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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9 年起，每年 5 月 12 日定为全国
防灾减灾日。

“地震来了，大家别惊慌⋯⋯”5 月 10
日，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的广播响起，全
校 1000 多名学生立即暂停上课，在老师的
指挥下，双手护住头部，有秩序地蹲在用
桌椅搭成的屏障下面。在全国第九个防灾
减灾日到来之际，这场以“减少灾害风
险，建设安全校园”为主题的校园防灾减
灾应急演练活动，让全校师生学会了面对
地震时如何科学逃生。

风雨不测，完善的防灾减灾机制和较
高的防灾减灾素养，能让人们在灾难到来
时更好地去应对。

“平民科技”初显身手

做好防灾减灾，离不开应急产业的发
展。大到用来实施救援的重型机械设备，
小到一个普通的家庭救生包，都属于应急
产业的一部分。

两组数据或许能说明应急产业的重要
性。2016 年，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 5032.9 亿元，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
国近 1.9 亿人次受灾；据不完全统计，我国
消防、安防、安全应急、信息安全、应急
通信装备、反恐装备、食品安全监测设备
等领域专用产品和服务的产值已超过万亿
元规模。

“发生火灾，请勿靠近，发生火灾，请
勿靠近⋯⋯”看似一盏小台灯，其实是一
台集声光呼救、手摇发电、应急照明、手
机充电、指南针等多种自救功能于一体的
应急广播接收机。遇到紧急情况，系统将
会强制开启接收机，预警广播灾害。近
日，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柳荫社区的 30
余个家庭领到这个小家伙后，爱不释手。

“原来社区都是敲门通知，以后遇到大事
儿，用这个就方便多了。”68 岁的王大妈
指着闪烁的“小台灯”说。

如今，高科技装备对我国应急救援能
力的提升，正加速改变人们的生活。在近
日举行的 2017 北京国际防灾减灾应急产业
博览会上，多项防灾科技产品集体亮相。
一款被称为“安全果”的投掷型灭火装
置，使用时，只需对准火源根部直接投
掷，或远距离喷射，即可在 3 秒至 5 秒内消
灭初级火灾；另一款可以戴在手腕上的救
生衣，使用者拽动拉杆后，只需 1 秒钟，
气囊就可以充满二氧化碳气体。

不过，随着我国应急产业逐步进入井
喷式发展阶段，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也随
之出现。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
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如何利用这些新技
术、新理念降低突发事件风险，形成适应
我国公共安全需要的应急产品体系，是目
前应急管理工作面临的新挑战。专家指
出，减少灾难带来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
亡，需要依靠政府的投入和推动，引导社
会力量以多种形式提供应急服务，让应急
服务加快实现专业化、市场化和规模化。

“要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推动多元参与、
协同治理。”民政部救灾司司长庞陈敏说。

加强防范从我做起

“地震预报和地震预警是一回事吗？”
“在行驶的汽车里，如果遇到地震是否应该
马上下车？”如今，越来越多的公益性微信
公众平台和 APP 通过互动、测试等方式，
试图唤起人们对自然灾害的重视。

不少人可能觉得，自然灾害离自己的
生活比较遥远。其实，我国是世界上自然
灾害最多发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极端天
气等事件频发，应急救护技能也逐渐成为
生活中的一项必备技能。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突发公共事件的
现场主要发生在基层。现场人员怎样应对
突发事件，对于控制事态、抢险救援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北京市红十字会的
一名志愿者，孙斐经常在朋友圈里分享一
些生活急救的知识帖。“看似非常简单的技
能，紧急情况下却能救人性命。通过专业
的救护培训，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也可能成
为专业救援人员，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
用。”孙斐说。

热爱长跑的小伙周鹏对日常急救的医
疗知识特别感兴趣。在专业人员的指导
下，他很快掌握了心脏按压、人工呼吸等
技能的要领。“技术再先进，必须要有人会
用。只有未雨绸缪，在平时多掌握应急技
能，真正遇到灾情时，才能从容不迫。”周
鹏说。

在庞陈敏看来，要在社区层面推动提升
基层减灾能力，首先要识别灾害风险，让人
们在思想上引起重视，提高灾害风险意识。

“一方面，需要发挥社区和居民的自主
性，开展灾害风险排查、评估、治理，将
灾害风险用简单明晰的方式在社区推展开
来，扩大居民知晓度，排除侥幸心理。这
样长期坚持做下去，广大居民对社区灾害
风险就逐渐有了清楚的认知，也就有了防
灾减灾救灾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要充
分利用专家资源，使专业知识与本土知识
充分结合，通过借助外力，利用前沿的先
进技术手段，分析评估社区甚至区域灾害
风险，通过组织培训、演练等活动，强化
社区居民灾害风险意识。”庞陈敏说。

信息铺路及时预警

完善的预防预警系统，对于防灾减灾
同样至关重要。良好的预警系统可以帮助
减少灾难造成的危害，让人们提前有所准
备，更好地做好防护。

2016 年 6 月 27 日下午，湖北省通山县

遭遇大暴雨侵袭，导致 156 间房屋倒塌，
6250 间房屋遭受洪水浸泡。值得一提的
是，在这样大的灾害面前，当地没有发生
一起人员伤亡事故。原来，早在 3 天前，
通山县气象局就制作发布了“未来 10 天，
通山将出现连续强降雨”的重大气象信息
专报，县气象局先后发出预警信号 4 次，
镇村干部们分头通知，引起了社会的重
视，成效显著。乡亲们说，是提前预警让
他们躲过了一劫。

生命大于天。基于对突发公共事件危
害性的认识，与时间赛跑成为应急救援的
一条重要原则。去年 12 月份，中共中央、
国务院下发了 《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
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发挥国家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作用，充分利
用各类传播渠道，通过多种途径将灾害预
警信息发送到户到人，显著提高灾害预警
信息发布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扩大社会公
众覆盖面，有效解决信息发布“最后一公
里”问题。

如今，遥感、无人机、地理信息系
统、物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等高新技
术在减灾救灾工作中的应用日益广泛深
入。民政部相继组织开展了“863”计划、

“973”计划等减灾救灾领域的重大科研工
程项目。目前，灾害遥感监测服务已覆盖
全国 20 多个省份，制定了 12 项国家标准
和 15 项行业标准，灾害快速评估机制初步
建立，实现灾后 1 小时内完成地震灾害预
评估、3 小时内完成台风和洪涝灾害预评
估。

“突出综合减灾理念，需要转变重救灾
轻减灾思想，不断夯实基层减灾基础。今
后，更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引导社会力
量和市场参与到社区减灾中来，协调推动
社会组织、专业社工、金融保险和企业介
入社区减灾，为社区开展灾害风险评估、
隐患排查、应急预案制定、应急演练和防
灾减灾宣传教育等提供支持。”庞陈敏说。

面对灾害，我们可以更主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韩秉志

今年今年 55 月月 1212 日是我国第九个日是我国第九个““防灾防灾

减灾日减灾日””，，主题为主题为““减轻社区灾害风险减轻社区灾害风险，，提提

升基层减灾能力升基层减灾能力””。。今年把聚焦点放在今年把聚焦点放在

社区社区，，更加体现了我国对提高基层救灾更加体现了我国对提高基层救灾

能力的重视能力的重视。。

社区是灾害的直接受体社区是灾害的直接受体，，也是开展也是开展

防灾减灾工作的直接力量防灾减灾工作的直接力量。。近年来近年来，，无无

论是城市社区还是农村社区都开展了减论是城市社区还是农村社区都开展了减

灾能力建设工作灾能力建设工作，，社区抵御灾害风险的社区抵御灾害风险的

水平都有显著提高水平都有显著提高。。不过不过，，从目前的应从目前的应

急管理体制层面看急管理体制层面看，，我国应对灾害的主我国应对灾害的主

体仍然是政府体仍然是政府，，社区减灾的能动性还没社区减灾的能动性还没

有得到有效开发和提升有得到有效开发和提升。。如何在社区这如何在社区这

一防灾减灾的终端环节做好灾害预警和一防灾减灾的终端环节做好灾害预警和

及时防范及时防范，，让公众针对预警信息能够及让公众针对预警信息能够及

时有效应对灾害时有效应对灾害，，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

题题，，也是影响防灾减灾也是影响防灾减灾““最后一公里最后一公里””通通

畅的突出障碍畅的突出障碍。。

在灾害系统管理中在灾害系统管理中，，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因素

还是人还是人。。由于社区构成复杂由于社区构成复杂，，个人的知个人的知

识水平识水平、、人生阅历人生阅历、、防灾意识防灾意识、、经济状况经济状况

等有所不同等有所不同，，对自然灾害的风险认知也对自然灾害的风险认知也

有差异有差异。。很多人平时觉得灾害离自己比很多人平时觉得灾害离自己比

较遥远较遥远。。但到灾害真正来临的时候但到灾害真正来临的时候，，才才

发现自己发现自己““书到用时方恨少书到用时方恨少””。。因此因此，，建建

立起有效的知识储备机制非常重要立起有效的知识储备机制非常重要。。

社区减灾重在长效社区减灾重在长效、、实效实效。。从长远从长远

来说来说，，要增强社区减灾的凝聚力要增强社区减灾的凝聚力，，还需还需

要培养社区防灾减灾文化要培养社区防灾减灾文化，，让社区成员让社区成员

形成重视灾害风险意识形成重视灾害风险意识。。目前目前，，有些社有些社

区已经开始建立了社区灾害信息数据区已经开始建立了社区灾害信息数据

库库，，制定了社区减灾规划制定了社区减灾规划，，一些群众通一些群众通

过社区平台参与减灾活动过社区平台参与减灾活动，，有效推动了有效推动了

减灾文化的建设减灾文化的建设。。随着人们防灾减灾随着人们防灾减灾

知识的普及和技能的逐渐提升知识的普及和技能的逐渐提升，，自救互自救互

救和应对危机的能力也会相应得到提救和应对危机的能力也会相应得到提

高高。。当备灾当备灾、、减灾实践成为社区生活中减灾实践成为社区生活中

的一种常态的一种常态，，灾害自然就能实现可防灾害自然就能实现可防、、

可控可控、、可治可治。。

打通防灾打通防灾

““最后一公里最后一公里””
白白 丁丁

5 月 11 日，北京市
经历了一场大风天气，
大风所过之处尘土飞
扬 ，很 多 行 人 被 搞 得

“灰头土脸”，一些室外
的广告牌、横幅被吹得
东倒西歪。但是在海
淀区马连洼街道百草
园社区，记者并没有看
到大风带来的狼藉景
象。室外的一些标牌
早已被移入了室内，居
民们都提前关上了门
窗，也很少有居民在户
外活动。

“昨天海淀区气象
局发布了大风蓝色预
警，我们通过社区的显
示屏提醒了大家，在我
们社区居民的微信群
里也发布了预警信息，
居民们早已作好了准
备。”百草园社区书记
兼主任徐翠平介绍。

这 次 大 风 天 气 的
预警只是近几年来很
多次气象灾害预警中
的一次。每当出现大
风、暴雨、冰雹、雷电等
极端天气现象前，社区
都会通过各种方式向
居民发布气象预警，提
醒大家作好相关准备，
把气象灾害对居民生
活造成的影响和损失
降到最低。

说起用微信群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社
区居民宋阿姨对记者说：“这种方法很方便实
用，显示屏上的信息可能会被大家忽略，但是
现在人手一部手机，人人都用微信，发在微信
群里的消息大家应该都能看到。我每天早上
八点之前都会把前一天看到的天气预报发到
群里，方便大家提前安排当天的出行计划。”

除了以上这些手段，社区气象灾害预警还
有终极“大招”，这就是阿里巴巴公司开发的
APP“钉钉”。“钉钉”本来是针对中小企业通讯
需求而打造的，但海淀区气象局却利用它在发
布气象灾害预警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社区
居民安装这款应用后，气象局发布的天气信息
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到用户的手机上，如果用户
没有关注，‘钉钉’会通过短信和电话提醒，做
到全程留痕，确保用户知晓预警信息。”海淀区
气象局副局长刘文军向记者介绍说。

“防灾减灾仅仅通过向居民发布灾害预警
信息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指导他们掌握规避和
应对灾害的手段，这就需要开展科普宣传。”徐
翠平说。记者看到，社区服务站内的陈列架上
整齐摆放着各种介绍防灾减灾知识的宣传册，
居民前来办事时可以取阅查询，社区宣传栏内
也张贴着各种关于防灾减灾知识的宣传材
料。每年，社区还会举行防御气象灾害演练，
让居民在实践中更好地提升应对灾害的能力。

百草园社区还特别注意提前排查一些安
全隐患。“每年春天大风季节以前，我们都会联
系物业对社区内建筑的墙体作检查，发现问题
及时整修。雨季来临之前，我们会疏通社区内
所有的下水管道，确保当大风和暴雨天气来临
时，将损失降到最低。”徐翠平说。

百草园社区的经验不是孤例。据北京市
气象局减灾处调研员海玉龙介绍，百草园社区
是北京市气象安全示范社区，在北京市这样的
社 区 共 有 1000 多 个 ，占 全 市 社 区 总 数 的
85%。在各级气象部门的协助下，气象局对各
个社区作了气象灾害预警区划，让防灾减灾工
作精确地覆盖每一个社区、每一位居民，真正
提升了基层社区的防灾减灾能力，打通了防灾
减灾工作的“最后一公里”。

从全国来看，我国对气象灾害的监测能力
正在大幅提升，气象监测“盲区”越来越少。在
此基础上，气象部门采取一系列举措保障人们
及时接收并有效利用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提升
防灾减灾成效。据介绍，由气象部门牵头建立
的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目前已经
汇集了来自 15 个部门的 71 种预警信息，初步
实现了多灾种预警信息的统一发布。依托这
个平台，我国可以实现国家、省、地三级预警信
息发布机构与政府应急管理部门、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部门之间的平台互联互通、信息实时共
享及快速发布。在广东、上海、北京等地，以预
警为先导的全社会应急联动机制已建立；在边
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气象部门结合当地实
际，因地制宜积极推动并分类解决预警信息直
达基层的问题。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秉志韩秉志整理整理））

图图①① 为增强应对突发灾害的能力为增强应对突发灾害的能力，，北北

京市政府在海淀公园举行了防灾救灾演练京市政府在海淀公园举行了防灾救灾演练

活动活动。。 （资料图片）
图图②② 防灾救灾防灾救灾，，科技先行科技先行，，无人飞机无人飞机

在相关领域应用日益广泛在相关领域应用日益广泛。。 （资料图片）
图图③③ 安徽含山县安徽含山县关镇小学的学生在关镇小学的学生在

参加防灾减灾演练参加防灾减灾演练。。 （资料图片）
图图④④ 医生在课堂上为学生讲解自救医生在课堂上为学生讲解自救

小常识小常识。。 （资料图片）
图图⑤⑤ 专业人士把防灾减灾知识送进专业人士把防灾减灾知识送进

农民工子弟学校农民工子弟学校。。 （资料图片）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为有效提高社区居民防灾减灾知识技能，

北京什刹海地区举行了社区防灾减灾运动会，

图为一名参赛者在“心肺复苏”项目中进行胸外

按压。 （新华社发）

让防灾减灾工作惠及每个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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