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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陈苹 周倜） 今天上午，
公安部授予长沙市望城区公安消
防大队“学雷锋模范消防大队”
荣誉称号命名大会在长沙举行。
省委常委、 省委政法委书记孙建
国， 公安部宣传局副局长杨锦，
公安部消防局副政委琼色出席大
会。 望城区公安消防大队是近年
来全国公安现役部队唯一被公安
部命名表彰的学雷锋先进基层单
位。

会上， 杨锦宣读了公安部
《关于授予长沙市望城区公安消
防大队“学雷锋模范消防大队”
荣誉称号的命令》， 琼色为大队
授予“学雷锋模范消防大队” 奖
旗。

孙建国指出， 雷锋精神集中
体现了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 是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

厚精神资源。 望城区公安消防大
队36年如一日薪火传承雷锋精
神，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践行雷锋
精神、 服务人民群众作出了模范
表率。 他要求全省公安机关认真
学习望城区公安消防大队牢记宗
旨、 一心为民的优秀品质， 崇尚
荣誉、 献身使命的坚定信念， 舍
生忘死、 敢打必胜的英雄气概，
奋发有为、 勇争一流的进取精
神， 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大、 十八
届三中全会精神， 服务湖南改革
发展稳定大局， 创造出无愧于历
史、 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人民的
一流业绩。

琼色对望城区公安消防大队
充分利用驻守在雷锋故乡的独特
优势， 大力传承和发扬雷锋精神
给予充分肯定， 并要求全国公安
消防部队大力开展向望城区公安
消防大队学习的活动。

通讯员 李莉 陈苹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 难
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在雷锋家乡望
城有一支队伍， 36年来， 坚持以雷
锋精神建队育警， 争做弘扬雷锋精
神、 传播文明新风的“先行者” 和

“排头兵”。
他们就是长沙市望城区消防大

队。 今年3月， 公安部授予望城区消
防大队“学雷锋模范消防大队” 荣誉
称号。

该大队先后获评“全国公安消防
部队学雷锋活动先进集体”、 “全国
公安系统青年文明号”、 湖南省“雷
锋式竭诚奉献集体” 等240余项荣
誉。 36年的扶危助困、 竭诚奉献，
已融会成一支优美的乐曲， 在这片大
地上演奏。

把驻地当故乡，视群众
为亲人

这是一个有关传承与坚守的故
事。

2014年2月12日17时19分， 新
疆和田地区于田县发生7.3级地震。
灾区人们的安危牵动着雷锋家乡长
沙市望城区公安消防大队全体官兵
的心。 大队立即与当地消防部门联
系， 希望为受灾群众助一臂之力。

2月20日早上， 一场爱心捐助
火热展开。 大队官兵走向爱心箱，
为和田地震灾区的群众共募得
6000元现金、 价值4000元的物资。
经当地消防部门帮助， 善款被送至
卖提玉苏普·麦图合提和司马义·阿
布都外力两家。

卖提玉苏普·麦图合提的妻子
怀有身孕， 家人看病就医也需要较
高的医疗费用。 司马义·阿布都外
力的儿子患有急性肠炎， 因治病欠
有外债6万余元。 望城消防大队寄
去的善款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消
防官兵还将价值4000元的衣物送
至更多需要帮助的灾民手中。 据统
计， 近5年来， 望城消防大队共向
灾区捐款捐物达10万余元， 百余
人次官兵奔赴受灾一线进行救援，
共疏散转移受灾群众3000余人。

8岁小女孩曹哲慧身患白血
病， 该大队官兵率先发起募捐，
筹措3万多元。 当沉甸甸的“救
命钱” 送到小哲慧手中时， 她依
偎在官兵怀里哭着说： “你们就
是我最亲的人！”

望城区丁字镇女孩彭阳以高
分考取重点大学， 由于家庭困难
无力承担学费， 大队第一时间开
展爱心助学活动， 帮她圆了大学
梦。

当贫困学子止步校门， 他们
捐出微薄的津贴； 当孤寡老人生
活困难， 他们定期上门探望。 望
城消防官兵们把驻地当故乡， 视
群众为亲人。 建队以来， 大队开
展爱心接力， 进行拥政爱民、 扶
贫帮困、 捐资助学等活动1.1万
余次， 资助贫困学子43人， 长期

帮扶驻地困难家庭22户， 捐款捐物
价值近百万元。

有灾必救， 有险必抢

爱岗敬业、 无私奉献是雷锋精
神的深刻内涵； 赴汤蹈火、 救人于
危难是消防官兵的神圣天职。

2013年11月13日， 望城区雷锋
大道一辆中巴车和一辆摩托车碰撞
后发生侧翻， 多人受伤。 时任望城
区消防中队中队长的蒋爱兵和班长
揭叶栋正好路过， 立即加入救援，
使受伤人员得到及时救治。

受伤最严重的是摩托车司机，
头上流血， 手部脱臼。 可是事故现
场没有任何医疗器材和药品， 也没
有药店。 两名大队官兵运用自己在
部队学到的专业急救知识， 帮助止
血急救， 直到120医护人员赶到现
场， 他们才悄然离开。

“多亏了那两名消防战士， 急
救措施很专业， 太感谢他们了！”
一名被救助人员激动地说。

2012年7月16日17时39分， 长
沙望城区旺旺食品有限公司预备车
间发生大火。 浓烟随着火势迅速向
四周扩散， 异常凶猛， 强烈的热辐
射直接威胁四周的车间厂房。 战士
张定轩主动请缨， 冲到最前面阻击
火势。 他一动不动地匍匐在滚烫的
地面对抗流淌火， 双手烫伤， 大小
腿被大面积烫伤， 他也不下火线。
经过12个小时的艰苦战斗， 大火被
扑灭， 消防官兵以零人员伤亡的优
秀表现挽救了6800万元的直接经济
损失。

“有警必接， 有灾必救， 有险
必抢 ， 有难必帮 ， 热情服务” 。
2003年， 望城区消防大队率先在全
国消防部队中向社会公开承诺。 多
年来， 官兵们传承着雷锋敬业奉献
的高尚情操， 用血肉之躯构筑起保
护人民的钢铁长城， 守护一方平

安。 建队以来， 大队官兵共灭火救援出
动6200余次， 营救被困群众800余人，
抢救保护财产价值10亿多元。

每个战士走出去后，能带动
一大片

让大队紧跟时代发展步伐， 从做好
事、 捐钱物向体现人文关怀、 关注生命
安全转变， 这是36年来望城区消防大队
使学雷锋活动永葆生机活力的秘诀。

为了让雷锋精神植根全体官兵心灵
深处， 在望城消防大队， 战士入队后，
开展的第一次活动是参观雷锋纪念馆，
学唱的第一支歌是 《学习雷锋好榜样》。
雷锋生前战友乔安山参观大队时深有感
触地说： “大队最主要的是能培养‘活
雷锋’， 每个战士走出去以后， 能带动一
大片。”

大队创新和丰富学雷锋的载体、 形
式、 机制， 形成了学雷锋活动的常态化。

从1978年建队起， 大队第一任消防
股长张保初就经常在火灾事故调查时把
自己的粮票捐给受灾户， 并带领官兵接
力照顾望城光荣院里参加过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的革命前辈， 连续15年大年初
一陪老人们吃晚饭。

36年来， 大队通过开设消防夜校和
消防训练营， 依托全区40多家农村书屋
建设消防志愿者服务站， 给留守儿童普
及消防安全知识和逃生自救技能。 针对
辖区内建筑工地多、 农民工数量大的状
况， 大队主动开展“消防夜校进工地”
活动， 对农民工开展免费消防安全培训。

大队与长沙市特殊教育学校开展“黑
暗和无声世界的消防关爱” 主题活动，建
立了特殊教育消防基地，编创了消防安全
知识手语操，编写了盲文版的消防安全知
识手册，填补了我国消防安全宣传领域多
项空白。大队向全国消防部队发起“牵手
岗位学雷锋活动”倡议，与20多个单位结
成学雷锋互帮互促对子，官兵有100多人
次被相关单位和学校聘为政治辅导员，大
队成为部队及地方各界学习雷锋的重要
思想政治教育基地。

大队联合区财政局、区民政局在全国
率先实施《火灾返贫家庭救助办法》，对符
合条件的救助对象，每户补助2000元，目
前已经救助10余户火灾返贫群众。

为不影响周边居民休息， 大队官兵
在早操时不喊号子， 默默锻炼； 在不影
响车速的情况下， 享有交通优先权的消
防车在晚上12时以后出警不拉警报； 把
千年古镇靖港列入重点保护单位， 定期
开展隐患排查， 宣讲消防知识。

“如果你是一滴水， 你是否滋润了
一寸土地？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 你是否
照亮了一分黑暗？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
螺丝钉， 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的岗位上？”
望城消防大队锐意进取， 传承雷锋精神，
不断赋予执法为民、 服务社会的时代内
涵， 走出了一条具有“雷锋” 特色的为
民服务之路。 他们用实际行动续写着雷
锋日记， 他们就是新时代的“活雷锋”。

续写雷锋日记的“活雷锋”
———望城消防36年传承坚守雷锋精神的故事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何国
庆 通讯员 曾紫 乔邹敏） 在中
南林业科技大学， 有一家被称为
“雷锋超市” 的爱心超市。 今天
上午， 一场为“雷锋超市” 举办
的义捐、 义买、 义卖、 义工活动
在该校图书馆启动， 吸引了包括
社会捐助企业代表、 学校师生在
内的近千人的目光。

2012年，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成立了我省高校首家“雷锋超
市”。“雷锋超市”既不同于社会上
的生活超市， 也不同于一般的慈
善组织。 这里所有商品都明确标
价， 贫困学生凭卡在一定额度内
在超市进行免费购物。在“雷锋超

市” 记者看到， 这里商品琳琅满
目，摆放有序，价格也普遍低于其
他超市。据了解，100多平方米的
超市用房由学校免费提供， 打理
超市的学生工资也由学校提供。
两年来，“雷锋超市” 已接收社会
各界的物资捐助价值35万余元，
先后资助贫困学生300余人。

学校资助中心负责人表示，
为了让更多的贫困学生受惠“雷
锋超市”， 超市除继续对贫困学
生免费提供生活必需品外， 现在
增加了正常的销售业务， 并将服
务对象扩大到全校师生员工， 超
市的利润将全部用于扩大对贫困
生的资助。

望城区消防大队
获公安部表彰

被授予“学雷锋模范消防大队”荣誉称号

2012 年 7
月16日17时39
分， 旺旺食品
有限公司预备
车 间 发 生 大
火。 望城区消
防大队全体参
战官兵连续12
个小时坚守奋
战在高温 、高
危、 高消耗的
战斗一线 ，成
功 扑 灭 了 大
火 ， 挽 救 了
6800余万元的
直 接 经 济 损
失 。（资料照
片）

通讯员 摄

300名贫困学子
受惠“雷锋超市”

中南林科大启动义捐、义买、义卖、义工活动

◎责任编辑 易博文 版式编辑 刘岳◎


