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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消防事业
书写无悔青春

如果说人生是缤纷的彩霞，那
么青春必是其中最绚丽的一抹；如
果说人生是最漫长的旅程，那么青
春就是旅途中最灿烂的一段。在
拥有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渝中
区消防支队，有这样一位热血青
年，他把青春和热血浇筑在警营，
在10多年的消防岁月里展现热血
男儿的价值所在，在消防改制期，
平凡的岗位上，用自己实际行动谱
写了一首首青春赞歌。

2006年，陈征宇大学毕业来到
消防队伍，从小就有军人的情结他，
入警以来一直以军装、警徽为荣耀，
时刻以军人作风严格要求自己，以
积极、阳光的态度认真对待每一件
事，努力实现自己人生的最大价值。

多年来，由于勇于创新，业绩
突出，陈征宇成为了渝中区消防支
队防火监督处法制科科长，主要负
责牵头消防保卫任务、法制等工
作，参与火灾事故调查工作。在支
队党委的正确领导下，陈征宇为提
高全支队防火工作成效积极出谋
划策，全身心投入消防事业中，以
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埋头苦
干，不记个人得失，在本职岗位上
取得突出工作成绩。

在火灾事故调查工作中，陈征
宇牵头、直接参与调查处理了多起
具有重大影响及涉及刑事案件的
火灾，连续5年代表总队业务骨干
参加全国火灾调查技术研讨班，在
总队火灾案例评比中多次获奖，参
与调查制作的江北东田科技孵化
园“4·13”火灾案例获评全国优秀
火灾案例。

今年6月，在接受上级调派参
与四川达州好一新市场“6·1”火灾
调查中，陈征宇负责调查建筑消防
设施运行情况及火灾蔓延途径。

在调查中，他冒着余火的高温，不
惧危险，第一时间深入现场勘验，
准确提取了自动消防设施运行记
录，确定了火灾首警点位及蔓延途
径方向，为整个火灾调查灾害成因
分析、总结事故教训提供了详实的
数据材料支撑。

自加入消防队伍以来，陈征宇
参与调查火灾600余起，每次火灾
都及时赶赴现场参加现场勘查和
调查取证，在火场废墟中不怕脏不
怕苦，工作一丝不苟，在火灾发生
地群众及政府各部门中树立了消
防机构的良好形象。

执法雷厉风行
办案细致严谨

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站、鹅岭
文创公园……近年来，渝中区多个
景点成为热门景点，受到全国无数

游客的追捧，做好这些旅游景点的
消防安全工作责任十分重大。

今年以来，在渝中区消防支队
的统一部署下，陈征宇积极参与对
上述热门景点的消防隐患排查整
治，详细制定了景点安保方案，并
与景点负责人座谈，对支队在前期
检查中发现的消防安全隐患，提出
了隐患整改方案及整改时限，并针
对隐患整改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逐条明确隐患整改责任主体、人
员、时限，建立责任清单。

在景点消防安全隐患整改过
程中，陈征宇严格执法、热情服务，
对内认真指导案件办理，为支队执
法质量严格把关。“消防安全无小
事，消防责任重于泰山。只有严格
整改、从严要求，才能把发生火灾
的危险降到最低。”

渝中区作为市委、市政府机关
及渝州宾馆所在地，每年接受等级
警卫任务200余次，任务繁重。在

安全保卫工作中，陈征宇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任务前狠抓
辖区社会面上的火灾防控工作，加
强消防监督检查，严格执法，及时
消除火灾隐患，任务期间全程联络
协调各涉会会场、酒店，并及时联
络出行沿线各执勤力量认真做好
参勤工作，确保不留任何隐患、不
出一点纰漏，为党的十九大及市党
代会等一系列消防安全保卫任务
的圆满完成做出了突出贡献，被市
公安局及总队授予嘉奖、评为“十
九大安保先进个人”。

勇立改革潮头
争当服务先锋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政治过
硬，信念坚定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
本。多年来，陈征宇不断提高政治
理论水平，树立了坚定的政治立

场，具备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他
还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时时走在广大党员前列，积极参加
党组织的各项学习活动，积极撰写
学习心得体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不断强化党性修养，进一步打
牢了政治思想基础。

自从加入消防队伍以来，陈征
宇始终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
第一位，不为个人得失，克己奉公，
无私奉献，特别是消防改革转隶期
间，他坚持从严要求自己，从小事
做起，自觉讲党性、重品行、作表
率，用他专业的执法、热情的服务、
过硬的作风，谱写了对党的热爱和
忠诚，表明了对消防改革事业坚定
的决心和信心。因工作成绩突出，
陈征宇多次受到上级表彰奖励。

“什么是最好的年华，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答案，而我在这里找到
了答案，这段奋力拼搏，不负青春
的红门岁月就是的最美好的年
华。我珍惜和热爱自己的职业，我
坚信消防改革职责使命不改，我将
努力再努力，方可不负这最美的年
华。”陈征宇说。

消防改革的大潮还在不断向
前推进，陈征宇深知，越是在改革的
在关键时期，越要要发挥模范带头
作用。改革只会越改越好，体制也
会更加完善，改革是顺应国家和社
会发展的趋势而做出的重大决定，
他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踏踏实实
干好本职工作，服务地方企业发展，
以高度的热情和积极的工作态度投
身到消防体制改革的大潮中。

李佰特 本色不变心不改 争当改革排头兵
身体力行

当好应急救援精兵

从小品学皆优，喜欢各项体育
运动，高中时就有论文发表在杂志
上，高中毕业提前被中央司法警官
学院录取，大学毕业后选择加入消
防队伍……在朋友们眼中，“90后”
的李佰特是个开朗、帅气、阳光的大
男孩；在同事们眼中，李佰特是一个
一丝不苟、精益求精、骨子里有一股
钻劲的“开路先锋”；但在妻子眼中，
李佰特是一个没有仪式感的丈夫，
结婚纪念日值班，孩子满百天加班，
自己的生日更是只字不提。面对妻
子的抱怨，李佰特总是安慰妻子道，

“消防改革期间，正是大家思想浮动
的高频期，我作为支部书记更要带
头坚守一线”。

2012年，从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毕业的李佰特选择穿上军装，成为
了一名光荣的消防员。

6年多来，在消防救援工作中，
李佰特始终保持一名基层干部本
色，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把根扎在基
层，认真履职。在大大小小的灭火
抢险救援现场，总能看见他的身
影。熊熊烈火，他无惧生死，冲锋在
前；训练场上，他无畏艰苦，挥洒热
血。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刮风下
雨，总能看到他执着的身影；为了守
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他同
时间赛跑，与死神较量，他总是把生
的希望留给群众。

仅2017年，他就参加各类火灾
扑救、抢险救援战斗263余次，社会
救助126次，尤其是在处置“7.10”
临华路住宅火灾、“7.29”树木倒塌
救援等救援中，他身先士卒得到了
同事们和各级领导的高度肯定。

作为渝中区消防支队较场口中
队的指导员、党支部书记，近年来，
他积极规范中队党支部建设，围绕
抓支部凝聚力提升中队战斗力。在

新形势面前，他还利用“互联网+”
和“大数据”，创新中队政治教育开
展，以贯彻落实推进“两学一做”常
态化制度化为抓手，率先在全市消
防部队开设了中队政治教育微信公
众号，充分运用党的理论成果，充分
借助“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

“12371共产党员网”、微信等互联
网社交工具开设“指尖课堂”等，其
所在的较场口中队于去年被市政府
授予了“模范消防中队”荣誉称号，
获得公安部“集体一等功”、全国青
年文明号等殊荣。

苦练本领
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

李佰特所在的较场口中队始建
于1920年，这是一支经历过抗战时

期重庆大轰炸的炮火洗礼、参加过
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的英雄消防队
伍。

“‘艰苦奋斗、永争第一’是我们
的队训，也是全体中队队员从‘红岩
精神’中提炼汲取的营养。”李佰特
说。

一直以来，较场口中队将忠诚
的红岩基因深深融入血脉、植入队
魂，每当党和祖国召唤时，每当人民
群众身处险境时，他们都义无反顾、
勇往直前。

团结是“红岩精神”的精髓所
在，正如中队队员常说的那样：团结
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平时能拧
成一股绳，关键时刻敢舍生救命。

去年6月24日，四川省阿坝州
茂县发生山体滑坡，接到通知后，李
佰特马上与中队另外5名战友组成
突击队，按总队统一调派奔赴灾害

现场；去年以来，李佰特带领中队参
加了党的十九大、韩国总统访华等
重大安保任务10余次；在支队领导
的带领下，完成上级领导参观调研
督导60余次，得到了各级领导的一
致好评。

今年，他又带领中队圆满完成
了智博会、“五一”、国庆安保，潼南

“7.12”抗洪抢险等急难险重任务。
“根基不牢，地动山摇。”这是李

佰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也
积极带领全体指战员，积极投身到
新时代应急救援事业中，叫响向我
看齐，作为中队主官，他与战友们一
道，立足“冲得上、打得赢”，深入开
展练兵工作，做好“灭大火、抢大险、
救大灾”的准备。同时他还结合辖
区救援实际，与战友共同研发了便
携式高层水带铺设顶杆，并计划向
国家申报专利。

脚踏实地
以实干担当迎接改革

今年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的推进实施，消防部队改革转
隶全面开启。

11月9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
援队伍授旗。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
队伍获得了建队治队的根本指针和
强队兴队的目标方向。

面对消防改革，如何学、怎么
学、学什么，不少队员一时间还感到
迷茫。发现这一情况后，李佰特及
时围绕中队人员关注的热点理论进
行集体“会诊”，依托《新闻联播》、
《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第一时间
做好改革政策解读工作，宣扬改革
主流声音，弘扬正能量，同时还积极
搭建了“改革强消”传播平台，让改
革的重要指示、重大观点上灯箱、入
板报、进橱窗。

在业余时间，他还积极引导队
员在信息化背景下学知识、学本
领，组建了兴趣小课堂，推荐官兵
报考自学考试，以及参加网易云课
堂、51自学网等自学教程，开展英
语、计算机等课程自学。目前，中
队消防员中取得自考本科学历4
人、大专学历 16人，大专在读 12
人，这些活生生的身边例子，鼓励
着更多的官兵投入到自学成才的
热潮中。

“表率比表态更重要，行动比承
诺更有效，尽职比口号更管用。”这
是李佰特参加全国消防改革宣讲时
的发言，也是他在工作中的真实状
态。

立足新时代，作为中队政治
主官，他将继续保持高度的政治
自觉，提高政治站位，率先表态发
声，理直气壮地讲好大道理，帮助
官兵澄清模糊认识，坚定改革信
心，以实干和担当当好消防改革
的排头兵。

李佰特，1990年8月
出生，中共党员，现任渝
中区消防支队较场口中
队政治指导员。任职期
间，中队荣立集体一等
功1次，个人连续2年获
评“四会教员”，连续3年
被 评 为“ 工 作 先 进 个
人”，连续 4 年年终考评
为优秀。所在中队被市
委、市政府授予“模范消
防中队”荣誉称号，被公
安部表彰为“全国公安
先进基层单位”。

中 队 结
对子帮扶的
聋哑儿童小
勇 ( 化 名) 来
队玩耍

■人物档案》》》

重庆渝中区消防支队

陈征宇 投身消防无悔 不负红门岁月

■人物档案》》》

陈征宇，1984 年 12
月出生，2006 年 06 月入
伍,中共党员，现任渝中
区消防支队防火监督处
火调技术科科长。曾荣
立三等功1次，市公安局
嘉奖2次，6年次被评为
年度工作先进个人，“清
剿火患”战役先进个人，
党的十九大安保先进个
人，2010 年被评为江北
区安全生产先进个人，
2017年被评为渝中区安
全生产先进个人，2018
年被评为全国消防部队
优秀共产党员。所调查
制作的案例曾获评2011
年总队火灾调查优秀案
例，2014 年全国火灾调
查优秀案例。

节日期间
开展零点夜查
行动对娱乐场
所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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