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志愿加入国家消防救援队伍，对
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坚
决做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恪尽职守、苦
练本领，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为维护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的
一切。”自2018年11月10日至今，一支传
承了军队血脉，由一身“橄榄绿”华丽转身
为靓丽“火焰蓝”的精锐队伍立下了铮铮誓
言，而26岁的顾福庆也成为这支综合性消
防救援队的一员。

顾福庆，中共党员，1993年 10月出
生，2013年9月入伍，现任呼伦贝尔市消
防支队特勤一中队战斗一班班长。先后参
与灭火及抢险救援行动800余次，解救被
困群众70余人次，获得个人嘉奖3次，用
自己的青春和汗水谱写了“火焰蓝”崭新的
辉煌形象。

记者初识顾福庆是因为一场惊险的
救援任务。2019年2月12日20时35分，
呼伦贝尔市消防支队特勤一中队接到报
警，称满洲里四道街富丽家园8楼有一名
年轻女子欲跳楼轻生，顾福庆所在的中队
接到报警后立即出动了4车17人迅速到
达现场。经询问现场知情人得知，欲跳楼
女子因与男友吵架分手，产生了轻生的念
头，并且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等药物，意识
已经模糊，多次坐在窗户边缘摇摇欲坠，情
况十分危急，救援刻不容缓。中队官兵接
到命令后迅速准备，进入楼内。

女子所在的居民楼紧邻小区院墙，楼
下空间极其狭小，为铺设救生气垫带来很
大困难，此外该小区通道口空间有限，登高

救援车无法进入现场实施登高救援，而此
时轻生女子家中房门已经反锁，如果盲目
破拆进入，势必会激化轻生女子情绪，后果
不堪设想。时间流逝，轻生女子生命危在
旦夕，此时，一班班长顾福庆第一个站出
来，坚定地说：“由我来完成此次救援任
务。”他的队友顾兆泽也紧随其后站了出
来，两人迅速穿好安全吊带，在其他队员的
协作下固定好安全绳，架设好挂钩梯，等待
指挥员的命令开展救援。

当天，夜晚中的满洲里室外温度低至
近零下30摄氏度，救援条件极其不利，在
近30米的高楼利用挂钩梯爬至八楼，用腰
斧将玻璃击碎进入房间，救援难度高，形势
非常严峻。而此时，轻生女子突然返回家
中，还锁紧了窗户，导致外部丝毫不了解里
面情况，在不容乐观的情势下，指挥部立刻
做出决定，实施破窗进入室内营救轻生女
子，防止其他意外发生。正准备下降救援
的顾福庆看到队友们担心的表情，说了一

句“放心吧”，便果断行动，顺着挂钩梯，小
心的往下爬，每爬一步都牵动着指挥员和
队友们的心，当听到破窗时玻璃清晰的破
碎声，看见顾福庆矫健的身影迅速钻入室
内，队友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来。顾福庆
破拆进入房间后，发现该轻生女子因服用
药物已经目光涣散，地面上有大量呕吐物，
顾福庆见机迅速将反锁的门打开，将轻生
女子营救至救护车，经询问现场医护人员
了解到轻生女子没有生命危险后，顾福庆
才彻底松了一口气。救援成功后，顾福庆
和队友们立马开始收整自己的救援器材，
整理救生气垫。面对在场人民群众的赞誉
时，他淡然地笑了笑说：“没什么，这是我们
应该做的，也是我们作为消防员的责任。”

事后，中队指挥员告诉记者：“俗话说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而消防员却是训兵千
日，用兵随时。我们的工作不但是要救火、
救灾、救祸，更要救人，这里说的救人，就是
指救那些以跳楼等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
人。跳楼自杀，我们作为消防员就要去救
你，这是我们的职责和誓言。但是跳楼这
个事，不能是当事人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因
为这个举动所带来的危险，也会带给其他
消防队员们，他们都很年轻，担负着为社会
救灾救难的工作，通过此次救援，希望每个

人都能珍爱自己的生命，用宝贵的人生做
更有意义的事情。”

“火焰蓝”是火焰在温度极高时产生
的颜色。蓝色象征着火焰的高温与纯净，
不但寓意了消防员与火焰打交道的工作，
还象征着消防员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的热情与决心。“在和平年代，还是个
男孩儿时我就梦想要成为一名强壮的战
士，梦想着与熊熊烈火殊死搏斗，救死扶
伤、保护他人。现在，当我从一名人民子
弟兵成长为一名光荣的消防员，穿上蓝色
队服的那一刻我便明白自己要承担起更
重的责任。”顾福庆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道 ，“6年多以来，我和队友们出警无
数，每当我们接到报警都马上停下手头
的一切事情，在一分钟之内穿上战斗服
出警，面对救援现场，当指挥员问我们

‘害怕吗？’说实话，人不可能不害怕，但
是救死扶伤，保护人民安全，这不就是我
们消防队员该做的事吗？生活中，小到
戒指卡住手指，大到火灾、地震，不论大
小，每一次困境和灾难面前，我们都坚信
火焰蓝的身影总会给人民群众点亮生的
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会继续加
强锻炼，充实能力，成为一名无愧于社会、
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梦想的消防队员！”

点亮希望的点亮希望的““火焰蓝火焰蓝””
◎◎文文//图图 《《满洲里日报满洲里日报》》记者记者 齐文彬齐文彬

顾福庆重温训词。

乌兰淖尔镇富民社区手工艺第二期培训班开班，由就业局聘请专业的手工艺品编
织老师，对有意愿的居民进行培训，旨在让居民特别是贫困居民靠自己的双手增收。

近日，乌海市乌达区乌兰淖尔镇富民
社区举行了手工艺编织品第二期培训班，
社区多名居民参加培训。“老师教得特别
认真，不会的就手把手教。这个手工艺品
培训能增加技能，也给居民带来了乐趣，
人们聊着天、学着手艺。”居民孙爱芹边织
着手里的物件儿，边开心地评价。

此次培训主要针对富民社区建档立
卡贫困户及普通农户开展。社区通过就
业局请来了专业的手工艺品编织老师，对
辖区有意愿的居民进行手工艺品编织培
训。“手工艺品编织系列培训是社区‘三扶
三建’模式的一个体现。社区是想着通过
技能培养，让居民特别是贫困户靠自己的
双手增收。”富民社区第一书记丁雪佳介
绍。

2019年，富民社区创新扶贫方式，以
社区党支部为引领、社区党员带头、社区
居民与贫困户为主体，推出“三扶三建”工

作模式，提高居民与贫困户参与社区建设
积极性的同时，在政策宣传、产业增收、丰
富业余生活等方面发挥明显作用。

扶志——建讲堂。社区利用闲置房
屋建立“富民社区知识讲堂”，讲堂以健康
知识、政策宣传、消防安全、脱贫典型故事
等内容为主；社区党支部联合乌达区文明
办、扶贫办、十三中、卫计局等部门，根据
实际需求组织知识讲座，确保讲座每周一
堂，以此提高居民健康意识、提升生活质
量，切实做到扶贫中的“志智”双扶。

扶技——建中心。社区利用活动室
建立“富民社区培训中心”，主要培训手工
艺品编制、种养殖技术、就业技能、舞蹈
等；社区党支部与就业局、文化馆、残联、
乌兰淖尔镇文化工作者等联合开展，确保
每周一次并形成长效机制；社区居民和贫
困户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与爱好自由参
与，通过技能培训，让居民特别是贫困户

实现增收。
扶产业——建基地。今年，社区主要

实施两项产业，首先实施第二轮“托养鸡”
项目。“托养鸡”项目以政府补贴一点、帮
扶单位帮一点、贫困户自筹一点的扶贫方
式开展。在总结2018年养殖经验的基础
上，今年将适当扩大养殖规模，确保贫困
户在2019年同样取得可观的分红收益。

其次，社区正筹备实施“快乐田园爱
心众筹”扶贫体验项目。据介绍，社区将
40亩土地划分为1号作业区、2号作业区
及公共采摘区。其中，1号作业区共计15
亩，每亩按照 10份分割，每份筹资 500
元，由各帮扶单位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挂
牌认领，以富民社区党支部与爱心人士共
管形式经营，由富民社区党支部雇佣的居
民做好日常田间管理。爱心人士在节假
日可自主参加认领地块的田间劳动、组织
休闲活动，蔬菜采摘期可随时入园采摘。

“‘三扶三建’将贯彻到社区全年的脱
贫攻坚工作中，让社区在脱贫攻坚方面思
路更加清晰、举措更加得力，也极大地激

发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的积极性，将推
动着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更好的成绩。”丁
雪佳信心满满地说。

““三扶三建三扶三建””让居民增收有保障让居民增收有保障
◎◎文文//图图 《《乌海日报乌海日报》》记者记者 王秋华王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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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志愿队伍 文明实践“我来做”
2月 24日，扎旗首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在图牧吉镇揭牌。当天，图牧吉镇共
有镇村两级9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挂牌成立。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重点在农村。探
索实施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是要解
决好新时代文明实践做什么、谁来做、
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因此，

如何做好顶层设计、构建文明实践体
系，把各部门面向基层的公共服务平台
资源统筹好、作用发挥好，是探索实施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需要重点思考的
问题。

扎旗以区域为整体，整合现有公共
文化设施、基层工作力量和各部门面向群
众的服务项目，旗、乡（苏木、镇）、村（嘎

查、社区）三级为单元，建立“旗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乡（苏木、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村（嘎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三级联动文明实践网络，并分别组建志愿
服务总队、支队、分队。目前，扎旗共有

“科普宣传”“文化下乡”“健康义诊”等24
支志愿服务总队，统筹各志愿服务支队、
分队，实行“订餐式”服务，精准满足百姓

各项需求。“以前种地时，用农药、化肥都
很随意，讲师的指导让我了解到更加科学
的种植技术，对我有很大帮助。”双星嘎查
的农民张显飞对记者说。春耕在即，图牧
吉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根据农民种植需
要，成立了农资使用知识培训班，邀请专
业技术人员、种植大户等讲解种植方面的
知识，各嘎查村民受益颇丰。

不仅如此，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形式多样的宣传手段，扎旗创新
方式，还重点实施了“移风易俗、家风家训
建设、文化惠民”等重点工程，通过组织丰
富多彩的活动，进一步拓宽服务群众的渠
道、提升群众的文明素养、活跃城乡文化
生活，不断满足基层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

一大早一大早，，扎赉特旗图牧吉镇青龙山嘎查的几个姐妹一同扎赉特旗图牧吉镇青龙山嘎查的几个姐妹一同
来到嘎查委员会来到嘎查委员会，，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家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你一言我一语，，讲述生活讲述生活
中孝老敬亲的故事中孝老敬亲的故事，，演绎出青龙山嘎查人民和谐幸福的生活演绎出青龙山嘎查人民和谐幸福的生活
乐章乐章。。道德风尚道德风尚““讲讲””出来出来，，这便是青龙山嘎查三月末开展的这便是青龙山嘎查三月末开展的
““传承好家风传承好家风 筑梦新时代筑梦新时代””主题宣讲上的一幕主题宣讲上的一幕。。

一年前一年前，，青龙山嘎查还只是文明匮乏青龙山嘎查还只是文明匮乏、、文化落后的普通文化落后的普通
嘎查嘎查，，依托精准扶贫的落实及一系列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依托精准扶贫的落实及一系列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
开展开展，，实现了由实现了由““乱乱””到到““治治””。。如今如今，，干净整洁的村内环境干净整洁的村内环境、、完完
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团结和谐的群众关系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团结和谐的群众关系，，让青龙山嘎查成为让青龙山嘎查成为
远近闻名的文明村远近闻名的文明村、、文化村文化村。。

自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启动以来自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启动以来，，扎赉特旗以服务群众扎赉特旗以服务群众
为出发点为出发点，，以志愿服务为切入点以志愿服务为切入点，，积极探索总结出积极探索总结出““讲讲”“”“评评””
““帮帮”“”“乐乐”“”“庆庆”“”“赛赛””66种实践形式种实践形式，，通过建强一批队伍通过建强一批队伍、、建立建立
一批平台一批平台、、开展一系列活动等开展一系列活动等，，搭建起百姓学习交流的平搭建起百姓学习交流的平
台台。。““身边好人身边好人””志愿服务队志愿服务队、、““文明出行文明出行””志愿服务队志愿服务队、、““银亮银亮
五老五老””志愿服务队志愿服务队、、““红色讲坛红色讲坛””志愿服务队……志愿服务队……2424支志愿服支志愿服
务队伍旗帜插在扎旗各个角落务队伍旗帜插在扎旗各个角落，，绘就新时代文明实践创新发绘就新时代文明实践创新发
展的蓝图展的蓝图，，让文明之花在扎旗大地纵情绽放让文明之花在扎旗大地纵情绽放。。

文明实践活动让幸福无处不在文明实践活动让幸福无处不在
◎◎文文//图图《《兴安日报兴安日报》》记者记者 张兆琪张兆琪 毕力格毕力格

依靠榜样力量 文明实践“我先行”
走进青龙山嘎查，给人印象最深的便

是家家干净整洁的院落，俨然一幅生态
美、生活美的宜居乡村新画卷。

自文明实践活动开展以来，青龙山嘎
查可谓是大变样。而对于如何实现，青龙
山嘎查有着自己的一套方法。

结合文明实践活动中的“持续推进移
风易俗、传新风”“深化文明创建活动、传
文明”，青龙山嘎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
展了一系列评优选先实践活动，评选出了

“好儿媳”“孝老敬亲”“卫生标兵”等，村容

村貌随之越来越好。
“现在我们嘎查的环境卫生根本不用

雇人收拾，老百姓自家周边不用说，几条
主路都是大家轮流收拾，只要看见路上出
现垃圾碎屑，村民都能自觉捡起来！”青龙
山嘎查党支部书记告诉记者。

自开展典型人物宣讲活动以来，村民
的精神风貌都有了很大改变，这一点从吴
贵杰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吴贵杰今年
64岁，2012年从外地回到青龙山嘎查，
最初她非常不适应农村环境，邻里关系不

太和谐。但是随着大家的关心和领导们
的关注，吴贵杰的思想逐渐转变，慢慢融
入了进去，此次还被评为“卫生标兵”。当
问到她今后的打算时，她腼腆地说：“大家
都对我这么好，我非常感动，以后我也会
继续努力，为我们嘎查的发展尽一份力。”

青龙山嘎查只是扎旗推进移风易俗、
创建文明乡风的一个缩影，阿尔本格勒镇
同样开展了评优选先系列实践活动，推选
了一大批“自主脱贫典型”“美丽庭院户”

“学习标兵”等先进人物，凝聚人心、提振

士气。王玉峰作为自主脱贫典型，和记者
分享了他的故事。

王玉峰是农场嘎查的一名农民，
2017年被纳入到“精准扶贫户”中，通过
政府提供的木耳产业和基础母羊，他在
2018年实现了脱贫。“我是赶上了好时
代，政府这么帮助我们，我们还有什么理
由不努力！”说到这个，王玉峰略显激动，

“今年，我要开始自主创业了，项目都选好
了，就做米面深加工。”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启动至今，扎旗

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作为面向群众开
展主题宣讲、文化传承的有形阵地，作为
提升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的综
合性宣传平台，根据群众需求多样、参与
意识增强、思想观念多元等新情况和新特
点，摒弃传统“灌输式”宣讲，加强传播手
段和话语方式创新，更好地适应了多元化
传播趋势。在不断调整、充实、完善、提升
中，扎旗还定期研究制订实践计划，组织
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让广大群众获
得实实在在的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

扎赉特旗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服务队下乡为农牧民送技术扎赉特旗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服务队下乡为农牧民送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