的年段前 30 名同
学；拿出 2 万元用于奖励优秀教师，形
成奖教助学常态化，助推北高教育事业
发展。
（朱崇飞 陈祖泉）

工作人员正在调试墙面上的几个大屏幕。通过屏幕，城厢区
的易涝点、水库、山塘、河堤等水量、水位情况一目了然。这是
城厢区打造的防汛工作“硬科技”。
“智慧防汛”信息化工
去年以来，城厢区率先在全市开展
包括雨水情监测站网、视频监
程，建设“两网一中心一平台”，
控站网、洪水预警报中心和防汛指挥多部门展现平台。
吴洪云介绍，雨水情监测站网依托当前的水文遥测站点
分布情况，结合全区实际需求完善雨情、水情、汛情监测系
统，在共享水文、气象和洪涝灾害防治项目已建自动监测站
点基础上，优化自动监测预警站网布局，补短板、补空缺，实
现水雨情监测全覆盖。视频图像监控系统是城厢区“智慧防
汛”信息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点防治区受洪涝灾害
影响较大的集镇、村落等重点溪河上游、重要塘坝等重要部
实时监控洪涝灾害发生发展情况和人员
位部署视频监控点，
转移避险行动情况。区级视频监控中心部署到市数据中心，
接收、处理视频信息，并纳入到市公共安全视频联网应用平
台共享视频信息。
洪水预警报中心是“智慧防汛”信息化工程的监控、决策
和指挥中心，提供了一个方便、快捷、高效的信息化工作设施
平台，为处理重大事件的相关领导和决策者提供了一个决策
支持环境，帮助领导迅速了解情况，汇集相关的资源和信息，
准确及时地做出决策和指示。
“通过这个系统，不仅能实时监测数据变化，比如易积水
区域情况、地下排洪管道沟渠态势、防汛物资储备状况，而且
还可以根据雨情测算积水增长、消减的变化趋势等情况,预
判内涝灾害。”吴洪云说，依托在易涝点、水库、山塘、河堤、河
道等重点区域安装的雨量计、雷达液位计、视频监控等设备，
获取现场的降雨量、水位值、积水量、视频影像等数据，这些
数据很详细，比通过肉眼估算更精准，达到全区关乎汛情的
重点区域严防死守的目的。
目前，该区已建 37 个高清视频监控点，涉及水库、山塘、
水闸、海堤高清视频监控点 63 个正在建设，全区 120 个简易
雨量报警器和 19 个点自动雨量水位监测站也已完工。该区
交警大队、电信等部门加强防灾救灾
水利局还与综治、公安、
协作，利用综治视频监控点，将背街小巷等城区重点易涝区
纳入防汛范围。
吴洪云说，项目建成并投入运行后，不论在提高资源使
用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减少灾害损失的经济效益角度，还是
在科学决策、精细化管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人水
和谐发展，推进城厢区防汛信息化、现代化建设的社会效益
角度等方面，均十分明显。

智慧水利

如何顺利度过“后高考”时光
热点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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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荔城区中山中学举办第五届社团巡礼暨跳蚤市场实践活动，剪纸
社、街舞社、话剧社、机器人社等多个社团纷纷亮相，表演精彩节目。图为同学
们在跳蚤市场摊位前挑选自己喜欢的小商品。
朱崇飞 何亚飞 摄

城厢区防汛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调试“智
慧防汛”信息化工程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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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教师
uimeijiaoshi

市教师进修学院附属小学方华荣：

以事业为重
用心灵育人
临近期末，市教师进修
学院附属小学方华荣忙
得不可开交。作为课任
老师，他要调动学生
复习的积极性。身为
办公室主任，他要拟
定全校的期末工作
安排。
“目标明确，工作
才会高效。办公室每周
都要罗列工作计划，每学
期装订成册。”方华荣说，目
前已装订 8 册，收揽了学校成
立以来所有的教学计划，而他也见证了这所“年轻”的学校
从成立到成长的蜕变。
方华荣来自农村家庭，年少时，语文老师的博学让他对
教师职业产生向往。2000 年在仙游师范毕业后，他被分配
到秀屿东峤中心小学任教，成为一名数学老师。踏上讲台第
一天，他立下了“当园丁培育百花，做黄牛无私奉献”的誓
言，在教坛上挥洒满腔热情。
农村不比城里，孩子多为留守儿童，学习全凭自觉，课
方华荣身上多了一份责任。他
外无人辅导。在教育教学上，
认真备好课，保障每一堂的课堂质量，他为学生查缺补漏，
经常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
扎根基层，方华荣磨砺成长。一份份荣誉为他赢来新的
机遇。2015 年市教师进修学院附属小学成立，他调入该小
学任教，并成为学校办公室主任。
站在新起点，方华荣适应新环境，改变教学思路，探索
新课程改革，掌握多种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2016 年 3 月，
日本教育专家佐藤学先生来莆，方华荣参与市教师进修学
院名师工作室，上了《图形的运动》一课，整节课采用“小组
合作学习”完成，受到佐藤学先生高度评价。
他虚心向他人学习，也把自己的教学经验无私传授给
别人。学校“年轻”，教师队伍也“年轻”，教师平均年龄 27
岁。对于年轻教师，他倾囊相授，每周听课，指导成长。
作为办公室主任，他拟定事务分工，让每位教师都参与
的理念。老师们说，每位教师
学校事务，树立“附小一家人”
都参与学校事务，大家责任意识更强，也更团结了。
“办公室上传下达，事务繁杂，是沟通的桥梁，也是联系
的纽带。”方华荣认为，人性化管理才会行之有效。做到以人
为本，大家就会团结一致，共同助力学校发展。
“以事业为重，用心灵育人”是方华荣从事教育教学工
作的真实写照。未来，他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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