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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妍斐

晨报讯 入秋时缺少了的秋高
气爽感， 在 10 月的下旬补偿给了
大家。昨天又是云卷如画的一天，最
高气温虽然仅在 22℃左右，但对于
习惯了秋季气温的人们来说， 太阳
一晒反而感觉有点暖烘烘。

不过，这一阶段“秋高气爽”的
余额已经见底， 本周初期上海天气
仍然较好，但中后期持续阴雨来袭。
不仅如此， 周末随着新冷空气的到
来，秋意还将加深。

今天开启新的一周， 周初风和

日丽继续。上海依然多云，早晨前后
西部和北部有雾， 气温和昨天差不
多，全天在 15-23℃之间。

这波好天气将维持到本周中前
期。上海中心气象台预计，本市 1-3
日受地面高气压控制，多云为主。

中央气象台预计，4-7日，也就
是周四到周日， 将会有一股较强冷
空气，自西向东影响我国，江南、华
南及西南地区东部有小到中雨，江
南和华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伴
有 5-6级偏北风，阵风 7-8 级。 随
着这股冷空气， 上述地区气温将下
降 6-9℃， 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

10-15℃。
对于上海来说， 周四到周日天

气形势发生调整，阴雨天气登场，下
周后四天几乎天天有雨。 而降水比
较明显的时段出现在下周五， 昼夜
温差减小，总体气温在 13-20℃之
间。 影响全国的较强冷空气将从周
六夜间开始影响上海， 届时会出现
大风或降温。 周日起最低气温全面
回落至 10℃以内，秋意更浓了。

虽然本周后期从多云转为阴
雨，气温也有所波折，不过比起全国
大部地区， 上海天气的舒适度还是
被算在“舒适宜人”的范围里。

本周后四天申城天天有雨，周末新冷空气登场秋意更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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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有男子“漂浮”江中

“在其昌栈水域有一名男子落
水。 ”10 月 31 日凌晨 4 点 50 分，上
海公安局边防和港航分局外滩水上派
出所接警， 有市民见到一名男子在江
中“漂浮”。

接警之后， 巡逻民警陆静军和同
事三人立即出警， 从外滩水上派出所
出发，用了 13 分钟才赶到事发地点，
因为“事发地点距离比较远，已经快
靠近杨浦大桥了”。

到达现场后， 陆静军赶快寻找落
水男子的身影，可是凌晨光线太暗，目
标又小， 而且不管陆静军他们怎样呼
唤，水中一直没有回应。

“救援最重要的就是争取时间。”
陆静军说。一番寻找过后，陆静军和同
事们终于在防汛墙的边缘， 找到了落
水男子的身影， 只见一名男子仰面漂
浮在水上。 公安艇赶快往落水男子身
边驶去，但因为附近水域太浅，船只无
法直接靠近， 只能选择一个比较接近
的位置停靠。

一开始， 陆静军从公安艇上扔下

救生圈，呼唤落水男子套上救生圈。可
不管陆静军如何呼唤， 男子都没有任
何回应，只是漂浮在那里。

“我当时很怕他已经出意外了。”
陆静军说，按照以往的经验，落水者不
管怎么样都会做出相应的反馈， 就算
是拒绝救援，也会有相应的动作，但这
一次的落水者完全没有反应， 非常反
常，“因为夜里的天气很冷，我很担心
他因为受冻出意外。 ”

老腰伤又一次加重了

陆静军随即作出下水救人的决
定，因为黄浦江流域的水域非常复杂，
即便是看起来很浅的地方， 跳下江之
后水深可能也完全超过想象。 他首先
拿出船上救援打捞的杆子， 试探了一
下下方水域的深浅， 然后顺着杆子
“滑”进江中。 过程中，他还被杆子刮
伤了手掌。

顾不得被刮伤的疼痛和冰冷的江
水，陆静军赶忙向落水男子方向移动。
靠近目标之后， 陆静军发现水深虽然
才到大腿处， 但落水男子全程漂浮在
水面上，拍打他的面部呼唤他，对方也
还是没有任何回应。 陆静军赶忙把救
生圈往男子的腋下套，“拉起他的手
时，我感觉他可能已经不行了，又僵又
冷，嘴巴里还在一直在吐白沫。 ”

陆静军和同事们随后把落水男子
从水里转移到公安艇上， 又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

“把他救上船之后， 我们看到他
一直在往外吐白沫，呼吸也是正常的，
我们估计他就是饮酒过量， 人应该没
事。 ”陆静军和同事们于是把男子送
回外滩水上派出所， 给他盖上了两床
棉被，并联系上了他的家人。

半小时后， 男子清醒过来， 这个
2000年出生的年轻人，饮酒过多之后
产生了轻生念头， 一时冲动跳进了江
中。对于陆静军和同事们的救助，男子
和他的家人一直不停地道谢，而陆静
军依然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包
括此前白玉兰码头附近游
艇着火事件救起的 11

人， 陆静军今年经手救援的落水者已
有 32位了。

这一次， 在凌晨跳入冰冷的江水
后，陆静军的老腰伤又一次加重了，上
岸后他又给自己贴上了新的膏药，手
也一直扶着腰。 同事开玩笑说，“腰伤
加重了，回去又要被老婆骂了！ ”陆静
军回答：“那没办法，救人还是要救的
呀！ ”

晨报记者 荣思嘉

凌晨 4 点 50 分， 有市民见到一名
男子在黄浦江 “漂浮 ”……10 月 31 日 ，上
海公安局边防和港航分局外滩水上派出所接
到报警，有一名年轻男子落水。 民警陆静军当即
冒着危险，跳进黄浦江中，救起了这名“00 后”醉酒男
子。

救人民警陆静军正是此前“游艇着火事件”中紧急救起
11 人的“英雄民警”。今年 8 月 7 日晚，黄浦江一艘游艇起火，陆
静军在 10 分钟内救下 11 名被困人员，被上海市民称为“模子”“英
雄”。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陆静军经手救援的落水者已有 3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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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陆静静军军今今年年已已救救起起 3322 名名落落水水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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