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身边的年轻人一样，刘泽
伟也有着深厚的“部队情结”。6
年前，刚从大学毕业的他怀揣着
“从军报国，勇往直前”的志向跨
入消防部队。

这些年来，他既是训练场
上黑着脸的教官、抢险救灾现
场的尖兵，更是生活里兄弟们
的大哥。他带领新华中队保持
连续9年获得总队“先进中队”
称号，被市局荣立集体三等功
一次，个人获评总队“优秀共青
团干部”，荣立三等功一次，嘉
奖4次，默默诠释了一名消防
员对党、对事业的无限忠诚。

隧道抢险，冲锋在前
“注意落石，继续前进！”
“发现被困人员，请求支援！”
在黔江舟白复线隧道的修

建过程中，一块巨石突然从隧
道顶部落下，数人被困。冒着隧
道随时坍塌的危险，在指挥中心
的指导下，刘泽伟带领数十名战
士先行进入，与死神争分夺秒。

由于交通不畅，坠落的巨石
又正压在钢梁和钢筋的上方，新
华中队战士只能徒步携带侦察和
救援装备进入现场。战士们戴着
口罩，直接手刨，小心操作，移开
碎石泥土。经过数个小时的艰难
作业，被困人员终于脱困。

“虽然头上随时可能有巨石跌
落，可一想到里面等待救援的群
众，就只顾着往里冲。”从外表看来，
略带书生气的刘泽伟稍显腼腆，可
在每次的任务中，刘泽伟从来都是冲
在队伍最前面。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带头干。”
这是刘泽伟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
他的影响下，新华中队身先士卒的铁
军风范声名远播。

即使曾经面对通讯中断、情况不

明、次生灾害频发等危险，新华中队官
兵充分发挥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精
神，利用技术装备、专业救援的优势，谱
写了一个又一个灭火救援奇迹，成为武
陵山区一只名副其实的“火凤凰”。

截至目前，新华中队累计接警出
动2000余起，出动车辆3821辆，出动
警力17310人次，扑救火灾531起，抢
险救援1456起，共抢救被困人员687
人，疏散转移被困人员3219人，挽回
财产损失近10亿元，圆满完成了各类
灭火抢险救援任务。

帮扶老人，大爱无疆
每到中午12时，刘泽伟都会去食

堂多打一份饭，为支队旁边一家书店
的傅体会老人送去。

“大爷，今儿进的书到了么？我帮
您整理一下好上架。”

“好孩子，你先坐下歇一歇，书还
没到呢。”

今年已过八旬的傅体会十几年前
在新华中队旁开了一家书店，靠着微薄
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生活。经常在此购
书的中队战士们了解情况后，就把傅体
会作为中队的长期帮扶对象。

18年来，中队的官兵换了一批又
一批，但对傅体会老人的爱心却一直
延续了下来。

在工作中果敢干练的刘泽伟，生
活中却是个体贴的热心肠。

“近来天气反复无常，您要注意身
体。”“今天的米饭有点硬，您不好消
化，我给您端的面来。”

偶尔培训学习要外出一段时间，
刘泽伟也会细细嘱托队里的战士，并
经常打电话询问。

“现在日子比以前好了，可刘队长觉
得我一个老人家不好做家务，仍然每天
来给我送饭、打扫卫生。”傅体会说，“这
么多年来，中队就是我的另一个家。”

拥政爱民，鱼水深情。
这些年来，新华中队的官兵们多

次为驻地困难群众捐款捐物、为贫困
学生捐资助学、进行各类社会救助、积
极参与帮乡扶贫活动，真实演绎了铁
汉柔情，在群众心中树立了“有事找消
防”的良好形象。

真抓实干，砥砺前行
翻开刘泽伟整理编写的《执勤手

册》，人员花名册、车辆技术参数及器
材分工保养表、市政水源图、部分装备
技术参数……种种信息一目了然，即
使是刚入伍的战士也能通过手册学
习，迅速上手工作。

“刚入伍的时候，挺迷茫的，看着
那么多设备，也不知道该如何着手。”
新华中队一名战士回忆道，“没想到第
一天队长就来找我谈心，给我发了这
本手册，挨着花名册给我介绍情况，让
我定下了心。”

不管对老兵还是新兵，刘泽伟都
是一名可靠的“暖大哥”。

为了培养官兵的战术素养，刘泽伟
根据新老战士的身体素质、岗位分工、
基础薄厚等因素，按“适应、强化、提高”
三个阶段，探索设立了“分层训练法”。

此举解决了“老同志吃不饱、新同
志吃不了”的问题，调动了战士训练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得训练成绩明显
提高。

总队第十届业务运动会，新华中
队赢得团体第3名；2017年总队春季
消防体育运动会比武竞赛，夺得团体
第3名；中队有2人荣获总队训练尖
兵，2人荣获总队训练标兵，1人荣获总
队执勤岗位能手。

目前，新华中队已先后荣获“市级
青年文明号”、“重庆市文明单位”等称
号，推树出“重庆市优秀人民警察”、

“重庆好人”、“重庆市公安局青年岗位
能手”等先进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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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濯水古镇，一条青石板铺就的老街饱经
风霜、磨得锃亮，两旁的木质民居、会馆风格多
样，透出古朴而厚重的气息。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民居之间画有精美图
案的一道墙，高出屋面，随坡度层层迭落。
看得出，这墙与周围正在维修的古建筑一
样，有新修的痕迹。

这样的墙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要在
维护古屋的基础上特地重新修葺？

“封火墙可以在相邻建筑发生火
灾的情况下，起到隔断火源的作用。”
黔江区消防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封火墙是我国建筑自古以来的一种
防火手段。为了维持濯水古镇的
传统特色，该支队聘请专门师傅，
按照“整旧如故，以存其真”的原
则，夯实古镇的防火工作。

不仅如此，在这两年黔江举

办的“中国山地马拉松系列赛”中，黔江区消防支
队缜密谋划、科学部署，全方位做好了消防安全保
卫和现场秩序维护维持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一致认同和赞扬。

“一直以来，我们切合黔江实际，根据武陵山
区、少数民族聚集等特点，因地制宜，扎实开展消
防工作。”黔江区消防支队相关负责人说。

近几年，黔江区的旅游业日益红火，往来旅
客的数量大幅上升。为保障公众安全，黔江区消
防支队从分级责任落实、扑救网络建设、软硬件
保障三方面着手，大力推进消防设施建设，建立
微型消防站，着力构建全区火灾防控网。

同时，大力开展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消防宣传
活动，多次参与在民族风情城广场举办的大型活
动，编排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战魂》、《八宝铜铃
舞》、《六口茶》等精品文艺节目，推动民族关系共
融，提升了辖区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及水平，助
力火灾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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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抓消防 助力濯水旅游兴

黔江区消防支队

既是“严教官”也是“暖大哥”
——记新华中队队长刘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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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增强战斗力

随着夏季来临，防汛抢险的备战时期已
经到来。为提早做足准备，黔江区消防支队
早早便开始对冲锋舟的船外挂机进行检查和
保养。

推出支队研发的冲锋舟外挂机测试箱，
将水箱注满水后放入外挂机，发动马达，一个
人、10分钟就可完成全部测试，可谓省时省力
还省钱。

“和以前相比，省了一大截时间。”黔江区
消防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以往外挂机检测
必须找专门的厂家售后，需要两三个人抬动，
找就近的游泳池或江河等处下水测试，每次
都要折腾半天。”

在一次厂家检查的过程中，支队官兵得到
启发，积极开动脑筋，自行研发了带轮、加水箱
的测试箱，不仅实现了每月就地测试，延长了
设备使用寿命，还极大地方便了仪器的搬运转
移移，，为为确保工作任务圆满完成提供了有效的
装备保障。

实际上，不只是冲锋舟外挂机测试
箱，马达便携架、正压式空气呼吸器转
移晾晒架、正处于研发的消防车远
程控水系统……黔江区消防支队
发挥创新意识，改良、制作了一
系列极具实用性的工作用具，
大幅度增强了工作效率、安

全性和支队整体战斗力。
为打造一支真正“能打胜仗”的队伍，除

了在技术上的创新，黔江区消防支队还强化
实战和体能技能训练，深入推进攻坚专业队
建设，设置包括支队长、司令部、防火处、中队
骨干在内的纵向操法研讨机制。加强全员岗
位练兵，建立日常教育督导追责机制，通过观
察官兵日常工作、生活的一言一行，了解训练
状态、精神面貌，找准短板弱项，有针对性地
整改提高。

同时，制定了《人才队伍发展规划》、《干
部晋职管理办法》，以“四三二一”官兵常态化
帮带培养机制为重要抓手，叫响“以队为荣、
为队争光”口号，官兵主观能动性显著增强，
形成“要我干”转为“我要干”的良好局面。

制度创新，加强队伍管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确立新时
代党的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
地位，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
法治军。

如何贯彻落实相关精神，成为黔江区消
防支队的任务和工作目标。

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班子、鲜明的旗
帜领率部队、创新的实践推动发展，该支队努
力搭建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专家辅导与专
题研讨、发言交流与撰写体会相结合的中心

组理论学习平台。
并且制定落实了“党委一流工作法”和

“清单式工作法”，建立了“四个帮扶”机制，严
格要求支队党委成员对联系中队的定时调研
和督导，明确了各类重点帮扶。

其“1+1”的责任捆绑，让官兵谈心谈话更
接地气、更“走心”，推动部队风清气正、官兵
精气神足。

目前，黔江区消防支队已累计组织集体
学习12次、发言交流24人次，开展谈话、调研
和问卷调查100余次，帮扶解决各类问题80
余个，促成支队全员上下联系、紧密一心。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黔江区消防支队创
造性地开展了“黔江支队发展之路”主题研讨
会，广征发展建言，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全面
促进了班子自我革新和自我发展，广泛营造
了团结、务实、民主的浓厚氛围，树立起了黔
江消防支队新时代里的新形象，展现出了新
面貌。

坚强有力，打造品牌支队

部消防局“安全工作先进单位”，市局集
体嘉奖，全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总队

“勤政廉政先进单位”、“清剿火患战役工作优
秀单位”……

多年来，黔江区消防支队先后获得多个
称号与荣誉，实现了连续14年无事故、无案

件和无警民纠纷发生的良好局面，连续2年
被部局、连续7年被总队评为安全工作先进
单位。

“能取得如此亮眼的成绩，离不开总队党
委、区委、区政府和区公安局的大力支持和指
导。”黔江区消防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支队得益于各方长期以来的关怀，秉
承“知著防微、厉兵猝然”的队训，以“建一流
队伍、创先进品牌”为奋斗目标，在技术和制
度上积极创新，全区消防工作和队伍建设呈
现出持续向上、全面向好的发展态势。

数据显示，黔江区全年全区火灾形势稳
定。去年共接警334起，抢救疏散被困人员
672人，抢救财产价值1159.9万元。

与此同时，防患排查工作扎实。截至目前，
累计检查各类单位、场所6851家，发现火灾隐
患18901处，整改火灾隐患18726处，下发《责
令改正通知书》6000余份，下发《行政处罚决定
书》258份，下发《临时查封决定书》119份，罚款
91.88万元，责令“三停”109家，拘留29人。

如今，该支队正进一步夯实基础设施建
设，增强消防事业发展后劲。陆续建成了支
队指挥中心及正阳中队一期工程，支队机关
及3个中队走廊文化、营区文化、库室文化、廉
政视角，支队队史馆及3个中队荣誉室和红门
影院等。完成了新华中队、青坪消防站正规
化建设。累计建成社区、重点单位微型消防
站209个，乡镇专职消防队伍7支，配备专职
消防员79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